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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人书法与文人的书法传统新风向·弘文堂

就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而言，专业书

法和文人书法，应该殊途同归，应该实现某

种程度的融合。”

——何弘

□何弘

书法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形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法，
包括中国画，理应受到特别的重视。但如何使
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展现
出其无与伦比的美学风范和文化内涵，却需要
我们做出深刻的思考，并付诸认真的实践。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钢笔等书写工具的
传入，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减退，终于随着 20
世纪后期电脑的快速普及，书法的实用功能像
盲肠一样成为一种进化后的残留。但与此同
时，摆脱了实用性束缚的书法，在线条运用、空
间布局、墨色变化等方面也因少了羁绊而变得
愈加大胆起来。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及
随后各省市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是书法成为独
立艺术样式的标志性事件。随之而来的就是专
业书法家的出现。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虽然书法名家代不乏人，但这些书家的职业
大多是官员、文人、画家等，即使书法大受追捧
的书家也绝少以书法为职业。

书法是在实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传统

书法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同时，作为一项
必备的技能，传统的文人大都具有深厚的书法
功底，其中一些在书写方面特别突出而在道德、
文章等方面又为人称道者自然就成了书法名
家。过去，基于实用的原因，书法作品除了石刻
墓志匾额等特殊的表现形式外，大都是手札、手
卷，作品大都以案头欣赏和手头把玩为主。这
种情况在明清之际虽有所改变，厅堂悬挂的作
品多了起来，但总体来说，尺幅巨大的作品相对
较少。历史进入现代，书法的实用功能退化，书
写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再密切相关，而是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疏离。特别是书协成立后的这个时
期，书法家成名的渠道主要是各种展览，书法家
创作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展厅效果。由于现在
的展厅空间巨大，为保证作品能产生足够的视
觉冲击力，书法家创作的作品往往尺幅巨大。
同时为保证自己的作品能在众多作品中跳出受
到关注，书法家在墨色、空间布局、外在形式等
各方面想尽了办法。这使现代书法在形式的丰
富和完善等方面较之传统书法进步巨大。应该
承认，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数千年历程中的又一
革命性变化。

现代书法的这种专业化发展道路导致的一
个现象就是，现代专业书法大致等同于展厅书
法，它使中国书法重情尚意、随性有趣、细腻耐
品的传统被渐渐抛弃。书法专业化的另一个影
响是，书法家片面重视作品的表现形式，把书写
技巧和形式出新视作头等大事，不再重视作品
的表现内容和文化内涵。这使很多书法家除了
写“厚德载物”等几个烂俗的词句、诗句外，再也
不知道该写什么。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书法
家在所谓的形式创新方面走火入魔，把书法搞
成了杂耍。因此，现代“专业书法”近来开始受
到一些文人的诟病，在一些注重传统的文人看
来，现代的很多专业书法家，只知道玩弄一些技
巧，因为作品丧失了基本的文化气息、精神内涵
和生命律动，根本不能被称为艺术品，这样的书
法家即使把技巧搞得再熟练，最多也不过是个
写字匠。

与此同时，由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作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华美学精
神受到空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
展开始被不少作家、诗人视为分内之事，他们也
纷纷拿起毛笔，文人书法随即兴起。文人书法

家中，贾平凹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影响力、
市场追捧程度都到了令专业书法家眼热的地
步。对于文人书法的兴起，很多专业书法家有
一种异样的心态。实际上，现在的“文人书法”
早已成为一些所谓的“专业书法家”对不太讲规
矩的文人涂鸦的委婉说法。而与此同时，这些

“文人”也对“专业书家”嗤之以鼻：历史上书法
哪是什么专业？它不过是文人的一个基本技能
而已。一部中国书法史，除却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的这短短30来年，完全是由文人书写的。

坦率而言，在今天的中国书法界，所谓的
“文人书法”，不讲规矩，信手涂鸦者多，其书法
受到专业书法从业者的诟病是完全正常的。我
以为，“文人书法”作为作家、诗人的书法创作，
首先应该体现在对中国书法传统的继承方面，
要在临好帖练好基本功的同时，通过书写内容
与表现形式的统一来表现自己的性情、意趣，它
可以随意、自由，但不能没有规矩。既然称为书
法，没有法度不行，字都写不好还妄谈什么书
法？因此，相对于专业书法来说，我认为文人书
法是更重视传统的书法，这不仅体现在其书写
造型方面要更有传统意味，更能体现书与文的
统一，更能体现中国书法表达性情的艺术本质，
而且就其随性洒脱的一面来说，它也是对魏晋
精神、尚意传统的直接继承。

另一方面，专业书法今天出现的问题，很大
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书法传统的背离造成的。今
天的书法创作固然在形式的创新开拓方面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但它的健康发展，显然需要重新
回到传统中去重拾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美学
要义。因此，就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而言，专业
书法和文人书法，应该殊途同归，应该实现某种
程度的融合。只有这样，书法这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才能得到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国书法才
能永具艺术魅力。3

淇水往事

□郝子奇

金山寺

淇水，没有断桥。那只敲开许家沟
柴门的纤纤素手，应该涉水而来，牵着朴
实的后生，他们一块在金山寺，聆听了诵
经的风暴。

断桥是后来的人修筑的。
历史出现了裂口，爱情如何弥合这

漫长的伤。
金山寺下。淇水干净。
岸边。延绵的竹林，足以安放等待

千年的缠绵。大风吹饱的谷穗，足以喂
养人间的爱情。这时候，只需要男耕女
织，就是幸福。

我来。已找不到宋时的门环，去验
证一场爱情的悲欢。

那时候，风动云低，衣袂飘飘，纤弱
的白素贞，抱定万劫不复的决心，敲开金
山寺的大门，人性的淇水，在她的身后上
涨，汹涌澎湃。

那场传说中的大水，已退却多年。
那些被洗白的岩石，只剩下沧桑的

苔斑。它们的沉默，让一场刻骨的见证，
成为了秘密。

复活的野草上，开着白色的菊花，一
只又一只蚂蚱，在现代阳光下，振动着翅
膀。寺院深深。没有了法海。

没有了白素贞。也没有了许仙。
仿佛，一场大水之后，人妖在爱情的

奔跑中同途，走到了西湖，再没回来。
多少年，一切都在历史中老去。
只有不朽的爱情，在不息的淇水边

站着，如初。

桑园

采桑归来的女子，一定看到了卫懿
公放逐的鹤，收拢了江山的翅膀，在岸
边，等待黄昏。

太行山低下了巍峨，被风吹开的缺
口，正传来战马的嘶鸣。

一页历史，就像淇水拐了一个弯。
曾经的繁华，在河岸尽失。只留下一个
村庄，石砌的小院里，那些啃光了桑叶的
蚕，从千年的茧壳里飞出，成为蝶。

我在千年之后，看到了那些采桑的
女孩。她们在树上蝶一样跳动，叶子上
的绿，成为她们微笑的理由。

此时，贪吃的蚕虫，在小院叶子上，
发出婴儿吮奶般的呓响。

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
飘过来的白云，被淇水打湿，仿佛要

起飞的蝶，在水里打开轻轻的翅膀。
这时候，桑树上，有一些小鸟在等待

青涩的桑葚成熟。
如同，这个小村，几千年来，一直等

待着土地上拔高的秋天。

朝阳寺

我不去想象，千年前的阳光，灿烂在
这座山上的时刻。

孤独的帝王，远望着自己的山河，在
阳光下繁忙。

或者，在最后的冬天等待日出。
那时的日出，已经落了两千多年。
现在，凸显在沧桑中的，仍然是坚硬的

太行山。仍然是太行山上低微的野草。仍
然是高过野草的那些没有名字的野花，它
们的绽放，掩过了辉煌和败落的王朝。

一座寺，悬在太行山，是一段历史的
标点。

之前的故事，已被岁月省略。之后
的历史，正在叙说。

叙说的，是风雨，正在掠过太行山坚
硬的胸膛。叙说的，是流水，正在带走瓦
片上滴落的阳光。叙说的，是变迁，朝歌
已古，更新的繁华，正在掩埋了朝歌的泥
土上展开。叙说的，是飞翔，一只年轻的
鹰，掠过了古老的寺，被太阳点燃的翅

膀，正在扇动更辽阔的天空。
而我，在天空下。
寺内的断碑上，米粒般的佛像，闪烁

着些微而强大的佛光。
我，低下自己。对留下的古老充满

了神秘，而对年轻的飞翔，充满了向往。

鹤鸣湖的树林

空空。荡荡。
最后的阳光，从树枝的空间里侧过

自己的明媚。
除了苍老的鸟巢，还在等待飞远的

翅膀。
一片树林，在冬季，坚挺着自己不肯

下跪的身躯，勇士般，站在岸上，也站在
静静的湖水。

有一些鸟停在树林，并不是鸟巢要
等的孩子，它们是被风吹散的过客，像我
一样，在一个历史的时刻，点缀了树林的
荒凉。

最后一脉光已经到了树梢。
黄昏的暗正快速地在每一棵树上攀爬。
可以确定，树林里的故事，会被黑暗

所覆盖。这个时候，我必须拔出自己，让
最后的光，照在自己返回的路上。

太行在远方。湖水在身边。
远来的野鹤，正把翅膀带进湖水。
树梢上的暗已经落到了地上，把一

些斑驳的事物闭合，就像闭合了几千年
前的辉煌的灯火。

古老的土地上，生长着历史，也埋葬
着历史。

一片树林，在千年的湖边，只是历史
的孩子。

现在，我在这样的历史中走着。
起风了。落叶是我看到的结果。
而我，不会被落叶记得，它们只记得

刚刚走远的风。
风，确实远了。它们放下了落叶中

的树林，也放下了落叶一样的我。3

□南豫见

2006 年初到贾湖，第一印象是
一圈泥巴路、大土坑、乡间茅舍，有一
块立着的招牌，示意这里是“贾湖遗
址”。让人联想到朱帜先生，他于
1961 年在此处的土井和薯窖断壁
上，发现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存。此行
并非因环境凋敝而沮丧，一湾尚显混
浊的湖水、丛簇摇曳的芦苇、间或隐
飞的野鸭，构成一幅旷古素描，给人
强烈的视觉体验，感受背后厚重的历
史文化，自然抵达远古，尊崇油然而
生。那次座谈会上，作家张一弓拍案
而起，痛斥某些官员失职渎职，使“贾
湖城”啤酒商标在美国注册上市，一
瓶 12 美元，供美国高端人士享用。
一弓先生的血性与关切，代表了当时
人们的心声：遗址已经发现46年了，
可发掘进展速度缓慢，几近停滞。贾
湖村民守着宝地，亦守着不变的贫
困。

今年4月，我和40余名作家赴舞
阳“深扎”。扑入视野的贾湖，让我眼
前一亮，昔日一圈泥巴路不见了，大
土坑不见了，乡间茅舍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笔直的东西南北大道；古香
亭舍、曲径栈道连接着一块块汉白玉
标牌，诠释着先祖们生活、居住、狩
猎、聚会、娱乐、殡葬等留下的遗迹，
毗邻的村部被装修成陈列馆，门口悬
挂“舞阳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管委
会”的额牌，让我眼前一亮，随之心
里一热。总算是竖起旗帜了，能有一
个名正言顺的单位，这确实是一个了
不起的飞跃。贾湖远古文化的丰富
内涵，将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随
着遗址被纵深发掘，这里有望成为人
们喜爱的文化旅游热点，想想就让人
觉得欣慰。

媒体一直称我国 5000 年文明
史，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年限，是从公
元前 2070年至今，也就是 4087年。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裴李岗人除了打
猎和捕鱼，开始种植粟和水稻，并饲
养猪、狗、牛、羊等牲畜，还学会了建
造房屋，依水而居。裴李岗文化填补
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
期的一段历史空白。9000年前的贾
湖遗迹横空出世，颠覆了定评的文化
史观。裴李岗遗址具有的文化现象，

“贾湖”“阿岗寺”非但统统具有，还有
九项成为世界文化起源之最：七音阶
骨笛；酿酒；稻作农业；家畜驯养；宗
教卜筮；契刻符号；丝物纺织；鱼类养
殖；陶鼎。这些已被国内外史学界达
成共识的考古成就，奠定了贾湖、阿
岗寺遗址空前的古文化地位，成为人
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9000 年前的贾湖人，吃着自己
种植的稻米，穿着自己纺织的衣物，
品着自己酿造的酒，享用着自己养殖
的鱼，在月光下伴着优美的七阶笛乐
翩翩起舞，这种优雅与品位，与史料
描摹此时期树叶、兽皮遮羞的母系氏
族人群相去甚远。这种高品质生活
是群体性享用，抑或是供少数人享乐
呢？我倾向后者。习惯的形象思维
让我产生自然联想，贾湖人是不是超
越了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时期，进入
了奴隶制社会的早期呢？我的联想
支撑是卜筮更多应用在奴隶部落间
的火并与征讨；宗教更广泛的意义在
于对奴隶群体的统治，这两项都与奴
隶社会的文化形态胶着。管委会的
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发掘出的遗骨中
有身首异处或胸带箭镞，此类严酷的
刑处罕见于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当
司空见惯。一处两居室的房址让我
怦然心动，这是否可以推测为贾湖人
已开始有家庭生活？新发现一处有
三笛、象牙雕板、大量精美绿松石串
饰的墓葬，年仅6岁的主人无疑是部
落首领的儿子。如此森严的等级概
念，再次印证了我的联想与推测。如
果我这些想法被史学家们认可的话，
贾湖遗址生发的奇迹或许会再度震
惊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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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联想

□苏湲

夕阳坠落在勐宋古茶园中，燃烧着人间最辉煌、最艳丽的景
色。由高而低，层次分明的绿色植物和大片大片的白色花朵，覆盖
在烈火般的红土地上，尽显妖娆与魔力。薄暮从山林间腾起，带着
一种奇异的静谧，扑向山脚下的哈尼族山寨。

勐宋为“高山坝子上的部落”之意，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东部，
是普洱茶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山高林密，茶树与各类林木和谐共
生，终年笼罩在云层雾海之中。这里最古老的树龄可达600年之
久。遒劲强势的茶树干上，呈现出岁月的石化斑，并被苔藓、地衣
和石斛等寄生物所缠绕，不禁让人联想到带孔的骨化石和打制石
器来。

我一路走向森林高地，沿一条采茶人踏出的小径。连绵不断
的古茶林复活了几个世纪的记忆，丰富着我的想象力。葱茏茂密
的枝头，嫩绿的叶芽正在默默地生长，充满对未来的信念。我期望
偶遇山神，创造一次浪漫的奇迹，却意外遇到了一位温存的茶仙
子。她一袭白衣，静默如谜，一种纯然的眼神瞬间触摸到我的心
灵。为了与我邂逅，它把花期提前了，就像是一位相知相熟的蓝颜
知己。

我把它含在口中，那蜜香馥郁、沁人心脾的气息，让唇颊留香
久久不散。这香味把我引向了氤氲茗荈、琴韵袅袅的中国茶文化
中。那是一种闲散的生活享受，是一种厚重的文化感悟，是一种神
秘的异域风情。

站在残阳夕照中，我不禁为这无染纤尘、激情宣泄的苍茫暮色
所倾倒。微风送来三月的芬芳，空气中弥漫着大森林的气息——
一种不可取代的泥土和林木的混合气息。置身在空旷地带，俯视
山坳里若隐若现的边境村寨，那颇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群，考量着我
半猜半度的想象力。即使在白天，寨子里也出奇的安静，唯闻鸡鸣
狗叫却不见人迹。

薄暮渐渐漫向寨子里的各个角落，拖着身后疲惫的夜色，从窗
口涌进房屋，将微薄的光亮罩进黑色的纱帐。我们在驻地前燃起
熊熊篝火，火焰的性格比烈酒更勇猛，噼噼啪啪地爆响着，在这茫
茫荒野里，以炽热奔腾的力量把黑暗压进死角，并为自己不受羁
绊、所向披靡的任性而自豪。

我毅然走进黑暗，获得一个独自仰望星河的机会，那里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空间。星光熠熠，宛若带有色泽的宝石，却又不凛冽夺
目。夜是凝滞的，连风都凝结了。银色的星河中泛起稀薄的白雾，
像是一道下落的天幕。幻觉中的茶仙子腾云破雾而来，她的身影
清晰可辨，却伸手触摸不到。在一种比孤独更能让人心境恬淡开
阔的情绪里，我静静地享受着。

时光荏苒，如花似锦的年龄，韶华灿烂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
返。但每一天的时光，都赋予我不菲的回报，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
我的心性与情感，再造了我的思想宝库。那一刻，我想对年轻的朋
友说，请不要抱怨容颜易老，时光易去，岁月叠压起来的是日益丰
富的人生感悟，是一座内心的信仰大厦的落成。

魅影幢幢的树冠中，一点荧光摇曳着滑过，那是一只举着一粒
火种的飞虫。它就是萤火虫，是一种自带光芒的昆虫。它悠游自
如，无声地飞来飞去，照亮了我若隐若现的童年旧时光——那些被
封存的苦涩记忆。我的视线被小小的火种擦亮，带着伤怀之美，带
着一股凡尘之外的气息。

一只又一只萤火虫，远远近近地在游动，体内积蓄着用之不竭
的光明。我对萤火虫的希冀胜过星光，因为星光过于遥远，而萤火
虫却近在咫尺，触手可摸。萤火虫的光亮与迢迢明星相比，虽微不
足道，却能把与它擦身而过的一片叶，一滴水，一朵花给照亮，有一
瞬间成为这片黑色背景中最奢华的光亮。

远远的有一片微光出现在天际，一道青色的幽暗驱散了夜
幕。夜苏醒了，曙光在即。云层间跳跃着鲜明的色彩，每时每刻变
幻无穷。寨子里传来雄鸡的初唱，与林中的百鸟和鸣，仿佛繁星抖
落的声音。这是西双版纳之旅的最后行程，却给我留下难以磨灭
的完美记忆。3

茶树·篝火·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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