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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

年代中叶! 洛阳工业建设伊始!中

央领导李富春"李先念曾来视察!听说他们把解放

洛阳比作#翻天$!把建设洛阳比作#覆地$!并特别

强调说#覆地$要比#翻天$难得多% 这个比喻既形

象又寓意深远& 韶光易逝!转瞬已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古都巨变!沧海桑田& 而今!龙门石窟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的洛阳!已举办过
#$

届牡丹花会的

洛阳! 黄河小浪底部分大坝所在的洛阳! 声名远

播!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当时年方弱冠的我!

有幸参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覆地$之战& 而在这

场亘古未有的'覆地$战斗中!披荆斩棘的先锋中

也有小小的'洛阳铲$&

古谚云('生在苏杭!葬在北邙% $大概古人认

为邙山是块风水宝地! 都愿以此为归宿% 东汉以

来!先后有明帝显节陵)北魏孝文帝长陵等
%&

个

皇帝葬在这里! 后妃亲王公侯百官富人也往这里

挤!弄得'北邙山上少闲土$!竟'无卧牛之地$& 这

些土馒头一样的地下宝库! 像磁石般吸引考古工

作者寤寐求之! 当然也引起掘墓者的兴趣! 于是

'洛阳铲$应运而生&

!!

年前!我初到洛阳!见一种怪模怪样的刨土

家伙(平不平!扁不扁!方不方!圆不圆!还拖着一

条四五米长的'蛇尾$!据说这'怪物$是一种掘墓

的铲子& 于是把它与鬼怪)骷髅联系在一起!自然

'敬鬼神而远之$了&

然而!那时要做到'敬而远之$几乎是不可能

的& 在这块'周公定鼎$)'老子出关$)'孔子问礼$)

'光武建都$)'武后登极$ 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

你不论走到哪里!这'怪物$总是扑入眼帘(许多住

户门前竖着它!商店货架上摆着它!铁匠铺里叮叮

当当打着它!马路上的汽车)驴车)板车拉着它**

儿时读梁鸿+五噫歌,!非常向往九朝帝京的

'宫阙崔巍$!谁知!

&'!!

年到洛阳时!看到的却是

破败的泥屋!倾圮的土窑!秦砖汉瓦的残垣!凤辇兵

车碾过的断桥! 唐三彩碎片的垃圾堆-*隋炀帝

的西苑遍地瓦砾!石崇的金谷园荒草没膝!邵雍的

安乐窝成了鼠兔的乐园**这自然是千百年来

'兵家必争$的后果% 当时!几十万建设大军突然间

云集于此!无处栖身!只好'天作房!地当床$了% 半

年后才住进自己动手搭建的草席盖顶)篱笆作墙的

'安乐窝$%洛阳天气'春雨贵如油!秋雨不断头$!秋

雨连绵时节!窝外大下!窝内小下.窝外不下!窝内

嘀嗒%最难的是'行$%洛阳土质性黏!是制造陶瓷的

良材!故洛阳唐三彩天下闻名% '文化大革命$中有

人拿它当糨糊贴大字报%一下雨!走在'糨糊路$上!

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有首打油诗('此路待人

亲!粘住难离分.向前迈一步!拔断数根筋% $

'覆地$之难!其中之一就难在'地下之战$% 洛

阳古墓之多!全国罕有!而古墓是大兴土木搞建设

的'心腹之患$!如埋在地下的地雷% 土建之前!必

须探明地下!对古墓发掘清理% 在现代战争中!扫

雷早已有探雷器!而今地下核设施都难逃电子眼%

但
!(

多年前!我们'一穷二白$!连最普通的钻探

设备都没有% 建设者由盗墓贼寻找地下古墓受到

启发!终于找到了一种利器!这种铲子尺把长!如

一节毛竹竖切一半!垂直落地压痕似马蹄印!故又

名马蹄铲% 铲子柄为四五米长的竹竿!竹竿末端系

一根更长的绳子% 靠铲子自重冲击打孔!观察铲子

带的土!便对地下情况一目了然%

但在方圆近百里的工业建设区!要探明地下古墓

谈何容易!简直如大海捞针/ 但再难也难不倒古都建

设者!他们决心把所有工地'过过筛子$!办法就是(先

在地面上用白灰标出一米见方的棋盘格!然后用马蹄

铲在每个交点上打孔!孔要打几米)几十米深!孔口大

小如茶杯% 看吧!'过了筛子$的大地!孔洞均匀密布!

状如蜂窝!'印$满棋盘格的地表!十分壮观!地球上恐

怕绝无仅有%在发掘现场!坑壕交错!堆土如山--可

惜当时无条件'航拍$!为古都的天翻地覆留下一幅

'原生态$!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沧海桑田$%

早上七八点钟上工时!你立在马路边看吧!一

支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单车队伍!从老城

向未来的工业区如潮水般奔涌!每辆单车后座上都

夹着饭盒和马蹄铲%当时古都有多少工地0 建筑规

模如何0 瞧瞧这支铺天盖地的大军便略知一二了%

时值三九!天寒地冻!但建设者的热情足以融

雪化冰% 在刚刚收割过玉米)红薯的农田上!钻探大

军安营扎寨% 因工期短暂!任务繁重!即使农历大年

初一!工地上也是人欢马叫% 也许是建设者的激情

感动了上苍!啊!突然#天花乱坠$111正月十五雪

打灯!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们在工地上!用探铲柄高

高挂起了洛阳宫灯!敲锣打鼓!点燃爆竹% 并在探铲

柄上贴'竖联$(翻天巨炮震四海!覆地探铲撼九州%

吃过元宵!冒着鹅毛大雪!又继续拉开战幕(如万箭

齐发的探铲!向着'河图洛书$的河洛大地发起掘进!

穿越冻土层夯土层沙石层!穿越二里头文化层龙山

文化层仰韶文化层!穿越周鼎吴戈越剑秦砖汉瓦唐

陶宋瓷元弓明弩清钱!穿越历史的风雨雷电--

随着探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上下下的动作!

厂房栉比!烟囱林立!高楼拔地!大道延伸!长桥卧

波!立交纵横!'浮法$2玻璃3闪光!#铁牛$2拖拉机3

长鸣!三彩马奋鬃扬蹄!牡丹#天香夜染衣$--

一只新铲长约一尺!用到#退役$!只剩寸把%

每当我凝视那些铲茬茬 ! 不禁怦然心动111它

#喝$了多少建设者的心血与汗水/ #铁杵磨绣针$

只是个比喻!而这尺把长的铁铲!变为寸把长的铲

茬茬!这真正是建设者的血肉之躯磨成的啊/

我曾设想!把那些铲茬茬收集起来!堆成一座

#铲山$!留作纪念%后来又觉纯属蛇足111

&)((

年

前杜甫梦寐以求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

动安山$的千万间广厦!耸立在古都大地上!不就

是最好的纪念丰碑吗0

洛阳铲!古都建设者手里的拓荒铲)建设铲)

创造铲)幸福铲!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啊!洛阳铲/

!&

女儿在武汉读书!她嫌坐大巴慢!从三

门峡到郑州后便与同学一起转乘动车组!

这种#子弹头$车就是神速!

*

个多小时就

到了武汉%女儿到学校后!高兴地给我发来

短信说!现在出行就是方便!南方的同学有

的还坐飞机来学校报到% 女儿的短信令我

放心! 同时也让我回忆起我们行路的昨天

和今天%

旧中国时代!人们出行困难!想出门儿

恨不得生双翅膀飞走! 可事实上还得凭着

两条瘦腿行走%那时候!制约人们出行的一

是路!二是代步工具% 根本没有公路!所谓

的大路便是人们踩平的土石路% 那些路逢

山攀山)逢河沿河)逢沟绕沟!遇到一面是

悬崖一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水潭再也无法绕

道时! 只好凭行路者的运气了! 一不小心

便会掉进深渊%所以人们的行动范围很小!

最多也就是方圆百里%

我的家乡在卢氏县西南的山沟里!旧

时候那儿的木材很多! 是洛阳市面上木材

生意的主要货源% 但那木材只能被人们扎

成木排!放在洛河上顺河漂流到洛阳%而山

里人的所有生活用品! 全靠商人用一副肩

膀一步一步颤悠悠地担运% 一个本家爷爷

就是做担盐和运布生意的小商人!他说!去

一趟洛阳要走个把月! 路上的艰辛自不必

说%这位爷爷过去经常给我念叨一首#洛阳

行$的打油诗!着实让我感到了那时的出行

难111

跋山又涉水!全靠两只脚%

九岭十八坡!三关四洛河!

坡上光又滑!河是石头窝%

有心拐回去!两头一般多!

两眼走得泪呵呵--

新中国成立后! 尽管国民经济并不富

裕! 但党和政府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

生活条件%记得那时候!卢氏县和别的地方

一样!村村都出义务工参加修路大会战%上

世纪
!(

年代!卢氏用两年多时间打通了一

条通往灵宝的出山之路! 之后又修建了到

洛宁)洛阳的二级公路% 到了六七十年代!

人们筑路的热情更加高涨! 往东修通了栾

川公路!往西修通了陕西洛南公路%记得与

陕西洛南省道通车那天! 山里的老百姓们

敲锣打鼓!甚是热闹%还有些老人坐上施工

的小嗄斯车! 让驾驶员拉着他们在铁索关

的公路上来回穿行!他们指着瞧着说着!一

个个张着掉了牙的嘴兴奋极了%

当年!当过公社修路副指挥长的父亲!

在卢洛公路竣工后! 邀请我的本家爷爷坐

车到洛阳走了一趟% 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

回来后异常兴奋!逢人就说!现在了不得!

去趟洛阳一来一回就两天! 想想那时候在

石头窝上走! 担着挑子在没膝深的洛河里

趟水!真是方便多了%

改革开放后!国家由穷变富!民生投资

逐年扩大%交通方面!城与县之间有快速通

道连接!城与城之间有高速公路连接!国家

主要运输干线也提高了通行水平! 改良了

运输环境! 就连想也不敢想的高原屋脊西

藏!也通上了铁路%农村的#村村通$工程惠

及村民!人们想往哪儿去!近处!蹬上摩托

车抬腿就到.远处!县乡公共汽车一小时一

趟!想坐到哪里就能坐到哪里%我的家乡卢

氏!如今在国家和省交通厅的大力扶持下!

改造了
)('

国道!优化了省道!高速公路也

即将穿行而过% 我曾采访过县交通局的领

导! 他们告诉我! 全县每年交通投资都在

+(((

万元
,-(((

万元!往日的#山大沟深!

交通不便$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

出行条件好了!许多人连方便的汽车)

火车也嫌慢了!就选坐飞机%大中型城市之

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买上一张飞机票!几

个小时就可飞抵目的地! 有的一天就可打

一个来回/

前几天到山东出差! 列车上遇到郑州

一家企业的职工! 他利用休假的机会带着

妻子女儿到青岛)大连旅游%这位老兄告诉

我! 他先坐火车到青岛) 烟台和威海玩三

天!再坐轮船从海上到大连玩两天!然后从

大连乘飞机返回郑州% 我开玩笑说(#你这

一次旅游!算是把陆海空都享受了% $他高

兴地说(#可不是嘛/先在地上跑!再由海上

行!最后从空中飞回来% $不由得我们就侃

起了今天的出行条件! 他感慨道(#现在条

件可真是太好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应有

尽有!想往哪儿去!只要心到!人就能到%过

去人们常说4地球村5!现在想想!我们真是

住在4地球村5里呢/ $

行者无疆/ 我脑海里突然就冒出这四

个字%正如大家感慨的一样!现在人们只要

想去哪儿!没有不能到的地方!而且是随心

选择出行方式% 中国人民不但去南极像走

亲戚一样! 连太空也可以行走! 不远的将

来! 遥远的月球上也会有华夏子孙的落脚

点%

如果说!

$(

年前人们还在为出行犯愁

的话!那么
$(

年后的今天!那样的愁已经

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所谓一滴水可以反映

太阳的光芒!单就人们出行的难与易!就可

以雄辩地折射出新中国成立
$(

年来的发

展成就%

!*

沧海桑田!洛阳铲"

第一次见面!我对她有些不恭% 当我知道了她

的身份和她家的经济情况! 地主婆三个字从我嘴

里脱口而出% 她家里有农场!有大面积的土地!养

有成群的牛)羊)鸡!她又是家庭主妇!我叫她地主

婆也算是名副其实!不带什么贬义%

她是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位普通家庭妇女!名

字叫格尤% 格尤在一个小教堂里遇见我们!知道我

们是应邀到美国写作的中国作家! 就决定请我们

吃饭!吃烤鸡%

格尤家的别墅建在一处开阔的草地上! 别墅

对面不远就是蔚蓝色的大海% 成群的白鸥在海面

翻飞! 景色十分壮丽% 我们来到格尤家的别墅门

口! 她家的小狗率先跑了出来% 让我感到惊奇的

是!小狗从未见过我们!却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

朋友一样!对我们这般友好% 它把尾巴举着!像举

着一束鲜花% 它把'鲜花$快速摇着!在向我们表示

热烈欢迎%

外面下着小雨!颇有凉意% 而室内壁炉里面的

木柴在熊熊燃烧! 带有松柏香味的温暖一直暖到

我们心里% 格尤家的厨间如同一个酒吧!是开放式

的%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可以看见格尤在厨

间忙活%

据说格尤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最大的孩子
).

岁!最小的孩子才
.

岁% 我们不知

道格尤的年龄!她至少有
.(

多岁% 美国的妇女肥

胖者居多!一进入中年!体态就有些臃肿% 格尤是

一个例外!她下穿牛仔裤!上穿高领毛衣!头发挽

在头顶!一副很精干的样子% 看得出!格尤是一个

热爱劳动的人!劳动使她容光焕发!也让她身手矫

捷% 格尤的厨艺不错!她烤制的嫩鸡黄朗朗的!外

焦里酥! 的确很好吃% 我们用刚刚学到的两句英

语!一再向她发起恭维!格尤对我们微微笑着!一

再说谢谢!谢谢/

我注意到!格尤的性格是内敛的!她的笑优雅

而有节制!好像有一点羞涩!还有那么一点忧郁%

格尤的睫毛长长的!眼睛是蔚蓝色的% 当她的眼睛

向下看时! 长长的睫毛仿佛给秋水一样的眼睛投

下一片阴影% 我隐隐觉得!格尤有话要对我们说!

但因语言上的障碍!她的话没能说出来% 她像是怀

有心事% 格尤的生活如此优裕!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心事呢0

过了几天!格尤又让人给我们捎话!要请我们

看一个电视片% 晚上
-

点!电视片准时播出% 所谓

电视片!原来是电视台播放的一档节目!是一个纪

录片% 纪录片的内容!是展示全球气候变暖之后南

极冰川融化的过程% 冰川本来是一个巨大而美丽

的整体!现在却烂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空洞% 那

些空洞都深得像无底洞一样% 拍摄纪录片的人需

要穿上防滑的冰鞋!腰间系上很长的尼龙绳子!才

能下到深洞的半腰% 冰洞的壁上也有洞!那些洞口

正哗哗地向外蹿水% 如果冰川也有血管和血液的

话!那些蹿水恰似冰川的血管破裂流出的血液!让

人触目惊心%

冰川连绵起伏! 像一座座山峰% 由于冰川融

化!基础遭到破坏!'山峰$轰然倒下!倒向大海% 当

冰川坍塌激起排空的海浪时! 那悲壮的一幕给人

一种毁灭之感% 无数座冰川倒向海里!就把海平面

提高了% 海水大面积涌向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

家园!于是人们纷纷逃离%

纪录片看了一半!我就知道格尤的用意了% 我

悄悄回头看了看格尤!见格尤看得十分专注% 她

手上端着小半杯红葡萄酒 !看片子期间 !她就那

么一直端着!像是忘了喝% 她表情凝重!看到紧张

处似乎还有些惊悚% 看完纪录片!格尤通过翻译

告诉我们(我知道你们是作家!会写文章!希望你

们写写环境保护方面的文章!呼吁全世界的人都

来爱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地球% 格尤终于

说出了她要对我们说的话 !她看着我们 !神情是

那样恳切% 我当即表态说(好的!好的!我们一定

尽力而为%

我们生于地球!长于地球!日日夜夜在地球上

生活!一分一秒都离不开地球% 可作为地球上的普

通居民!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地球的现状呢0 有多

少人对地球的变化忧心忡忡呢/

须知 !格尤并不是什么官员 !也不是什么环

保专家 ! 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 或者说

她只是一个农妇啊 !她不愁吃 !不愁穿 !地球的

冷暖关她什么事呢 0 格尤不 ! 她就是要把地球

和自己联系起来 ! 就是要关心地球的事 % 知道

了格尤的环保意识和对地球的责任感 ! 我对她

肃然起敬 % 我不该叫她地主婆 ! 应该叫她地球

婆才是 %

!%

行者无疆

!"

年巨变

!

刘金魁

周俊杰接受学生和朋友的建议! 把多年来所

作序文与跋文结集成帙" 共选出
%%(

篇#

.(

余万

言!付梓前命我作序!我得以集中拜读!受益良多!

感慨万千"

当代文坛!除了少有的大家之外!有谁能把序

跋结集成洋洋大观一部大书! 据说还只是一个选

本" 周俊杰是一个特例了!或者如老黑格尔所说是

$一个%这个&'了"

这个事实本身!对于认识当代书坛!特别是认识

周俊杰!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目又发人思考的现象"

写序是一件难事" 一位名人仿照孔老夫子$人

之患在好为人师 ' 的话说过 !$人之患在好为人

序'" 对此我深以为然" 许多作过自序尤其是他序

者都有同感" 但问题在于!常常不是自己$好'为人

序自作多情!而是人$请'为序不能不为" 我想周俊

杰遇到的多是后一种情形"

自上世纪
-(

年代早期至今
#(

多年间! 除了

为自己的书法作品集#书法理论集所写序跋外!周

俊杰为他人所作序跋!或长文或短制!林林总总!

构成一个大系统" 约略分析!大体有
.

类(

两类短制占了大多数( 一是为他的一批卓然

成家的学生作品集所作! 一是为全国各地乃至境

外各类书法家#书法爱好者作品集所作" 所序作品

的作者!除豫省外遍及京#穗#湘#鄂#鲁#陕#皖 #

闽#浙和香港!甚至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另两类则是鸿篇长序!万言或者数万言(一是

为国内书法大家的作品集所作! 一是为国内省内

重要书法文论史论著作所作" 前者如)当代书法家

精品集*沈鹏卷+#)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王镛卷+#

)中国书法家精品集*胡抗美卷+等,后者如)中国

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

%

*

#

*

*

.#)友声书社艺文

集+#)河南书法论文选+-一*二.#)洛阳与中国书

法+#)河南书法五千年+#)中原文化大典*文学艺

术典*书法卷+等"

读读这些序跋!自然就会理解为何那么多序跋

要请周俊杰来写了"在)书法复兴的寻绎+一书的自

序中!周俊杰对其书法理论批评著述有过自评($这

文字是对
#(

多年来书法复兴运动轨迹和规律的寻

绎!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我心灵路程的记录"'这些

序跋!是周俊杰艺术生命中闪耀奇光异彩的部分"

周俊杰作为我国新时期以来书法复兴大潮中

涌现的书法大家和书法理论大家! 大量卓尔不群

的书法作品# 体系性的书法理论著作和影响广泛

的书法活动!已获书界共识" 依我的感觉!周俊杰

是书法家!更是学人!一个学人书法家!一个书坛

的思者" 周俊杰是带着比较充分的学识准备和精

神追求!换言之即文化自觉!而投身于中国书法复

兴运动的" 他善于审时度势!从宏观上把握根本性

的问题! 特别是把书法复兴置于传统文化向现代

文化转型的大自觉之中" 他早就看出!我们这个时

代! 由传统思维定式和纯西方的各种思想体系所

提供的现成方法! 并非能解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一切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书法热所引发的文化

转换!多种艺术思潮的生发!甚至所遇到的种种困

境!我们都必须寻找出属于自己的方法和话语!催

化新思想的诞生!从而使人们称为$东方艺术核心

中的核心'的书法艺术能与大文化接轨!甚至导引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转型"

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 骨子里具有

英雄情结的周俊杰!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

识" 他立志 $为书法艺术的现代复兴寻求理论支

撑!并达到观念上的转变'!作出自己的努力"

周俊杰不同于$学院派'单纯以理论研究为职

业的书法研究家!他是书法创作#书法学术#书法组

织兼于一身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书法家" 他找到

了自己的路径(由书法创作的亲身感受!体验蒸发

为理论!形成综合性思维!反过来!以这种思维把握

当代书法的内在流程///从艺术美学对书法的切

入!到$书法学'的初步构建!再由史观研究切入当

代书法创作#学术#组织等各个方面!从而基本有了

一个以哲学#社会学#美学#史学#心理学#文化学#

艺术学等多角度#多层次对书法观照的大的框架"

在周俊杰的书法理论系统中! 其荦荦大者则

是提出了书法新古典主义"这不是一个偶然和突

然提出的口号" 而是周俊杰在研究书法艺术的本质

和特征!研究中国书法史!形成了体系性的)中国书

学要义+等著作和$大书法观'的基础上!同时在当代

书法复兴运动中$弄'潮#$思'潮#$推'潮甚或$领'潮

的实践中!古今融会!中西比较!雅俗互鉴!打通创作

与理论!自然而必然的书法自觉的理论主张"

周俊杰首先看到!

#(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书

坛进入到书法史上一个高潮期! 主要表现在流派

的多元化///从纯传统派# 新古典派到现代书法

诸流派!形成了奔腾不息的大潮" 周俊杰进而认识

到!在诸多流派中!新古典书法占据了主流" $这是

#(

世纪中国书坛最重要的艺术现象! 是书法发展

到当代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新古典是一个不断发

展着的流派!它以强烈的个体精神为主线!以古典

与现代的多种艺术语言为载体!它不仅仅是在一

个思维向度上演绎! 而且也是对一个历史过程的

描述和对未来书法走向的预测" '

为了阐释书法新古典主义! 周俊杰又提出了

抓住两头和三点加一个支点的通俗说法"

所谓两头!即古典与现代!$深入研究!融而化

之! 才能创作出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认可的优秀作

品'" 为此!周俊杰特别强调书法家的根基在于学

养文章($中国书法界两千年来形成了一个共识(

不读书! 不作文章! 或者说缺乏整个大文化底蕴

者! 尽管终生不停地操管染翰! 也总免不了一个

%书匠&称谓!免不了一个%俗&字缠身" '

所谓三点!即传统#当代和个性!也就是历史#时

代和个人"周俊杰认为!第一必须有传统!还要有时代

感!一百年#二百年以后的人拿出我们的作品!说这就

是
#(

世纪#

#%

世纪的人写的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个性!具有个性是一位成功书法家的标志"

而所谓一个支点!即传统#时代和个人三者交

叉中的那个属于自己的支点" 这个支点或偏重于

一!或偏重于二#三!但不能没有这个支点" 在当

代!谁能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触摸到这个$支点'!

谁就有可能成为书法艺术上的成功者"

以书法新古典主义相标举! 周俊杰提炼了自

己的书学理念!找到了一个纲领!也找到了思考书

法创作问题#评价书法成果#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和

理论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这一切!正是周俊杰

善作序跋的充分条件"

当然!序跋之难还在于!一篇好的序跋除了思

想超拔#内容丰赡以外!还必须$言之有文'!是一

篇好文章" 好文章标准很多!我这里主要说的是文

学性和作者个性"

周俊杰是一个主体精神高扬的艺术家" 激情

澎湃!贯穿于其艺术活动的全过程" 不仅书法创作

时富有激情!理论批评时同样富有激情" 有了旗帜

鲜明的理论主张之后! 他在各种理论批评活动中

宣扬贯彻自己的主张!大量的序跋成为其载体" 这

使他的序跋在某种程度上$我评论的就是我'!发

自肺腑!旗帜鲜明" 但同时!周俊杰又具有强烈的

开放意识和探索精神! 他的理论主张不具有排他

除异倾向"书法新古典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探索

的!不把任何流派作为对立面" 周俊杰所以乐于为

人作序!意在以文会友寻找同道!借以弘扬自己的

主张!推动书法运动,但决不拒绝为不同流派的朋

友作序!正好借此欣奇赏异!拓展思维空间" 这又

使他的序跋思路开阔!富有理性精神"

周俊杰是辞章家!也是文体家!他善于量体裁

衣!为不同对象选择适宜的表达方式" 其长篇序跋

高屋建瓴!提纲挈领!高论宏议!汪洋恣肆" )中国现

代美术全集*书法卷
%

*

#

*

*

+三篇序言!长达
!

万多

言! 连缀起来成为完整的
#(

世纪中国书法史,以

)当代的书法复兴运动+ 为题所作 )友声书社艺文

集+的代序!可称
#(

世纪
-(

年代中国书法家协会

成立以来中国书法发展的简史"为河南书法家协会

先后两部论文集所作长序! 一讲书法本体理论!一

讲新时期河南书法发展史"系统发表了他关于中国

书法史#河南书法史特别是$大书法观'的见解!深

入鲜活地阐释了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内涵和意义"

周俊杰的不少序跋是可以作为书法史的 $个

案'和书法理论的专题来读的"因为他总是力求从历

史的长河和时代的特点中找出个人的 $交汇点'!并

将之置于中西大文化的流程中! 在寻觅出艺术家个

性时!又展示出时代的共性和艺术发展的规律"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前任主席沈鹏作品集所作长序! 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现任主席张海所作 )海纳百川///素

描+!是全面深刻的沈鹏论#张海论,为王镛#胡抗美

所作长序!于全面评述一个代表性书法家的同时!也

论述了当代一种重要书风#一种重要书体"

在虽为短制的大量序跋中!有的只有几百字!

或者一二千#二三千字中!所序对象所好不一!所

长不同!个性各异!周俊杰发挥其文学才能!不让

$众人'穿统一服装!对其作品和作者的介绍评价!

往往兼取论文# 散文和随笔笔法而用之! 撷取细

节!捕捉特点,画龙点睛!以个体而窥全豹,论书谈

艺!触类旁通,扬善指谬!言中肯綮,力避重复!色

彩斑斓" 因而!不少序跋可称美文佳作"

作为序言!这篇文字有点长了!但仍觉没有说

出周俊杰的博大精深" 其他的体会只有在另外的

场合去说了" 仅以此祝贺)周俊杰书法序跋集+出

版!并请读者方家批评"

!%

!周俊杰书法序跋集"序
艺谭

!

孙 荪

地球婆海外风

!

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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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