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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书坛， 楷行盛行， 执著研究魏碑的并不
多，王善立是其中一位。

年近古稀的王善立，少以南帖为好，后痴迷北
碑，曾大量临摹历代名家碑帖，主张不离古续的继
承。他潜心十年，以魏碑为根基，结合楷、行、草书
的特点，首创魏碑四体“千字文”。四体者，即魏碑
楷书、魏碑行书、魏碑小草、魏碑大草，上承古法，
又独具创新，为当下中国的书法界带来一股清风。

观其魏碑四体“千字文”，通篇章法奇姿多变，
用笔提蹲挑挫，线条一波三折，庄穆宽博，茂密成
宗，不但继承了魏碑书法的精髓，而且在裁成化合
中，更有质的创新和发展。当今的书法作品，当然
不能完全复古，而应当有所变易，王善立的魏碑新
四体就有这种变易的特点， 从而使千年魏碑在今
天充满了生命活力。

要创作出新的书法体势，何其艰难，王善立却
迎难而上，矢志不移。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书法热潮
表面下潜伏的危机。在当代书法的大众化运动中，
许多研习者追求外在的形式感与点画的视觉刺
激，而忽略了书法的文化属性。王善立认为，北碑
拥有大拙、厚重、险绝之特点，蕴含丰富的古法，认
真研习，有望引领中国书法走出一条新路。

书法原本就脱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因而必
须重视书外功夫。 王善立总结了通向成才必须具
备的条件，那就是详查书史、广读书论、精研学术、
刻究技法。具备此四种能力者，才能成大器。同时，
他提出了“一脉、两系、三宗、一统”的学术观点。中
国书法乃“一脉”相承，传至南北朝时期分成两大
系统，为南帖、北碑。然在南帖、北碑形成之前，有
甲骨文至小篆为一宗，隶书至魏碑为一宗，楷、行、
草为一宗。他认为，南帖妩媚婉丽，北碑雄强奇伟，
应以南帖北碑相合而峻拔之，谓之“一统”。

晚晴康有为曾提出魏碑的“十美”之宜，道出
了魏碑书法的绝妙境界。王善立提出了“十雄”之
赞，更加生动地描写了魏碑书法的形状，以及震撼
心灵的气势。一曰峻山拔崩，二曰古松残雪，三曰
勒石怪竹，四曰云楼危驻，五曰车胄击撞，六曰金
雕蹾耸，七曰九鼎异裂，八曰滚雷惊庭，九曰群龙
荡海，十曰百虎争峰。纵观王善立的书法作品，笔
动沧海，气吞山河，恰似“群龙荡海，百虎争峰”。

王善立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怀着对毛泽东的
崇敬，三年前来到湖南。三年里，湖南深厚的文化
积淀，湖南人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当仁不让、意
志刚强的性格，他为之深深感动。在参观韶山毛泽
东故居，游览湘江和橘子洲头后，他感慨万千，回
居所彻夜奋笔疾书填词一首《沁园春·观湘江》，字
里行间充满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 抒发了自己的
爱国情怀和奋斗决心。 在创造出魏碑四体“千字
文”后，他期盼为中国书法在当代的传承作出自己
的贡献。

《战长沙》播出后，就想要写些什么，以此
来纪念我在2014这一年，看到的最好的剧。

故事开始了。 一个热闹、温暖、平凡的家
庭，因为战争的侵袭，逐渐衰落。 屏幕上湘湘
吃着臭干子，第一次见到顾清明，被姐夫追
着打，抱着柱子威胁着要跳楼，能萌死个人
的样子。 心底深处掠过一丝酸楚：17岁，青春
年少，大好年华。

抗战八年，却如同是一生那么长，爱恨
情愁，家仇国恨。 生命跌宕起伏，浓墨重彩。

生子当如顾清明。 有显赫的家世，军校
毕业。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决然，投笔从戎，
在战场上厮杀。 湘湘遇上顾清明， 是湘湘的
幸运，顾清明遇上湘湘，也是他的造化。

在战火连天的长沙城里生长出来的爱

情， 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 他们没有风花雪
月，没有海誓山盟，只有湘湘含泪的一句“战
场上枪炮无眼，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这是
最动人的情话， 最坚定的爱情。 丈夫在战场
上杀敌，妻子在医院里救助伤兵，夫唱妇随，
这就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爱情， 最模范的夫
妻。

故事渐入佳境，越到最后，欢声笑语已
经成为了一种奢侈。 平安死了，姐夫死了，湘
君崩溃了，我也眼泪横流。 顾清明手捧鲜花，
在医院里给了湘湘一个简陋无比，却又永生
难忘的婚礼。 从此，他就是胡家的顶梁柱。

湘湘生下念亲后， 被顾大姐接去了重
庆，我心中松了一口气，好歹她是安全的了。
后来金凤死了， 白色的护士服被鲜血染红，

触目惊心，可是她嘴角含笑，她杀死了一个日
本长官，她为亲人报了仇，虽死犹荣！

长沙的天，仿佛总是不见阳光，日本人找
来时，下着淅沥的小雨，那人自比刘备，要三
顾茅庐来请胡长宁。 呵，玩中国的文字，他又
如何比得上国学老师？ 他非刘备， 胡长宁也
不是诸葛亮， 他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只是在
那样的时局下， 不服从，就
只有死。

也是一个雨天，胡长宁
穿着体面的长衫， 打着伞，
从容赴死———即便是死，也
要死得体体面面！

遥想还是孩童的时候，
课本上学到爱国诗人艾青
的《我爱这土地》，我总是羞
于读此诗， 觉得它太热烈，
太矫情。 如今回想，只是当
年不曾理解那样烈如火，浓
如歌的情感。

生于和平年代，我们很

难理解战争的残酷， 可是历史不容遗忘！ 要
正视历史，才能放眼未来。 我们必须要有根，
民族的根！ 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剧看哭得一塌糊涂，
毫无形象。 一个好的故事， 能将演员带进故
事里，而好的演员，能演出故事的灵魂，《战长
沙》的每一个演员都演绎得很到位。

翰墨 香飘

群龙荡海
百虎争峰

———王善立魏碑书法印象

荧屏 点看 为爱而战
———写在《战长沙》大结局之际

影视 记札

由湖南卫视推出的明星姐弟自助远行“真
人秀”《花儿与少年》， 凭借全新的真人秀节目
模式、混搭的年代个性明星组合、一切未知的
囧途穷游等新鲜看点，成为时下街头巷尾津津
乐道的谈资。

笔者一路追逐观看，收获欢乐之余，由衷
地感受到： 这档节目之所以又引起收视狂潮，
在于其将“真实”二字不折不扣地贯穿节目当
中。

《花儿与少年》中，七位嘉宾年龄悬殊、性
格迥异，旅行途中状况百出、坎坎坷坷，其中有
埋怨也有团结，有委屈也有相互取暖的故事情
节。 这是任何一段旅行都可能出现的状况，不
足为奇。但至为难得的是，节目对途中的矛盾
摩擦、个人的性格弱点毫不遮掩。节目组或许
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让观众如有置
身于这场亲情与友情、 沟通与成长的争议之
旅， 也是为了向观众传递真实的生活价值观：
豁达地面对琐事，耐心地服务他人，才能在团
队中找寻到内心的快乐源泉。

这一点，从导游“张翰”的旅行遭遇上可以
得到印证。从第一集中他不征求别人意见自行
租车，到后来买水果、买早餐充分考虑个体不
同需求； 从刚开始时面对旅行行程的束手无
策，到后来想方设法为团队成员排忧解难……
从张翰身上，观众可以看到专属于少年的稚嫩
与意气，同时也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确实
在担当，在成长。

这就是《花儿与少年》要呈现给观众的：人
与人之间由于身份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交流
藩篱是可以被打破的；勤勉的生活态度和高尚
的道德品行最终会得到众人的赞许，社会的认
可。而作为观众，我们既能够跳出窥探明星隐
私的低层次需求，体验嘉宾们在自由行动和选
择中所体现出来的与我们相似的个性、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同时又能够探寻对人际关系、情
感交流、挫折教育、社会责任的思考与认知。

“真人秀”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就在于此。
于普通人所能感知到的真实情境中，源源不断
地生产“正能量”。若失去对当下生活真实的折
射、对社会深层情绪和普遍心理的契合，这档
节目就不可能接地气、有人气。

总之，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多向度炽热
化竞争的当下，《花儿与少年》受欢迎的因素可
能很多，但其中最核心的，应该是其真实的情
感诉求，向善向上的精神取向。

欧阳金雨 “一见钟情”在人的情感生活中是一种
可遇不可求的境界，有此遭际，往往是要发
生故事的。

或许是4月的春雨已经把内心浸淫得
很温湿，笔者前不久亲历“一见钟情”之遇：
在湖南观贞拍卖网当期拍品画册上， 一眼
看中了封面作品、 湖南著名国画家王金星
先生的《万紫千红》山水立轴。 仅仅看了小
小16开的印刷封面，就感到笔墨不俗，等到
直奔展厅饱览原作之妙， 便有了必须拿下
此等“美色”的冲动。而事实上，我达到了目
的。

以我之见，王金星这幅《万紫千红》当
是时下湖南画坛最好的山水画之一。 且不
从技术的角度在这里聒噪专业评论， 仅仅
作为一个普通观者谈谈我一眼看到了什
么———

满幅的欣喜， 倾诉了画家温馨的内心
世界。这是一个充斥了“大爱”的世界。此
前，我不了解王金星是哪里人，查阅资料方
知他是湖南隆回人。 他画的这是隆回的山
里吗？ 是家乡老屋前的远山和山下的某个
水库？不论是哪里，画家心底对那山、那水、
那寓意新春生机的桃红真是爱到了极致。
仔细观赏树枝的墨线、 点染全幅上下的红
叶，远山的皴点，以及聊聊数笔排刷出来的
水中倒影，其潇洒飞动，皆一蹴而就，甚少
思索的停留。 如果不是对这片自然山水拥
有长久的真情， 那笔墨是不会带着如此灵
性的。 中国画家以满幅大红大绿来表达喜
气洋洋的气氛是经常的事， 但鲜见王金星
这般毫不刻意的喜悦， 红满眼前又无一点
俗气。王金星是真爱这个时代。你看他在山
脚下那小小房顶上加上的卫星天线， 就知
道他是要告诉我们， 这喜气洋洋的笔调描
绘的是当今的时代，现实的家园。

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 强调大写意的
表达，惜墨如金，虚比实多。而要用大写意
的笔墨在山水画中体现明显的前后透视效
果是不容易的。透视是西洋画的基础。传统
中国画多以上下构图来表达远近之别，给
出的空间概念多不免缺乏真正的立体感。
而王金星的这幅《万紫千红》，竟然有一眼
可见极为明确的前后纵深。 画家将中心视
角选择从前景左右两片鲜红树木中间穿
过，又以流水从远山之下蜿蜒而至近前，从
而进一步标明方向感， 再用树枝和红色树
冠的线条清晰度、 颜色轻重度的不同来加
强， 立即达到了这种一般山水画甚难达到
的深度立体效果。与此同时，整个笔墨仍不
脱离大写意范畴， 无一实写， 确实令人叫
绝。

艺术家追求个性和创新， 多有各自的

风格，这当是繁荣之象。但相较于“悠
然见南山” 的消极避世的清高， 以及
“一任群芳妒”的孤芳自赏，大量的佳
作亦不免小众。 继承传统不等于龟缩
于过去， 价值取向在艺术作品里仍然
是重要的感染力的要素。 王金星这幅

红透漫天的《万紫千红》确实传递了对生
活和大自然挚爱的正能量。

《万紫千红》在这个春意飞扬的季节
出现，不管有意无意，都令我有新生的欢
喜。而且，有一种欢喜，原来是可以拼抢
得来的。

惟楚 才有 抢来的欢喜

《万紫千红》 王金星

练之溪

李国斌

小众

《战长沙》 剧照

“真人秀”的
生命力

《花儿与少年》 宣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