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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鳌

书法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依托在几近式
微的情况下， 近年来重新开始回归与肇兴，
我辈学书者无不欣欣然、 戚戚焉。 与书法
结缘忽忽已40载矣， 惜多体不擅， 顶多只
能算一个书法爱好者罢了。 但在学书的过
程中， 思考书法， 思考传统文化， 以为学
书之快感在于品味人生， 书者当有情怀，
书家当有气度。

书者当有坚如磐石的赤子情怀。 在20
世纪下半叶的50年间， 毛泽东的书法体现
着世纪奇峰的孤绝特征， 冠于一时， 无人
比肩。 可他始终是以革命济世为己任， 又
何曾斤斤于名列于书家之林？ 颜真卿一代
书宗， 其 《祭侄文稿》 被称为天下第二行
书， 行气牝牡相接， 笔势连绵， 一任感情
的倾泻， 而不复其书体是真、 是行、 是草，
抑或是否流传后世， 因而达到了至高无上
的艺术境界。 颜氏一门， 满门忠烈， 唐代
安禄山叛乱， 颜真卿奉命平叛， 后被敌军
活活烧死， 一代巨匠， 就此殒灭。 较之他
的书法成就， 他的忠义之气亦气贯长虹，
穿越千年。 对于人生而言， 书法乃小技也，

无可炫耀之处。 一个书者， 首先应该保持
对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 民族信仰的敬畏
和认同， 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人， 是一个光
明磊落的人， 是一个有气节有人格魅力的
人。 书者自有书者的责任， 书者应有书者
的担当。

书者当有悲天悯人的豁达情怀。 明代
大哲王阳明云： “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
难。” 一个合格的书者， 要做到见利不动，
遇功不揽， 逢名不争， 而是把书写和书法
当作生命的一种常态， 能博得百姓的赞美，
能得到市井的欣赏， 能为教化拾遗补缺，
则功莫大焉。 豁达的情怀， 是生命的计重
器， 是灵魂的刻度尺， 盛世的大时代呼唤
书者的大气魄， 文艺的大繁荣期待书者的
大情怀。

书者当有文人情怀。《兰亭序》 除了书
法上的卓越成就， 文章亦是千古名篇。 黄
庭坚 《山谷题跋》 赞誉苏轼书法：“至于笔
圆而韵胜， 挟以文章妙天下， 忠义贯日月
之气， 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毛泽东终
其一生，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学习和思考，
著名学者胡适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是共产
党内第一白话文高手。 纵观晋韵、 唐风、
宋意， 历代书法大家无一例外首先是文章
大家， 心中罗锦绣， 笔底挟风雷。 现在有
一些书者， 确实把字写得很美， 推崇技法
至上， 内容是照抄上去的， 字里行间缺失
文人之书卷气， 说到底只能算是一个“书
奴” 或者“书匠” 了。 书法呼唤书写的传
统精神， 斯文不绝， 书法就永在。

鲁迅先生说：“书法不是诗， 却有诗的
韵味， 不是画， 却有画的美感， 不是舞蹈，
却有舞蹈的节奏。” 书法作为全人类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星汉灿烂， 代有传
人。 正是因为历代书家能够高举文化的大
旗， 常葆高尚的情怀， 才得以流传不绝。
今天， 我们已进入一个硬笔与电脑的时代，
书法的复兴和坚守， 是我们这一代书者应
尽的责任。

黑王辉

2016年， 从年初到岁末， 从电视到网
络， 一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悄然流
行。 有关青铜器、 陶瓷、 木器、 漆器、 织
绣、 书画等古代文物修复的内容让观众惊叹
于文物修复之繁细、 修复文物之精妙以及大
师们的匠人精神， 因此受到观众的一致好
评， 这便是 《我在故宫修文物》。 而今， 同
名电影作为贺岁片与观众见面， 又引发一股
观影热潮。

电影版 《我在故宫修文物》 是对同名纪
录片的重新剪辑和构思。 不但增加了大量在
电视纪录片中未曾出现的画面， 并且以时间
为主轴， 增加了影片的故事性。 影片不是电
视纪录片的重复， 有着自己的精彩， 尤其是
新增的师带徒等内容更丰富了影片的情感内
涵。

可以说， 《我在故宫修文物》 是通过网
络流行开来的。 修复文物这种“繁琐而枯
燥” 的劳作方式， 竟能引起年轻观众的极大
兴趣， 这大概是“主创们” 始料未及的。 事
实上， 我国的年轻人在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保护、 传承和发展方面， 从来未曾缺席。 只
是， 由于缺少相应的媒介， 使得年轻人对这
方面的关注有所缺失。 而今， 以 《我在故宫
修文物》 为切入点， 传统文化和工艺将更加
深入人心。 年轻观众表现出的对文物修复的
兴趣以及对文物修复大师们的敬仰， 也让我
们看到， 不单单是娱乐明星能够流行一时，
那些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 为文化传承殚精
竭虑的人们， 照样会被铭记， 并受到追捧。

在电影大家族里， 纪录片一直是颇为小
众的类型片， 能够在院线上映， 既赢得观众

口碑又获得不错票房成绩的
纪录片更是少之又少。 在今年
之前， 我国纪录片的票房冠军还
是1998年的 《周恩来外交风云》，
有5000多万的票房。 不过， 在今年
就被由陆川执导的 《我们诞生在中国》
打破， 它的最终票房6600万。 虽然比起
动辄几亿、 十几亿的商业巨制和好莱坞
猛片， 这样的票房成绩不值一提， 但对于
纪录片而言， 已经是一大进步， 说明纪录
片已经受到更多关注， 并为更多观众所喜
欢。

事实上， 今年的纪录片可以用精彩纷
呈来形容。 年初的 《舌尖上的中国》， 让我
们隔着屏幕就能嗅到浓浓的美食香味； 8月
的 《我们诞生在中国》 通过大熊猫、 雪豹
和金丝猴等三个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家庭，
让我们找到来自动物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9月， 来自法国的纪录片 《地球四季》 则
让我们看到美丽的地球四季变迁 。 与
《我在故宫修文物》 同日上映的， 还有
一部叫 《生门》 的纪录片， 它通过4位
遭受极端情况的产妇的产房经历， 讲
述有关生命的生生不息与绵绵不绝。
这五部纪录片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
示世界的美丽， 人间的美好， 使得
我们不仅更加热爱这个世界， 还更
加热爱生活， 从而坚定奔向美好
未来的决心和信心。 比之商业大
制作， 这些纪录片更有着独特
的魅力和别样的精彩。

电脑与书法
李付飞

电脑的普遍使用， 有人担心书法艺术将从此衰
微， 又一件国粹将沉没在现代化的网络海洋之中。 其

实， 这仍然是对现代技术的一种误读。
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 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

式。 电脑的出现， 只是改变了书写的形式， 而没有改变
文字本身， 就像笔的出现， 改变了刀刻的书写方式， 而活
字印刷改变了手抄的书写方式一样。

人们使用文字， 就其基本要求而言， 是要便于书写并让
人看懂。 我做了多年编辑， 处理过无数稿件， 最头痛的是那
些龙飞凤舞让人无法辨认的文字， 只要能看得清， 字写得好
坏倒是无关紧要的。 我也写了多年文章， 字的好坏从来不系
于怀， 最头痛的是写过以后要改， 改过以后要誊清， 誊清以
后要复印留底 （在没有复印机的时候还要复写或再抄）。 这
些头痛的事， 电脑一出， 解决大半。 我想， 中国文字书写变
迁史， 也就是逐渐解决这两个令人头痛问题的历史。 从刻简
到书帛， 到书纸， 到雕版， 到活字， 这是书写工具的变迁；
从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草书到楷书、 行书， 这是字体的变
迁。 两种变迁都是循着一个方向， 就是既要便捷又要好认。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想， 还会有更加便捷的书写方式
出现吧。

至于书法艺术， 虽然也以文字为载体， 却是艺术的
一个门类， 是美的表达。 这种书写的美， 从来只有少数
人可臻佳境。 古往今来， 写字的人无数， 而书法家寥
寥。 电脑解决的是一般人的实用书写方式， 而不是书
法家的书写艺术， 正像电脑可以解决实用图案的设
计， 但决不能也决不会取代绘画艺术一样。 因为艺
术不可能规格化， 规格化的东西不可能成为艺
术， 而电脑 （至少是今天的电脑） 只能制作规
格化的东西。

我不以为电脑的发展会使所有的人都懒
于书写， 也不担心书法艺术今后的生存空间
会变得狭小。 作为实用的书写， 人们依赖
于电脑， 而作为艺术的书写， 人们仍旧
要求助于练习与领悟。 我们需要做的是

培养人们懂得欣赏书写艺术。 有欣
赏书法艺术的群体在， 书法艺术就
不会灭亡。 因为从欣赏到追求， 不过
是一步之遥。 我们无须惊惶。

如果今天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原因多半是因为浮躁时势或过度的
物质化， 带来人们艺术趣味的丧
失， 而艺术家也因为物质欲望的追
求， 缺少了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精
神。 这是艺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独书法艺术为然。

网络里的
琴棋书画
雁丘

文化的诱人之处，在于多变和不拘一格。
挥毫落纸，锦绣河山藏于笔下；几点水墨，一笺

素纸难载山川云霞。
泠泠琴声，惹得琴底松风吟哦古今；一缕茶

香，氤氲缭绕，满室禅意茶花。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历史的长河里，古人

可谓把身边事的文化意蕴发挥到了极致。 一支
笔、一把琴，甚至一杯茶，融入创作者的灵魂之
后，便成了一种文化。

寻常人都会的横竖撇捺，被欧阳询练出了
“欧体”的欹侧险峻、严谨工整；随处可见的一
朵莲花，成就了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篇
章；身边最不起眼的花鸟鱼虾，到了齐白石的
笔下，成了笔酣墨饱的国画佳作……

正如有人说：“诗家之集， 篇什间固不乏无
聊应酬之作，然则大部以真性情观人生，拾撷生
活真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者，每每使人喜悦”。
深以为然。

所谓文化者， 必当源出于个体生命的深层躁
动，拾撷生活真趣，并长久酝酿，终至成形。 好的音
乐，不分人种，不分国界，不分语言，就能让每一个
听见的人忘形陶情。 这种“拾撷生活真趣”的文化，感
染力也像好的音乐一般，“每每使人喜悦”。

然而在那个“车马很慢”的时代，人们即便醉心于
某种文化，也只能囿于“此情此景”的束缚。 不论曲苑杂
坛，还是琴棋书画，都需亲赴那个场景，否则错过了，便失
去了一次感受的机会。

随着“电气时代”的到来，光影如魔术般将各式各样的
场景定格在胶片之上，对于某一种文化的感悟，条件便大大放
宽了。 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更加多变的繁荣时代。

时间的脚步走到今天，文化的繁盛程度已无需多言。网络，
早已将文化的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处。 而作为新出现的一员，网
络里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同样需要有人拾撷、酝酿，终至形成一
种文化。

每一位网民，就是活跃在网络上的一点星光，就是一道生活的真
趣，拾撷、汇总这些星光，就捕获了这些根植于生活的文化，照亮了这一
片文化的沃土。 这， 就是文化潇湘连续四年举办网络文化节的良苦用
心。

时至最近举办的第五届网络文化节，以“天朗气清新家园”为主题的
系列活动就陆续成为热点，展时代之光、扬湖湘之美、继传承之道、开公益
之花、踏青春之旅，这场全省盛事至今走过四年，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覆盖
范围越来越广。

一届网络文化节，传承着“拾撷生
活真趣”的文化传统，并利用着自身优
势，把古老的文化以全新的视角呈现在
网民面前。

文化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这
个网络时代里，我们庆幸还有一个文化
节，时刻惦念着网络里的“琴棋诗画，诗
酒花茶”。

周黎明

对张艺谋新片《长城》的反响，
酷似一个多月前美国总统大选引
发的轩然大波。 与其说是评论，不
如说是站队。 选举结果出来后，我
的朋友圈出现了“如果你支持川
普，就把我拉黑吧”那样的帖子。 这
回，标题换成“如果你喜欢《长城》，
请自动拉黑我”。 选举前后，美国主
流媒体排山倒海骂川普；《长城》公
映后，有话语权的人基本上属于吐
槽派。

如果你只看美国的报刊和电
视，你无论如何无法想象川普会当
选； 如果你只阅读成文的评论，恐
怕也难以理解为什么《长城》的票
房能一举炒热这个死灰的贺岁档。

我并不觉得《长城》是烂片，作
为娱乐片完全值得一看。 但我也不
认为它是传播文化的理想载体。

在我看来，说《长城》不如张艺
谋上世纪的旧作，就如同说苹果吃
起来不像梨子。 本来就不应该用同
一个标准来评判。 我们也不应该拿
它跟《千里走单骑》和《归来》去比
较。 具有可比性的，是《英雄》《满城
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这三部。 前
两部所引发的争议， 主要停留在思
想内涵这个层面， 即有些评论人认
为影片的主题是反动的， 潜藏着为
独裁辩护的因子。 我觉得在张艺谋
的作品里，最接近《长城》的是《十面
埋伏》，都是纯粹的娱乐片。 两者的
区别是，《十面埋伏》主要玩剧情，辅
之以舞蹈、竹林、雪地等视觉奇观；

而《长城》则主要炫耀奇观，剧情则
削减到最低的功能性地位。

《长城》是纯粹的商业片娱乐
片，定位非常清晰，绝对不会犯《黄
金甲》《金陵十三钗》的毛病。 因此，
我们在评判时， 也应该找准定位，
骂人也该骂到点上。 准确说应该是
骂作品，专业的评论不应该是骂人
的。

《长城》的特效是够水准的，但
跟现有的影片相比它没有质的飞
跃。（同一画面出现30万只怪兽，这
种量的飞越是毫无意义的。 ）关键
是饕餮的形象本身，并没有跳出哥
斯拉、恐龙的框架，你给它再多《山
海经》的文化背景都是白搭，原本
就是一个神话动物，比拼的是电影
创作者的想象力。

再来说故事。 我看到的多数评
论，说《长城》剧情单薄。 这的确是
不足之处，但影片若在国际市场上
成功，这也会是它的功劳之一。 对
于不熟悉中国故事的老外来说，一
个复杂的故事会让他们晕头转向。
吴宇森的《赤壁》把三国简化成那
样，老外还是看得云里雾里。 你如
果觉得只有最高级的文化才能走
出去，那你让老外去读
《红楼梦》，试试有几个
能读完第一章。

在中国大卖的外
国片，多半都是故事很
简单的，其中不少还上
了他们本国的年度烂
片榜。 2015年乔治·米
勒的《疯狂的麦克斯》，

故事比《长城》还单薄，但照样好评
如潮， 靠的是视觉上的调调。《长
城》则依靠导演最擅长的“团体操”
美学。 作用于感官的奇观场面，一
向是观众喜欢大片的重要原因。
《长城》严格按照商业片的剧作法，
三幕结构， 卖点是三场打怪戏，一
场比一场递进。 故事只是这些打怪
场景的晾衣绳而已。 我判断这类影
片的故事，是看放映的时候能否找
到逻辑破绽。 回家细想，漏洞比乞
丐衣服上的洞还多，几乎没有一部
经得起琢磨。 但只要漏洞别大到被
我现场捉住，我就认为是合格的。

我觉得《长城》要比好莱坞的
《哥斯拉》强得多，怪兽的队形组合
远比路人尖叫奔跑更有看头。 而且
故事和人物也远超《哥斯拉》，《长
城》至少是及格的，而《哥斯拉》是
不及格的。 我觉得《长城》的总体成
绩跟2005年的《世界之战》大致相
当，节奏非常紧凑，也不让你立马
找出破绽，但看完就忘了，不会留
下新版《金刚》那样的感慨和回味。

《长城》吐槽的重点之一是，看
那些“大腕”有多少镜头，数一数某
些“明星”有几行台词。 如果把这些
明星换成群众演员，这类吐槽就消
失了。 但影片的卖相也会受到损
害。 大家看到《长城》的阵容，误以
为是一部群戏，其实不是，它有两
个主演，四五个配角，其他的连配
角都算不上。

墨润潇湘

艺苑杂谈

艺苑风景

荧屏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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