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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先生轻轻地走了。在他生
前，虽也有“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
业，无家可归”的戏谑自评，但他最钟情
的工作还是教书。每逢有人真诚地称他

“大师”，他说：“我不是‘大师’，我比‘大
师’可大多了，我是‘老师’。”先生自中学
毕业之后即开始了他七十年的教育生
涯。可以说，教育既是他的职业，也是他
的事业，更是他的坚守和情怀。尤其步
入晚年后，他专力从事书法教育，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笔者自2009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欧阳先生从事汉字
和书法的研究，之后又留校任教。在与
先生朝夕相处和随时请教的日子，我真
实地感受到他对于书法教育体系深入的
思考和全方位的构建。

他构建了完整的书法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

人类文化的任何成果都必须通过承
传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而承传需要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不懈地
探索。上个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沈尹
默、陆维钊等先生都曾为高校开设书法
专业作出过努力。

欧阳先生于1981年调入首都师范
大学（当时名为北京师范学院），1985年
在全国率先开办书法成人大专班，以后
又发展到本科、硕士。1993年，经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以
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点。1998年，经
国家人事部批准，又设立我国第一个以
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经过
三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欧阳先生首
次在我国高校构建了从专科、本科直至
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高等书法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涵盖了全日制、同等学
历、访问学者、第二学历辅修、研究生主
要课程进修班、成人继续教育、书法自考
等各种教育模式。

1994年，经首都师范大学批准，创
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2005年，扩建
为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同时成立中国
大学中第一个“书法文化博物馆”。以欧
阳先生为旗帜和带头人的首都师大书法
学科持续发展壮大，成为教育部第一个
书法类艺术师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中
国书法学科中唯一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第一个省部级重点学科等。

先生连续担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0多年来，他作为个人或联名提交了
有关教育、文化、书法等方面的提案
97件，对于推动书法文化在当代的繁
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事高等
书法教育之余，他时刻关注并亲力亲为
地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2013年，85
岁的欧阳先生作为首席专家为教育部主
持制定了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
要》。这些显著成绩，极大促进了当代

书法事业的发展，必将成为中国书法史
上光辉的一页。

他提出了系统的书法教
育理念

1985年，欧阳先生在首都师范大
学创办书法学科时概括出“书面文心”
的理念，用以强调书法艺术与文辞内容
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教学、研究过程
中，他提出了“书法文化”的概念，后
来，他将之发展为“作字行文，文以载
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认为“作字”
是为了“行文”，“行文”则基于“载道”，至
于“书”，主要起到“焕采”的作用，当然，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切时如需”。较之

“书面文心”的说法，欧阳先生在“文”
之上增添了“道”，又强调了“切时如
需”。这十六字构建出当代书法事业与
我国伟大文艺传统以及时代使命之间的
关联，不仅表现出我国传统文人的家国
情怀和时代担当，也描绘出历代伟大书
法家们共同的品格。

及至晚年，欧阳先生对于书学的研
究重点转移到从写字到识字领域的研究
上，希望可以从汉字认知研究入手，跳
出文字学和书法研究的惯性思维，探讨
书法与汉字、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他补充说，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最主
要、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是通过语言来完
成的。但是，语言以声音为媒介，往往
受到时、空的限制。文字通过对语言的
记录有效弥补了语言的这一缺憾，从而
为人类文明的承传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欧阳先生的这些理念不但切中了书
法的内核，更推进了今天的文化自信建
设。汉字通过对汉语言的记录，为中华
文化的承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千
百年来，汉字的这一社会功能主要是通
过书写来实现的。在这期间，人们又将

生活的体验、审美的诉求和文化的提升
融入其中，逐渐衍生出中国独有的书法
艺术形式。可以看到，从“阐典坟之大
猷、成国家之盛业”的历史使命，到

“能者加之以玄妙”的“翰墨之道”，书
法本身由于具有多个层面、多个侧面的
属性，便成为窥视中华文化的窗口，也
成为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

基于以上这些思考，他在主持制定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时，开篇
即提出，“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
明的宝贵财富”，那么，在中小学开展
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
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欧阳先生一直主张将书法置于文化
的大背景下构建书法文化学科。在长期
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提出了以“书法
文化”为龙头，“书法史论”为两翼，
以汉字、碑帖、文献、鉴藏、材料研究
等为外围的“书学”概念，长期致力于

“以期成一充实广阔而渊深之学科”。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阳先生

参与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创办，承担
了主要领导工作。他主编了中国书画函
授大学书法教材，大致勾勒出高等书法
教育中的教学内容体系。

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书法专业后，
他主编或撰写《书法与中国文化》《中国
书法史鉴》《书法教程》《中国的书法》《章
草便检》《学书津梁丛书》《大学本科书法
专业系列教材》《书法专业系列教材》
《（新编）书法教程》等数十部教材，在有
关学科领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至于中小学，在他主持的《纲要》
中谈道：“书法教育以语文课程中识字
和写字教学为基本内容，以提高汉字书
写能力为基本目标，以书写实践为基本
途径，适度融入书法审美和书法文化教
育。”他还主持编写书法教材，举行各
种师资培养讲座，身体力行地推动书法

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开展。

他对书法的学习与创作
作出了新探索

关于“学”与“练”，欧阳先生认为：
“练固然不可少，但是掌握正确的方法更
为重要。‘学’则是把人家已经公认为成
功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来，这是多么‘合
算’的事！为此，首先要能辨认‘好’与

‘不好’。在学的过程中要遵守公允的社
会历史共识。‘取法乎上’，是‘便宜’的路
程。认定目标之后，就要一点不差、惟妙
惟肖地把对象学到自己手上来。这样，
第一‘练’好了你的眼睛，第二‘练’好了
你的手，看得既准，就能写得出，你的书
写能力就了不起了。”所以“学”必须注重

“实效”。他认为，书法实践不是一件很
难的事，想达到一般的水平并不难。

欧阳先生曾在大专班上对学生讲：
“临帖无‘我’，创作靡‘人’。”意思是说，
在通过临帖学习古人时，不要考虑“我”
作为个人的存在，但在创作作品时，因为
所学已经化为自身的素养，便不要再拘
泥于古人的条条框框。这句话强调了在
临帖和创作过程中“我”和“人”的关系，
辩证而又合理，但至晚年，他又进一步修
正说：“其实自己写字时也是没有‘我’
的。”为了加以强调，他甚至不肯使用“创
作”这个术语。

在当代，由于各种思潮的影响，人们
对书法审美的要求产生了认识的差异，
因而提出“标准多元化”的概念，又反过
来进一步加剧了技术操作的要求。欧阳
先生抓住传统书法论著中对“势”的论
述，充分发挥他对戏曲艺术研究之所得，
有意识地思考书法创作的体势安排和总
体布局。每逢创作之前，他总是预想“为
书之体，须入其形”，使之“纵横有可象”，
然后作书，往往一次成功、一气呵成，鲜
见失败之作。他经常说，写字是没有穿
上行头的戏剧。为了让学生听得明白，
他谈到京剧中的“子午相”，要求演员在
亮相的时候，面部、眼神、胸部、双臂、腿
脚的摆放应处于合适的位置，趋于合适
的方向，而又能互相映衬，从而达到整个
身体的动态平衡。直至晚年，他去青岛
出差时还亮了一个身段，右足独立，左足
高抬，左臂似向后，右臂前扬，果真是修
短适宜、收放有度、开合有矩！

欧阳先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期为
之奋斗的讲坛。记得2007年，他获得全国
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时曾说：“模范教师
这是我们这个集体的荣誉，它应当属于我
们这个集体！”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
将近两百所高校开设书法专业，中小学书
法教育也渐次有序地展开。我们在怀念
先生的同时，将他和前辈们开创的事业继
续开拓和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
化研究院副教授）

欧阳中石欧阳中石：：书法教育体系的构建者书法教育体系的构建者
孙学峰

随着社会各界的重视，书法教育正
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开展，然而也存在
地区发展不平衡，教学效果参差不齐的
问题。本文就如何改进书法学习方法谈
一点儿粗浅的看法。

目前用于书法学习的单字字帖，大都
以田字格、米字格、九宫格等为参照，初学
者借此掌握汉字结构。但这种格子是不
是合理？我们发现，汉字中的横向笔画最
多，竖向笔画次之，斜向笔画更少，那么米
字格对角之间的大斜线，在笔画定位方面
就不是很有效，田字格、九宫格中的几条
横竖线，因为过于疏朗也不利于辅助定
位。另外，是不是一种格子适合所有的字
体与书体？我们知道，欧体字中宫收紧，
字形紧凑，放在中心聚焦的米字格中，与
斜向的笔画向四周发散是相宜的。而颜
体字字形方整，开阔雄壮，适于没有斜线
的九宫格。如果把两者反过来，把欧体字
放到九宫格就显得拘谨，把颜体字放到米
字格就缺少气势。可见格子与字形特点
是有联系的，不分书体机械套用是对书法
审美的一种破坏。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用
什么样的格子来辅助练字。

东汉蔡邕认为书法是源于自然物象
之美而创造的，学习书法是否也可以参以
自然之物？我们想到了建筑。其实，书法
并不神秘，与建筑一样，本来就在我们的
身边。为此，我们运用计算机技术对大量
的经典碑帖进行科学艺术的分析，发现任
何一个字放到大方格里，并不是占满全
格，四个角可以不去考虑，去掉四个角的
大方格便是一个八边的图形。那么如何
确定去掉的比例呢？我们知道，黄金分割
的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最易产生美感，已经

有无数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我们
把一个大方格的四个边，分别按照黄金分
割原理，每边确定两个点，相邻两点连接
起来就形成一个八边形，然后相对两边
的两点间，用虚线相连，再取八边形的
四个长边的中点，相邻两点用虚线相
连，便形成一个小九宫格。这样，在大
方格内就有横、竖各四条参照线，在小
九宫格中就有十六个交叉点。这些线和
点是建立在造型艺术最易产生美感的基
本原理上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
艺术性。在书写过程中，汉字的多数笔
画都通过这些点与线，以此参照把握汉
字的间架结构，可以准确指示笔画长短
及倾斜角度，确定起点、拐点、终点的
位置，可以确定不同构件的位置，分析
间架结构的大小比例关系，具有极大的
方便性和准确性。临写例字时，只要按
照两点确定一线的原理，直接画线即可
把字写好，难度降低，对于快速学习汉
字书法有极大的帮助和提升。基于书法
和建筑的某种联系，我们给这种格子命
名为“筑墨格”，用这样的格子作参照，
直观易懂，得到一种既实用又有美感的
认知，改变了一般描摹练字进步缓慢不
好把握的缺点，通过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要点深化入脑，解决了如何做到准确无误
的问题。

书法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一般认为，教学过程中必须伴随教师
的书写示范和学生的大量书写实践，否
则就无法实现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但现
有的书法教师多数非专业出身，他们普
遍对课堂示范信心不足，对于如何教好
书法课缺少具体的经验。如果专业培训

与交流不能继续跟进，教学成效便会停
滞不前。即使教师相对比较专业，但讲
授与演示完毕后，基本放任学生自主练
习，教师只能随机对部分学生的情况进
行了解与具体指导，甚至谈不上指导就
下课了。对于聘请校外人员到校任教
的，由于这些人员的层次不一，虽然书写
水平较高，但对教学工作熟悉度不够，方
法未必适合课堂教学，所以如何达到教
学效果，是个较为棘手的问题。我们认
为在现阶段要充分利用成熟的书法视频
课程体系，尤其是过了学习的最初级阶
段，学生有了对书法的基本认知与方法
后，完全可以减少教师对技法过多的讲
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通过反复观
看教学视频，逐渐体悟到从用笔、结字到
章法的规律，感悟到书法与汉字的丰富
内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巡视学生书写
中的问题，当堂跟进批改。按照我们的
经验，利用视频课程，学生完全有能力当
堂把要学习的内容写得基本到位。教师
把握好课堂节奏，强调练字不要急于追
求数量，关键在质量，在正确的基础上反
复训练，才能最终成为自己笔下的习惯
动作，从而写得一手好字。

任何学习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书法更
是如此。我们发现写字就是在正确轨道
上的重复，当然这个重复是以经典范本为
轨迹的。具体学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看、写、比、改四个方面。“看”，就是观察。
首先要借助筑墨格，根据教学视频的讲解
和课上书法教师的提示，仔细观察范本的
每一个点画，注意起、行、收的过程与形
态。其次，从结构的角度，在学习基本笔
画的同时，对汉字的整体结构有所把握，

注意由基本笔画组成的偏旁部首，不论形
态还是比例都非常有规律，这些在筑墨格
中都十分清楚。这样，对独体字、左右结
构、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的特点就逐步掌
握了。现在好多人把字写得像宋体字一
样方方正正，那是受了美术化字体的影
响，实际上我们常说的方块字是多边形
的。“写”，就是临摹，这是学习书法的
最基本方法。书写过程中，笔法中有节
奏的提、按、转折需要耐心体会练习，
结构可以通过笔画在筑墨格中的位置来
掌握。传统毛笔字的书写对笔法和结构
都非常重视，硬笔普及后，笔法被弱
化，而到了信息化时代，书写数量在减
少，难以论及最基本的结构与笔法，汉
字之美也难以体会了。“比”，就是比
对，看自己所写与范本之间的差异，这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需要静下心来发现
自己的不足，好在参考筑墨格，学生一
眼就能发现问题在哪里。如果老感觉不
对，但自己看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就
需要请教书法教师指导。其实看不出问
题是习惯在作怪，一经指出，往往恍然
大悟。“改”，就是改正不恰当的地方。
仔细体会修改，会形成新的记忆，慢慢
形成习惯，就算是学到了。所以学习书
法的过程，也是磨炼一个人意志的过程。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反复强
调这个环节的重要性，并尽可能手把手
指导，不能粗枝大叶，草草了事。根据我
们的经验，学生使用筑墨格后，练字效率
大幅提高，自己就能完成改正的过程，在
脱离了字帖后的书写效果也能保证。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
传播学院）

造型、示范、重复练习——

改进书法学习方法之我见
程仲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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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11月5日下午，得知欧阳中
石先生逝世的消息，悲痛难抑，与
先生生前交往的一幕幕，立即浮
现在眼前。

28年前，我时任中国教育报
社办公室主任。1993年春节前
夕，为筹备纪念《中国教育报》创
刊十周年活动，按照社领导的部
置，我一方面起草敬请党和国家
领导人为本报题词的请示及参考
稿，逐级上报；一方面和报社摄影
部韩树民一起，先后拜访了启功、
沈鹏、周怀民、孙大石、钟灵、阿老
等著名书画家，恭请他们为本报
庆典题字作画。

其间，我们如约来到位于首都
师大院内的欧阳中石先生家中。
那时，先生家的客厅比较狭小，高
高的书架上装满了书籍和大大小
小的卷轴字画，还有许多未装裱的
书法作品，案头上摆放着文房四
宝。落座后，我们说明来意，先生
欣然允诺为本报创刊十周年题字。

仅仅过了两天，先生就打来
电话说字写好了，叫我们去取。
我和韩树民高兴地再次来到先生
家中，只见他把案头的一张宣纸
慢慢展开，我急忙帮他用双手一
起托住，一幅精美的大字作品立
即呈现在眼前：“点点凝甘露
行行注暖泉”。两行竖写的十个
大字，遒劲俊秀，既道出了对本报
采编人员辛勤工作的热情鼓励，
又称赞了本报为宣传教育事业作
出的宝贵贡献。先生的文学功
力，可见一斑。先生的这幅题字，
后来刊登在庆祝《中国教育报》创
刊十周年专刊上，题字原件珍藏
在中国教育报刊社档案室里，成
为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

合影完毕，先生示意我们落座
叙谈。先生给我们讲述中国书法
艺术的源流，讲述他走上书法之路
的经历，以及对传承书法艺术、加
强书法人才培养的真知灼见。

听中石先生介绍才知道，原来
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
主攻逻辑学，爱好京剧和绘画，书
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改革开放
后，全社会对书法艺术的欣赏水平
和实际需求日益提高。中石先生
的书法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受到人们的喜爱。先生敏锐地意
识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大
批多层次的书法艺术人才任重道
远，理应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
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先生殷切地对我说：“其洲啊，
你是国家教委（后改为教育部）的
人，我想请你向主管高校工作的领
导反映一下，我这里现在只能招收
培养书法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他们毕业后还要求继续深造，我想
满足他们的迫切愿望，接着培养书
法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样，
就可以形成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
多层次的书法人才培养格局，满足
不同教学和科研单位的需求。但
是，我不认识管设立博士点的领导，
请你务必把我的意见反映给他们。”

带着先生的嘱托，我找到时任
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的郭振有
同志，他很快就和国家教委研究生
司（国务院学位办）的负责同志一
起，登门拜访了中石先生，认真听
取了先生关于在首师大设立书法
研究方向博士点的建议和设想。
经过有关部门的紧张工作，1993
年内设在首都师大的全国第一个
书法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点的审批
工作就顺利通过了。自此，欧阳中
石先生成为我国第一位书法文化
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为一位资深的教育家和著
名学者，中石先生对国家的语言文
字工作和书法教育非常关心。
2007年8月我到中石先生家拜访
时，他对我说，很想见见柳斌同
志。柳斌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
我把中石先生的邀约向柳斌同志
做了汇报，他很高兴。

8月29日上午，我把中石先
生接到柳斌家附近的万寿宾馆。

由于同在教育战线，又是老朋友，
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一展开，就
都兴奋起来。

因为柳斌同志是国家语委的
老主任，中石先生首先谈了对简化
汉字的一些意见。他说，经过多年
的实践，总的来说，简化字是成功
的，给学习和应用汉字，都带来了
很大的方便。但是，有个别汉字，
简化后使用起来就不是太妥当。
比如，《岳阳楼记》中的“若夫霪雨
霏霏，连月不开”，用了简化字，变
成了“淫雨霏霏”，和“卖淫嫖娼”的

“淫”，用了同一个字，这显然不妥。
柳斌同志说：“您老人家说得

很有道理。但是，现在到了电脑时
代，电脑里的字库都是固定的。如
果国家改了一个字，全国所有电脑
里的字库就要跟着改，加上手机等
信息化工具，改的成本将不可估
量。所以，简化字尽管有个别不够
完善的地方，现在也不能轻易再改
了，只能在今后找到适当的机会时
才好再改。”先生听后笑了笑说：“那
就只好暂时让这个不合理的字，还
使用下去吧！”

接着，中石先生又对加强中
小学写字教学提出意见。他说，
现在电脑逐步普及了，开始不用
手写字了，学生的写字问题堪
忧。竟然连一些硕士、博士，文
化、文艺界名人，写的字都很差劲
儿，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写字，要
从小抓起。建议要开设、上好写
字课，抓紧培养大批的中小学写
字课教师才行。

柳斌同志听了，连连点头，表
示赞成。他对先生说：“您是书法
家，现在已经培养了一批书法方
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应该
在培养基础教育书法师资工作
中，发挥重要作用。”中石先生接
着又介绍了他近年来，领衔编写
各类书法教材的情况。柳斌同志
听了很高兴，赞赏先生为国家的
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利在
当代，功在千秋。

午餐时，两位老人举杯互祝
健康，我用相机记录了这美好的
时刻。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灵璧县，我
县的“安徽省灵璧中学”“安徽省灵
璧第一中学”“灵璧县实验小学”，
这三所学校的校名，都是校长们通
过我，先后敬请中石先生题写的。
校长们都表示，要怎么感谢老先生
才好？先生却对我说，为学校写字
是自己的义务，免费。他们前来先
生家里取字，也就是带来一小块灵
璧石，作为礼物敬赠。先生总是喜
在眉梢，愉快收下。他说：“我就
是喜欢石头。你看，我的名字里
不就有‘石’吗？”说后，大家都哈
哈大笑。

此前，受我的老师、安徽著名
文化学者孙淮滨先生之委托，将
他撰写的《文化灵璧》一书转赠中
石先生。2014年2月底，我再次
拜访中石先生。先生兴奋地对我
说：“你的老师送给我的那本书，
我看了很有兴趣，你们灵璧县可
真是地灵人杰啊！我想写一首诗
来夸夸灵璧。可是，还没有想好
呢。我先写幅字送给你吧。”说
着，先生从书桌上拿起一张约四
尺的作品，展现在我的面前。只
见宣纸上写着“天厚灵璧”四个大
字，苍劲秀美，令人赞叹。

多年来，我与中石先生的交
往较多，他的高尚品德、博大胸
怀、渊博知识、睿智思维、朴实作
风、乐观精神，给我以深刻教育，
令人由衷敬仰。

（作者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所原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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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先生为《中国
教育报》创刊十周年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