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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李松晨是用他的书画艺术作品，努力践行总书记这一
要求的。

我和李松晨同志是老同事、老朋友了。当年是中共河南
省委办公厅推心置腹的伙伴，如今是全国政协专委会建言献
策的搭档。真可谓缘分匪浅、殊途同归。

今年初夏，松晨同志回乡书画展在其家乡濮阳范县举办，
展出的书画作品都是他近年创作的优秀之作，令众多观赏者
目不暇接、驻足流连。这些书法绘画犹如松风晨曦，与松晨的
名字高度契合，既有松树的风格，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始终
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又似清晨的阳光，喷薄四射、霞光满
天，温文尔雅、气象万千。其书画作品在全国政协、中直机关、
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举办的活动中多次获奖，是名实相符、当
之无愧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松晨书画佳作频出，得益于他勤奋好
学、笔耕不辍。松晨自幼就酷爱书画，五岁练习书法，中学即
获书法奖。15岁那年，著名书画家、河南大学教授叶桐轩先
生在焦作市办画展，他抓住这一难得的近距离接触名家的机
会，抢当展览的志愿者，全程跟在叶先生身后勤快地摊纸研
墨，仔细揣摩。多年来，在他所在的学校、工厂、机关，他都是
墙报、板报的主编，书写、插图不计其数。他自学绘画的第一
部教材，是高一时偶然得到的《芥子园画传》（又称《芥子园画
谱》）。他如获至宝，几乎把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跟“芥子园”
学画了。花鸟从梅兰竹菊入门，山水自树木石头起步。勤学
苦练一两年后，不仅学业仍旧拔尖，而且书画比赛也捧得一等
奖，他创作的山水中堂、花鸟四扇屏居然成了赠人的抢手货。
长期以来，他师承前贤、博采众长。楷书，他启蒙学柳公权，中
年学颜真卿，近年又练欧阳询体；行书，他早年学二王，近年临
米芾；隶书，他最早学《曹全碑》，继则学《乙瑛碑》《张迁碑》，前
不久又练《礼器碑》；篆书，他学过甲骨文、金文，近来主要练小
篆。他还受到国学大师任继愈、书法大师谢冰岩指导，学业和
书法均有长足进步。毛体书法堪称松晨书画作品中的一绝，
在这方面他用心用力最勤。毛体书法寓柔于刚、寓方于圆，藏
正于斜、藏静于动，既对立又和谐、既丰富又鲜明，字里行间充
满雄才大略，或似闲庭信步，或似山雨欲来，或似指点江山，或
似千里决胜，这是伟人豪迈情怀和波澜壮阔的人生折射。学
习毛体书法的难度可想而知，殊不知他一练就是几十年。人
们看到，担任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那些年，每天清
晨，他都手提水桶，肩扛巨笔，在北京青年湖的砖石上苦练榜
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俨然成为公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
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作品，都挥洒
得酣畅淋漓、形神兼具。书体形态大气磅礴、潇洒恣肆而又不
失法度。欧阳中石先生看后连声称赞“很像，很像”。如果说，
在求学、工作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倾情于书
画，还只是忙中偷闲的“票友”的话；那么，退休之后的这几年，
则是他全身心投入书画创作“术业有专攻”的阶段，以至于达
到废寝忘食、物我两忘的境界。

腹有诗书气自华。松晨书画佳作频出，还得益于他阅历
丰富，学养深厚。论书法，真、草、隶、篆，诸体皆备；论绘画，花
鸟、山水、人物，极富个性。他之所以能成就斐然、终成大器，
与他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分不
开的。松晨出生于郑板桥任过多年县令的范县，干过农活，在
工厂做过工；又是恢复高考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首批硕士
学位获得者，先后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书记处办公室、
中国工人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供职，做的是研究、文秘、社
长、总编工作；2004年进全国政协，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
文史出版社社长兼《纵横》杂志社社长、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大会文件起草组、大会发言组、大会简报
组负责人。松晨是工作狂，也是读书狂。他坚信：“退笔如山
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不仅夜以继日地博览群书、博闻
强记，而且高产优质、著作等身。创作人物传记《王震的青少
年时代》，纪实文学《我看到的美国》《女儿在纽约》《儿子在哈
佛》《雪域燃情》《访日拾趣》等著作 500 余万字；编辑图书
1800余万字，其中《当代中国》丛书208册获第四届国家图书
奖最高奖，《当代中国》丛书150卷电子版获首届国家电子图
书奖最高奖，《中西500年比较》获中国优秀图书二等奖。对
于跟书画有关的图书编辑，松晨更加上心，为此倾注了大量的
心血。打开各大网站，在“李松晨书画”条目中赫然显示：主编
《历代名家楷书字帖》（10册）、《历代名家行书字帖》（10册）、
《历代名家草书字帖》（10册）、《中国古代碑帖精选》（10卷）、
《中国书法大观》（32卷）、《传世名家书法》（32卷）、《中国历代
名家书法荟萃》（48卷）等等。

绘画方面，古代的不说，近现代他读破的书既有钱松喦的
《砚边点滴》、谢稚柳的《水墨画》、沈叔羊的《论中国画》等，又
有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等
名家的书籍和画册。他不知疲倦地从古今名家大师那里寻寻
觅觅、吮吸乳汁。松晨画松，作品篇幅大，古拙质朴多，无论画
树干还是枝针，常用特大狼毫，运笔多用中锋。一笔下去，从
浓到淡，从湿到干，时而疾风快马，时而浪静风平。倾心用笔
之间，一幅松树大画就完成了。松晨画过劲松、青松、雨松、雪
松，到底一共画过多少幅松树，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正是凭
着这种对艺术的敬畏和勤奋的精神，在日积月累的创作中作
品渐趋完善。荷花作为中国的十大名花，朵大色艳，清香溢
远，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清廉、圣洁和吉祥的象
征。荷花是松晨的最爱，他在创作的《莲花礼赞》长诗中反复
赞扬“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德。他的
家乡范县近年来多次举办“荷花节”，松晨不止一次前往实地
考察拍照、描摹写生。“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万亩美景，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松晨的《荷花颂》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创作的。他采用大小写意相结合的手法，画出了
荷叶的庄严厚重，荷花的靓丽多姿，层次叠加不乱，墨色浓淡
适宜，又有伫立翠鸟和黑红游鱼点缀，整幅画气势磅礴、意境
清新，给人一种大美的精神享受。这可以说是其荷花代表
作。在其他巨幅荷花作品中，如《满目青莲》《荷塘月色》《红旗
漫卷西风》，都在六尺整宣以上。要知道，画幅越大越难以运
作，但他立意在胸，得心应手，挥手而就。这也体现出他把书
法技艺和山水花鸟描摹做到较好的结合。

丰厚的功底，使得松晨成为中国书协、中国作协、中华诗
词学会、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会、国史学会的成员，成为集书法
家、画家、作家等于一身的当代文化名家。松晨曾赋诗写了一
幅四尺竖轴《白发学童抒怀》用以自勉：“秋山红叶夕阳里，暮
霞映照紫云移。年逾花甲劲犹在，壮怀余志奔古稀。趣多首
数读书乐，直破万卷未足奇。到老方觉知识浅，白发学习更奋
蹄！”

愿年近古稀的松晨同志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有如
松风晨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春风得意马蹄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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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艺评论
工作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伟大实践中，肩负着神圣使命，承
担着历史责任，应该而且可以有所作为、
大有所为。

文艺评论有底气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000 多年
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重要论述深刻
阐明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
与充足底气。

中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源
头和主干地位，宋以前的文学史有一半
是河南书写的，这里面有创作者的功劳，
也有评论家的业绩。这不仅包括历史上
著名的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的大家们创
造的经典，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的
孕育和发展与中原息息相关。中和之
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
谐思维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血脉当中。
诸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宇宙观、

“立象言意”的传统、物趣人情浑然为一
的艺术境界等，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光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人的审

美意识和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依然
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古典文艺理论对艺术创作与批
评的诸多规律性和原理性问题，都有十分
深入的研究，如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
创作中情和理、形和神、虚和实、言和意、
体和性的辩证关系等，这些现代文艺的基
础理论，在中原都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

坚守传统不是故步自封。有文化自
信，也要有文化自省。要对传统进行现
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厚底蕴使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理
论时也充满自信。许多现代西方哲学理
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都是我们应该借
鉴的，但借鉴不是照搬，而是要立足于我
们的实践，高扬主体意识，经过消化、吸
收，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河南文艺创作的
探求与拓进，文艺事业的蓬勃与繁荣，和文
艺批评的鸣锣开道与热情鼓呼密切相关。
经过多年的培养和积淀，我省拥有一批在全
国享有盛誉的文艺评论家，如任访秋、龚依
群、孙广举、刘思谦、鲁枢元、陈继会、耿占春、
王鸿生、何向阳、何弘等老中青三代，成为建
构文艺评论“中原学派”的人才支撑。在书
法美术方面，出现了周俊杰、西中文等艺术
理论大家。在戏剧、影视、民间文化等诸多
领域，河南的评论力量在全国也都占有一席
之地。从文艺评论的历史渊源和人才涌现
方面，我们应该拥有充足的文化自信。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是繁荣文艺的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评论家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往往能影响文风和社会风气，
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事实证明，没
有文艺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文艺的
多彩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
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
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
量。”习总书记的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揭示
了文艺繁荣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新时期文
艺理论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
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根本遵循，也给我
们坚定文化自信增添了力量源泉。

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要有担当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确实存在
着逐渐弱化的趋势，出现了功利化、学
究化、小众化、边缘化倾向，使得客观公
正、说服力强、通俗易懂的文艺评论日
益成为稀缺品。

针对这种状况，文艺评论工作者需
要强化忧患意识，敢于针砭时弊，增强文
艺评论的正能量和影响力。

随着微博、微信、自媒体的兴起，评
论功能的开放，人人都成了记者和评论
者。网络评论门槛宽松，反馈及时，短小
精悍，传播即时，常常体现出自由、率性、
风趣、活泼、尖锐的风格，但由于缺乏传
统媒体的“守门人”，导致随性有余而理
性不足，客观理性的意见容易受到忽视
甚至蔑视，虚假信息泛滥，情绪化、扣帽
子现象严重，只有争鸣、不见共鸣，一些
貌似有独立面孔实际却充满极端化言辞
的“酷评”成为一种流行病。在这个时
候，需要我们评论家站出来，积极进行新
媒体评论，用深入浅出、言之有物、不失
理性和深度的评论，构建作品阅读、欣赏
与批评的良性互动。

媒体格局的调整和舆论生态的变
化，也给我们评论工作者带来了机遇。
新媒体的普及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的文

艺现象。比如相声，传统相声和“新相
声”在网络上的交锋值得我们去思考，立
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传统相声和跟随时
代脚步的新相声如何相互促进发展？比
如书法，当下网络评论中有一种倾向，只
要不是楷书作品，大凡都要被扣上“丑
书”的帽子。那么什么是书法？什么是
好书法？这都需要通过有理有力的评论
去做普及引导。

当代文艺评论如何立足于中华文化
根基，这是个大课题。当代文艺评论在
全媒体时代如何创新发展，也是个大课
题。当代文艺评论家要从传统中萃取精
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
时代对我们的新要求，也是我们的新责
任、新动力。我们要始终牢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灵
魂，也是文艺评论的灵魂，当代文艺评论
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的中国标准。

历史早已证明，真正的文艺乃至文
化大繁荣大发展，必须依靠创作与理论
的共同生发，任何一方面的不足都是缺
憾。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时期是这样，
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看，也是这
样。在文艺评论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
保持明辨方向的能力，坚守宝贵的“独
立”品格，坚持“说真话”的操守和定力。
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
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文艺评论家
的称号。3

□尚新娇

上世纪90年代买过一本《傅雷家书》，九块六
毛钱，简装本，朴素的白底封面上斜印着一管鹅
毛。傅雷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特质面貌，在轻松
恳挚的艺术话谈中一一呈现出来。在潜移默化
中，他为在国外研修钢琴的儿子造就了一颗带有
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心”。从中，我们看到一个
既苦心孤诣又柔情似水的父亲形象。

今年暑假前到单位图书馆，在一排书架中挑
选了傅雷、张大千的艺术随笔。巧合的是，把两位
的书放到一起读，发现一桩艺术史上“王牌怼王
牌”的批评。傅雷先生对张大千的批评如此尖锐、
冷峻、犀利，令我感到意外。

对于张大千，傅雷这样批评道，“画作的审美
属性解体，艺术作品变成了社会观念的附庸”“鄙
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
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相反，傅雷对黄
宾虹却是评价甚高，“先生以数十年寝馈唐宋之
功，发为尚气写意之作，故刚健婀娜，纯全内美，元
气充沛，大块浑成……”

“内美”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一个区
别“外美”的特质。市面上洋洋画作，以此为参照，
大体可分出泾渭来。

据说，那一时期，黄宾虹的一幅山水画，仅几
万元，或十几万元，与张大千500万元的巨额数字
具有天壤之别。拿到现在，一个美术评论家可能
会随和附势，以显者为贵，写一点追捧阐释的文
字，这样既无风险又有好处。但是，傅雷评判艺术
作品的标准不是画作润格的高低，不是市场冷热
的风向，而是真正的审美品格。

反过来读张大千的随笔，他的性情跃然纸
上。他没有太长的文章，也没有高深的理论，给别
人作的序言大多区区几百字，短而精，简而赅。他
的经历颇为传奇，他早年所行走的敦煌，之后所行
走的海外，加上浪漫的感情生活，都使他周身充满
着绘画之外的神秘感。他说作画要“大、亮、
曲”，他的文字也是如此，甚至人生也是如此。

与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偶然有一次交流。那是
2013年10月，为参加在郑州举办的张大千书画作品
展及高峰论坛，张心庆专程飞来郑州。身着红外衣，
头戴红礼帽的她，快言快语，一副乐天派的模样，让人
看不出她有80多岁的高龄。从她身上，似乎可以看
出些许其父张大千的影子。老太太说，物质财富我没
得到什么，但精神财富得到的还蛮多的。爸爸经常对
我们说，不管做什么事，首先要学会做人。

画家张大千，在女儿心里是最好的父亲，在读
者心里是经历传奇的画家。在耿介的评论家傅雷

眼里却是另一番评骘。
傅雷字怒安，据说是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

们为他起名时便以“怒安”为字，这也暗合了他此后
的性情做派。傅雷做学问做得十分严肃投入，他对
事不对人，并不看谁的脸色，是那种不吐不快的人。

傅雷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一些翻译的谬误，
因此得罪了翻译界的人。他也得罪了文学界，在
为才女张爱玲感到惊艳的同时，也指责张爱玲《倾
城之恋》中的人物“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
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好似六朝的骈体，
虽然珠光宝气，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
悲哀”。不仅张爱玲，鲁迅、钱钟书、老舍、茅盾等
都曾被他列入批评名单。

而在美术界，他则直指张大千。傅雷料到自
己文字的爆发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你读了以
上几段可能大吃一惊”，继而不无伤感地说，真有
艺术良心、艺术头脑、艺术感受的人寥若晨星，要
谈也无对象。

读他精辟的评论，我时常会联想起他的家书，
他的柔软热忱，他的博学风骨。他追求士的弘毅
与担当，也愿意负重而行，更追求精神的清洁与人
格的自律。

这就是傅雷。做学问与做人，都怀有一颗虔
诚无比的赤子之心，令我辈仰慕。3

□曹文生

曹胡同是个小村庄，生长在杞县大地的一隅。
往北不远的地方，便是黄河。历史远去了，留

下一个个村庄。
这里的村庄比邻而居。房屋仄仄斜斜，中间

一条街，将曹胡同村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南村的
人，日子过得富裕些。

日子过了多少辈，谁也记不清楚了。只知道从
先祖开始，麦子就是土地的常客。夏天，金黄的麦子
堆、麦秸垛，很是羡人。只是，这些年来麦价太低，人
们便改种大蒜。一地青绿的大蒜，是杞县的名片。

托大蒜的福，乡亲的日子好过多了。村里的
那些矮房，都不见了，全翻盖成明净的二层小楼，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

乡村如今变得阔气了。
只有一些远走他乡的人，丢下了院子，院墙残

破，屋瓦乌黑，成了乡村一种陈旧的遗存，似乎让
明净的楼房铭记着过往的艰辛；陈旧的瓦，映衬着
如今的好日子，让人内心深处的幸福溢出来。

出村不远，是一个绿色种植产业园。里面种
了很多蔬菜。今年我回来，看见一园子的丝瓜，藤
蔓沿木架子伸出围墙。我经受不住诱惑，悄悄去
园内观光，看到一个个绿色的丝瓜，带着满足的微
笑，在空中摇晃。

我想，这么多长短不一的丝瓜，多像过去的编
钟啊！仿佛是寂静无声地，但又那么有力地弹拨
着乡村的宁静与美丽。

有鸟飞过。自这绿色种植产业园建成后，这
里来了很多种类的鸟，喜鹊、斑鸠、野鸽、麻雀、乌
鸦，等等，它们欢快自在，乐不思蜀。看见有野鸡
出现，尾巴很长，疾速跑过，一下就不见了。

有月的夜晚，月光斜照下来，拥抱这满园的
绿，仿佛无边的绿海，此时，我才知晓沉默的魅力。

古人说：月光如银子。这月光通透，像一片银
白的光，落在这静谧的乡村里。我想，这就是新农
村所拥有的纯净度吧。城市的夜太短。霓虹灯延
续太长，缩短了夜的长度，也缩短了夜的趣味。如
果日夜混淆了，这人间便感觉不到天地衍生的妙
处了。我喜欢白天有白天的样子，夜晚有夜晚的
样子。它们有序地推进，不会将日子打乱！

日子好了，人便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安排自己
的生活。这么一个小村庄，居然也有了集市，每逢
农历的“七”，譬如初七、十七、二十七，村子便热闹
了。

天不亮，人便来了。他们熟练地摆好摊，卖衣
服的，一件件挂好；打烧饼的，炉子烧得旺旺的。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诱惑着富足的乡亲们。

谁能想到过去偏僻的小村，如今能成如此模
样，不出村，便将吃喝的东西置买齐了。母亲常
说：如今的日子真好，柴火也不用烧了，一罐天然
气，一打就着，又方便，又干净。

夜晚，村里的妇女便花枝招展地出来了。她
们打开音响，跳起了广场舞。这悠扬的音乐和优
美的舞姿，让她们成为乡村的一道风景。也有一
些悟性不高的大嫂，腰硬，舞也跳得机械，她们自己

也有点不好意思，但那身姿努力飞扬着，像风中的
花朵。

在院子里刚坐下，便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是儿时的玩伴曹鱼，他腋下夹一瓶酒，说找我喝两杯。

我一看他带的居然是精装“宋河”，就打趣说：
“档次不低啊。”他回敬我一句：“这酒只允许你们
城里人喝吗？”我说：“我也是乡下人好不？”我俩相
视一笑。

母亲做了几个菜，我们便坐下来，慢慢地喝着
酒，聊天。他说，这几年日子好了，只要肯下力，就
能挣下钱。你看，今年我在工地干小工，一天挣
300元，一个月和你工资差不多。

新盖起的二层小楼，让他扬眉吐气。乡村就
这样，一所房，成为一个人一生的坐标。

而我的坐标呢？每次离开，都带着乡村的期
望和亲人的祝福；每次归来，都有一地温暖的阳光
和许多崭新的故事等着我。

此刻，阳光透彻，街道干净，我的乡村生机勃
勃。

乡亲们满面春风，新时代的温暖，全洋溢在幸
福的表情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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