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总第181期文化周末 2022 年 9 月 23 日 责任编辑 陈曦 邮箱 akrbwhzm@163.com

杜
文
涛

安安
康康
现现
当当
代代
文文
学学
人人
物物
回回
望望：：杜文涛青春年少时，受其父

亲的影响，便喜欢上了文学。 变
成铅字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名
为 《我愿 》的小诗 ，刊发在 1982
年 2 月 7 日的《安康日报》上。 从
此 ，青葱岁月里的他 ，便和文字
结上了缘分，也和《安康日报》结
上了缘分。

其父是一位解放初期的汉
中农业学校中专生。 带着一身诗
意 ， 他从汉中分配到了岚皋工
作。 杜文涛 1962 年 11 月出生在
岚皋县城。 后来，杜文涛去父亲
的老家南郑县玉泉上学，又去西
安读了几年成人大学中文专业。

杜文涛一路走来 ， 先是新
闻 ，后是公文 ，先在岚皋县广播
站从事编辑和记者，后被调去县
政府做了文字秘书 。 有一段时
间，还被调去安康行署研究室任
过《安康经济》杂志副主编。

最早，杜文涛写诗，写小说，
写报告文学。 后自觉散文最能表
情达意 ，随心随性 ，便多青睐这
舒缓恬适、地气最浓的文体了。

因文学的原因，相识杜文涛
已很多年了。 那时，他在岚皋县
旅游局局长任上，后任文广局局
长 ，兼着文联主席 、作家协会主
席。 行政是他的主业，看书创作
是他的业余爱好 。 行政是要动
的 ，写作是要静的 ，杜文涛便在
这动与静、静与动之间转换着。

行政人爱好文学，或者说文
学爱好者从事行政 ， 看似不搭
调 ，但行政拓人胸襟 ，文学添人
灵动，行止有度，妥帖适意了，两
者并无缺口， 还可透出亮光来。
杜文涛给人的印象，似乎便是这
样的一位人物。

杜文涛主编了逾 20 部地方
文化书籍。 其中由《岚皋民间传
说 》《岚皋民间歌谣 》《岚皋诗文
遗存 》《岚皋杜氏家规 》《岚皋巴
文化简明读本》《岚皋历史掌故》
6 本一匣共 120 万字组合而成的
《岚皋历史文化丛书》 由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成为岚皋
历史文化集大成者 。 他主编的
《岚皋旅游文化丛书》 获得市政
府第二届安康市文学艺术精品
创作奖。 他编辑的《岚皋杜氏家
规 》走进中纪委网站 “中国传统
好家规” 栏目，使唐代诗人杜甫
之后裔岚皋杜氏展现在全国人
民面前。 他主编的《巴文化与岚
皋》， 使岚皋跻身进入中国泛巴
区域，找回了巴山人及岚皋文化
的根。 他主编的《岚皋民间传说》
获得了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研究
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
编纂工作搜集整理奖。 他主编的
《岚皋民间歌谣》 获得陕西省民
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荣誉
奖。 他主编的《岚皋民歌 50 首》
《走近岚皋》《岚皋记游》《写意岚
皋》《笔墨岚皋 》《岚水情深 》《岚
河两岸披锦绣》《岚河与您相伴》
《小河涨水 》《岚皋古树名木谱 》
《岚皋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岚皋
文物志 》《岚皋文化广电志 》《岚
皋导游词》 等地方文化专著，已
成为珍贵的岚皋地方文化产品。

编书是他工作职责可勾连

的事 ，却多是他
自找的事 ，费心
费力费时的事 。
他愿意做 ，他想
多做些事 ，对得
起自己的职位 ，
对 得 起 蕴 藉 自
己小名的岚河。

行政之余 ，
编书之余 ，他没
忘却文学创作 。
先 是 写 作 出 版
了 报 告 文 学 集
《创业巴山 》，再
是 写 作 出 版 了
散文集 《巴山深
处 》。 2015 年底
他退居二线后 ，
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 迄今，他
写作出版了《家在巴山》《山有木
兮》两部散文集。 他的作品散见
于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
版》《陕西日报》等报刊。 散文《老
荫茶树 》《神州处处有英雄 》，在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后，
先后入选初中语文课外读本和
中考语文模拟试卷。 《看粗榧》在
《人民日报》刊发后，入选人民日
报文艺部编选出版的《遇见一棵
树》精品散文集。 《千层河笔记》
获得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和 《人民文学 》杂志社主办的第
二届 “美丽中国 ”全国游记征文
评选优秀奖。

杜文涛 1997 年加入省作协，
202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名作家、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朱鸿在为杜文涛散文集《家在
巴山 》的序言里写道 ：杜文涛应
该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作家，这种人格意象一再从其作
品中浮出。 进退适宜，行止不失
规矩 ，即使作品的题材 ，也多选
择可以反映家国之情和贤士之
德的题材，并表现着温柔敦厚的
诗教。

浅秋好时节。 河边有树，树
上有鸟。 我和杜文涛在绕着县城
的岚河边上信步而行 ， 随意而
谈。 谈及散文创作，杜文涛说：散
文从小处萌态，亦在新时期里分
蘖壮枝 ，向大散文走进 ，篇幅由
短向长 ，主题由微见强 ，继承古
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单章数
万字，甚至独篇成书。 闲来从晨
到晚阅不尽一篇，没了散文传统
意义上的短和小了。 心静时数天
读完一篇散文，觉得内涵分量还
是与长长的篇幅相般配。 生活是
多彩的 ，文学也应多姿 ，小也好
大也好 ，短亦可长亦可 ，只要言
之有物言之有味 ， 都是人喜爱
的，也是我所喜爱的。 宋末樱桃
进士蒋捷曾填词：“人爱晓妆鲜，
我爱妆残。 翠钗扶住欲欹鬟。 印
了夜香无事也，月上凉天。 ”

我问他近期在写啥？ 他答：
研究了些地方史料，写了一些地
方历史文化散文，都是岚河边上
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旧事。

我望了望我俩身边的岚河，
河水清亮亮的 ， 悠悠地往前淌
着。

（梁真鹏）

我在襄渝铁路线上工作和生活
了三十多年， 熟悉这条线上的每座
桥梁和隧道， 也熟悉每根枕木和道
石。 我去过铁路沿线许多城镇和乡
村，也熟悉这里的许多农舍和树木，
而对紫阳我更是情有独钟。 它地处
巴山腹地，汉江和任河在这里交汇。
这里山高水长、 南北兼容、 山有风
骨、水姿妖娆、民风淳朴、茶香甘甜。
就连地名都让人神往：高桥、矮滩、
麻柳、瓦庙、焕古、红椿、芭蕉口、瓦
房店……这里是艺术家的天堂 、画
家的福地，更是作家的魂泊之处。

我从前辈口中知道了长安画派
石鲁、 赵望云先生六十年前的桑山
行。 我陪崔振宽老师徘徊在紫阳老
街的教场口，感叹美的发现，先生用
画笔使石板房和吊脚楼成为了永
恒。 我和赵振川、候声凯先生在两河
口泛舟，《紫阳山城》成为名作。 金奖
画家邢庆仁、赵益超、张名堂多次来
紫阳采风， 他们的作品让人们看到
了紫阳山水的温馨和绚烂。 我和贾
平凹老师在任河口品茶，“无忧何必
去饮酒，清静常品紫阳茶”的名句，
使更多人知道了紫阳毛尖的神奇。
我陪作家高建群先生夜宿茶山，他
写下了《今夜汉江从我枕边流过》的
名篇，“三千里汉江， 三千里流动的
画廊”常出现在中学生的考试卷上。
萦绕在山间的紫阳民歌， 让作曲家
赵季平先生动情地说 : 这是他听过
的最好听的声音！

今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省文化
厅三区艺术人才培训， 我随陕西国
画院的耿齐、 乔建业、 白霜亮等老
师，又一次踏进了紫阳。 刚到毛坝一
下汽车，热浪扑面袭来。 举目望去，

岚山如黛、满目翠绿、热风在两腿间
缠绕，好热的紫阳，好蓝的天！ 陕西
国画院的领导和老师， 克服疫情和
暑热带来的困难， 发挥文化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引领作用， 重视基层
美术创作和人才队伍的培养， 用画
笔描绘青山绿水。 为此，他们做了充
分准备和精心策划， 选择在紫阳毛
坝办班，坚持晚上授课，白天观摩写
生。 老乡的楼顶上、屋檐下是我们的
教室， 茶山上、 铁道旁是大家的课
堂，小溪旁、树荫下到处是写生的老
师和学员。

苗壮老师教大家用美学角度打
破中国画的边界，拓宽大家视野；乔
建业老师教大家如何观察生活、如
何选景、怎么写生、怎么创作，他说
中国画讲究技法， 用笔浓淡容易干
湿难； 霜亮老师说：“艺术作品能感
动自己，不一定能感动别人，艺术家
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感动别人。 ”老师
们要求大家要用心学画，用心揣摩，
学会自己找规律，尽量不重复自己，
也不要重复别人，要敢和高手过招，
和大师对话，培养自己的艺术情操，
提升艺术素养。 老师告诉我们苦学
是基础，但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要学会找差异、找变化、找格调、找
属于自己的路径。 要从生活中汲取
营养，明白艺术感觉非常重要。 艺术
带有地域性，但不属于地域，它属于
能找出差异的艺术人。 老师鼓励大
家珍惜机会，珍惜时间。 过去了的时
光留不下任何东西， 而用一小时画
一张画， 不论好坏， 只要是画的自
己， 成就就在你的画案上， 在劳动
中。

这次写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

响。 刚开始动笔，我手忙脚乱、满头
大汗、不知从何下手。 耿齐老师带着
我画，教我观察、选景，学习用艺术
眼光寻找和发现大自然的美， 并用
笔墨转换和表现出来。 他对艺术有
虔诚之心， 目光专注， 艺术天分极
高， 成就很大。 他认真对待每次出
行、每一次写生、每一个学员，以自
己独特的方法教我将眼前的景物变
成纸上的风景， 他不厌其烦地教我
从感性认知尝试往理性上升华。 他
说：“形式永远大于笔墨。 ”这使我的
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感受到了从
未体验过的艺术气息。 我深切感到
艺术需要生活，也需要互相探讨、交
流、学习、融合，需要一个你追我赶
的氛围。

转眼间十天的学习就结束了 ，

每个人都如饥似渴，收获满满，我也
画了几十张写生。 离开紫阳的时候
大家意犹未尽，都深情依依。 留恋着
紫阳的山水，更留恋着艺术生活。

汽车从毛坝开动的时候， 我收
到了朋友俊峰的短信。 他参加工作
就在襄渝线上开火车， 他说从微信
上看到了我们在紫阳写生。 白海红
老师笔下的大茅山隧道， 他不知道
穿越了几千次。 这个熟悉的地方让
画家艺术再现，勾起了他许多回忆，
让人百感交集！ 他深情地说，小孩出
生的那天晚上， 他和张延红正好在
毛坝关车站夜查。 延红是铁路上的
画家，这次也参加了学习。 我们一起
给俊峰送上了深情的祝福。 车开了，
我们给学堂沟铁路大桥行了注目
礼。

本报讯（记者 陈曦）中国作
家协会日前正式公布 2022 年度
新发展会员名单，我市作家蒋典
军位列其中。 截至目前，我市已
有 18 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蒋典军自青年时代即热爱
文艺，一直在文学的热土上勤奋
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 他先后
在《诗刊》《延河》《散文诗》《陕西
日报 》《海外文摘 》《秘书工作 》
《安康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出
版诗集 《起奏黎明 》《百年守艺
人 》，诗歌作品入选 《写诗手册 》
等多部文集 （作品集 ）；荣获 《诗
刊 》全国征文大赛三等奖 、陕西
省“山花奖”二等奖、连续三届安
康市政府文艺精品创作奖、首届
汉滨区政府文艺创作奖等，入选
中国作家协会 2018 年度定点深

入生活项目，为鲁迅文学院陕西
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鲁迅文
学院基层作协负责人培训班学
员。

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蒋典军
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任市作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汉滨区作协
主席 、《香溪 》主编 ，倾心倾力为
广大作家服务，助力安康文学繁
荣发展。 蒋典军在文艺园地多向
拓展， 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省书法家协会 、 省摄影学会会
员、省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兼书
画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馆协会
理事 、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
（省社科院项目）研究员，一直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群众文艺
工作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市作家蒋典军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书法欣赏品评的视角与误区
市直 吴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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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的欣赏和品评，是一个较为
复杂而又很难用简短文字说清楚的话题。
要想真正走近书法并能对书法欣赏达到
一定高度，这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及
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具备相当的
修养，更需要对书法本体有清楚的认识。

书法是最讲传承的一门古老技艺

由于本人对传统文化技艺门类涉猎
有限，在我有限的认知范围内，认为书法
是传统文化技艺里面最需要讲传承的 。
书法的诞生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出现
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早期的刻
符文字即属于书法的孕育期，在这种刻符
当中已包含了我们祖先对宇宙世界认知
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时已将审美基
因注入了运动起伏的线条里，形成了极具
意味的图像和点画。熟悉中国书法史会让
我们知道，文字在遵循实用和便捷的前提
下，不断突破象形的桎梏和局限，使我们
的文字点画不断抽象、 规范和程式化，这
一过程是历经人类文明发展不断淬炼和
历经漫长大浪淘沙之后定型稳定的结果。
历史所传承的每个文字的背后都有丰厚
的文化寓意支撑，有其自身的严整性与规
范性，这也是中国文字永葆强大生命力的
根本所在，更是书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
提。 可见，中国书法必须是以书写汉字为
前提的，而且汉字的固有美感也是书法不
可剥离的重要内容，所谓汉字的固有美感
即是文字学意义上的汉字之美，这种固有
美感只有建立在汉字的规范书写的基础
上才能实现，即使书法逐渐脱离实用的当
下，我相信书法仍然还担负着这一使命。

从史前的刻符文字， 发展到方块汉
字，再经过“六书”的发展之后，我们的文
字数量不断增加，篆书、隶书、草书、楷书、
行书，五种字体也日趋完善，古人在对不
同字体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谙熟“唯笔软而
奇怪生焉”的毛笔性能，尽情地利用书写
塑造着颇具审美意味的点画和汉字固有
美感下的生命情态， 这让汉字的结构空
间、章法的布白、笔墨的浓淡苍润、书写的
轻重缓急形成变化莫测而又意味无穷的
节奏旋律。这种以实用为基础的纵情书写
逐渐被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和效
仿，他们其中所留下的优秀墨迹、石刻被
诸多后人奉为范本进行学习，同时历史把
它们传承了下来。这些作品里对汉字书写
的基本方法就成为书法相对稳定的表现
语言，也是后人学习书法的基本遵循和继
承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古人经典作品的
学习、分析、临摹就成为真正学习书法者
无法摆脱的宿命。

书法史如一条流淌向前的河流

通过中国书法史我们可以发现，书法
不仅伴随文字的演变而不断发展演进，也
伴随不同时代的文化社会风气呈现出自
身的审美特征。古人在书论里总结不同时
期的书法美学特征时说“晋人尚韵，唐人
尚法，宋人尚意”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再
看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等几位大
家， 从他们的书法风格上来分析可以发
现，后几位都是取法学习王羲之行书集大
成者， 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都不相同，并
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风貌，这就
涉及书法的演进与发展。

关于书法的创新，在当代书界也是颇

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学者对书法
的创新持积极的态度，而部分学者在面对
书法创新这一观点时， 是谨慎或保守的。
他们并不否认书法不断发展流变的客观
事实，但就书家个体来说，他们认为书法
的学习是书家不断临摹法帖、 体悟传统，
不断丰富自身阅历，提升学识修养，涵养
心性禀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逐
渐提高自己的书写品质和境界格调来建
立自己个人风格的。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
点，至于创新，到底怎么创，新又要怎么才
算新，似乎很难说清楚。

不宜用美丑的概念划分书风

读古人书论和中国书法史会发现，古
人从不以美丑来简单的品评书法，而是在
“气”这一朴素的哲学概念的统摄下，用质
朴与妍美来区分书法大体的美感特征，又
以格调境界的高下和意趣的雅俗来品评
作品，这在古人书论中，不胜枚举。质朴与
妍美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用赵孟頫
的行书书风和颜真卿行书书风比较，则颜
真卿的行书就显得质朴而赵孟頫的作品
就显得妍美，拿隶书中的张迁碑与曹全碑
比较， 曹全碑就显得妍美而张迁碑就质
朴。 质朴趋向于阳刚雄强苍茫，妍美则趋
向于阴柔婉约温润，两者只是不同特质的
美，并没有高下雅俗之分。 在古人眼中书
法属于雅物，不仅可以温养人的情致和心
灵，使人获得充实与愉悦，还滋养人的精
神，给人以力量。 在书法品评中明确提出
“丑”的概念，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傅山算
是第一人，他提出了 “宁拙毋巧 ，宁丑毋
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 足以
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的 “四宁四毋”观

点，当然从他的观点言辞也可以读出这并
非是在泛泛论书，而针对的是“临池既倒
之狂澜”， 是指以明代董其昌为代表的复
古潮流导致了书法风貌缺乏雄强刚健之
美而流于浮滑轻弱的弊端，这段话的语境
也能让我们发现明显有着矫枉过正的针
对性。

当代书法的复兴也经历了很长的历
史时期，不得不承认中国书法焕发出了新
的生机，改革开放后，当时一批具有创新
探索精神的中青年书家在挖掘传统书法
资源的基础上， 充分地挥洒着自己的才
情，给当时写大字报式的守旧落后的书法
理念当头棒喝，整个书坛似乎迎来了新的
春天。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一大批书法爱
好者在对传统书法资源继承不足，笔墨功
力欠佳的情况下，又纷纷效仿这批杰出的
书家，以致出现了面目手法雷同、书写粗
粝、性情张扬的 “流行书风”，自然这些优
秀的代表就成了旗手或领军人物。他们一
部分人一直坚持着这种探索精神，站在以
书法为纯艺术的立场，不惜打破汉字点画
的固有形态， 越过汉字结构的边界和底
线，扭曲和解构汉字固有的美感，突破传
统书法的语言技法，尽情于笔墨的表现和
夸张。 正基于此，被无数人授之“丑书”之
名。 从书法艺术属性来看，不得不承认他
们拓展了书法传统审美的范围，是有积极
意义的。 但从文化的立场（文字学和传统
文化所蕴含的美学标准）看，又不得不让
我们担忧文字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在这种
境况下面临的危机，也不得不思考过度追
求视觉冲击力、刺激性，对崇尚品读玩味
与赏心悦目的书法传统审美理念进行颠
覆和异化，会对书法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
影响，这只能交给历史来评判。

书法的雅俗即是美丑

书法作品的雅俗本身也是相对而言
的，一件作品的书写，更多是受制于作者
功力、性情、修养等诸多因素，影响最直接
的是书家对传统文化中美学内涵的领悟
和对法度的体验拿捏，而这都自然流露于
作品的字里行间。雅俗即是作品蕴含散发
出的一种气息、气韵，或者说是气质。我们
在欣赏古今书家的作品时常常会感觉到，
即使是雅的作品，有的倾向于古雅，有的
倾向于优雅，有的文雅，有的静雅，还有的
娴雅。 面对俗的作品，呈现出的感受也不
一样，比如没有经过大量严格技法训练或
入古不深的作品， 给人的感受是野俗，技
法粗粝、粗制滥造就会显得粗俗，直接学
习当代人或受当代人影响很深的作品会
沦落到流俗，哗众取宠、荒诞猎奇者则会
显得庸俗，等等不一而足，我理解这才应
该是真正的丑书。作品的雅俗是欣赏者对
被欣赏作品的一种感受和审美体验，是欣
赏者与作品、 作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关联
“对话”， 这之间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这
就有可能导致不同欣赏者对同一件优秀
作品形成各种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品评结
果。

所谓“丑书”作者中，也有传统笔墨功
夫深厚、技艺精湛、极具思想的杰出书家，
他们的一些作品不仅不俗还非常精彩，但
多数跟风的追随者其作品就存在粗制滥
造、崇怪猎奇的情况，显得粗俗和低俗。就
当代备受争议的田某某楷书作品到底写
得怎样？ 如果理性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样
的作品显然是不能算作书法的，因为在他

们的作品中很难感受到情感节奏带来的
书写变化和气韵之美，但他们的作品里对
楷书汉字的固有美感（文字美感）有很好
的呈现，所谓固有美感即是从文字学意义
上的汉字之美而不是书法层面的书写之
美，在点画和结构上追求的是楷则的极致
和工艺化的完美，这和我们探讨的书法艺
术不在一个领域，自然不能纳入书法的范
畴来讨论。至于这样的楷书拥有广大的受
众，我想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几千年来
书法的艺术性一直与实用性并存，书法的
文字必须满足识读的要求；二是他们的作
品中充分保留了汉字的固有的美感（文字
美感）， 这或许才是他们作品受众面广的
根本原因。

欣赏品评书法需要传统美学修养

对书法的欣赏品评除需要一定的专
业知识和书写体验外，还要具备一定的传
统文化底蕴和美学修养。当下对书法的评
价存在着种种误区。我以为书法是有门槛
的，绝不是所有人用毛笔书写汉字的作品
都叫书法， 评价一件作品的优劣高下，首
先得看这件作品够不够得上书法的标准，
或者说这件作品是不是书法作品，这决定
了这件作品能不能用书法的要求来衡量，
只有算得上书法的作品，才能用书法的标
准和要求来品评。

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书法或者是
好的书法作品呢？应该说前面的内容基本
都涉及到了，好的书法作品首先其技法笔
墨是有传承的，这里并不是指简单的对古
人外在风格特征的模仿，更主要的看是否
掌握了笔法、字法、章法那一套技法语言
和笔墨的内在精神。在一件作品的书写过
程中，因文字的固有美感、声调的平仄节
奏，文辞的寓意情感和毛笔的性能（唯笔
软而奇怪生焉）使然，就使得点画、单字与
字组形成极具节奏变化而又和合统一的
各种矛盾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看功夫技艺
的精湛程度和情感的纯度，精彩的作品必
然是技艺精湛与情感浓烈的产物。庄子笔
下的庖丁解牛很形象揭示了技与道的关
系，高级的美必然是近乎“道”的。 古人品
评书画，将气韵生动，唯观神采作为重要
标准，要想作品神完气足，生动感人，必然
需要作者饱满而浓烈的情感注入，而情感
作用下的笔墨技法才具有强烈节奏和运
动的力量感，这正是古人品评标准的关键
所在。 第三个方面更多是感受作者的个
性、修养和精神状态。 这个方面也会影响
或者叠加在前两个内容之中，如果说前两
个方面的内容是书法作为艺术这一身份
的共性要求，则第三方面的内容就具有个
性特点，更能反映作品的时空性。 比如颜
真卿的《祭侄稿》从情感和气象上呈现出
的是炽热悲愤、浑朴苍茫的美感；而弘一
法师临终的“悲欣交集”则显现的是从容
圆和，苍劲清旷的意境之美。 这正是两位
杰出书家崇高生命的瞬间绽放，不得不承
认，这也恰恰是书法最高级、最具民族特
色的地方。最上乘的书法必定是文辞与情
感和笔墨高度统一的集中反映，这正印证
了古人所谓人书合一、字如其人的观点。

我的体会是，书法是关于我们民族文
字、文学和文化观念的艺术，欣赏品评也
基于此。 把他视为纯艺术或纯写字，这种
各持一端的观点，总感觉存在缺憾，不够
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