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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中国人的必修课
《人民教育》记者 赖配根 《中国高等教育》记者 韩晓萌 《中国教育报》记者 张树伟

苏士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席）：
写字和做人是一脉相承的。写字

不只是单纯地提笔落笔，它实际上是
通过书写、通过笔墨纸砚来展现自己
的内心世界。

郭振有（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

员会原理事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音乐美术可以是少数人从事的艺

术，书法则是所有写字用字的人都应
该参与的一种社会性艺术。每一个中
国人都应该把字写好。

记者：我们常说一个词，
叫“字如其人”，说的是写好
字对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
很重要，字写得如何反映一个
人的人品。苏先生多年来一直
倡议，“写好中国字，做好中
国人”；郭先生也向社会呼吁
工工整整写字、堂堂正正做
人。请问两位专家，写字与做
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苏士澍：写字和做人是一
脉相承的。唐代著名书法家柳
公权提出，“用笔在心，心正则
笔正”。写字不只是单纯地提
笔落笔，它实际上是通过书写、
通过笔墨纸砚来展现自己的内
心世界。写字和人的思想道德
品质等方方面面都存在有机的
联系。

郭振有：中国古人说，“作
字如人然”。中国字是形音义

的结合，和西方的拼音文字
完全不一样，它是我们民

族独创的。我们的先人
特别聪明和智慧，在认
识天地、自然，以及
人本身的时候，形成
了独特的文字：横平
竖 直 ， 上 下 包 容 ，
左右礼让，中正平
和，每个字都是一
个独立体，就像一
个端庄的人，大大
方方、亭亭玉立。
欧 阳 中 石 先 生 强
调中国字的“格”，

“一”字一笔，“爨”
字三十多笔，都放
在一个格里，不显
得太空或太挤。它
启示人不管地位多
高、权力多大，都必
须在“格”里活动，

出 格 就 犯 错 误
了。我也非常

喜 欢 郑 板 桥
的 一 句 话 ：
“书法与人

品 相 表
里”。明
代书法
理 论
家 项
穆 认
为 ，

“人正

则书正，正书法所以正人心
也”。中国文化强调诚意正心
做人，人做不好，书法也是难
好的。傅山说，“作字先作
人”，写字只在“不放肆”，

“一笔一画、平平稳稳”。北宋
理学家程颢说：“某写字时甚
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
神，是做人最重要的态度。书
法不过是一技，立品是第一关
头。品正了，自有清刚雅正之
气。古人还强调，书法强调

“骨气”，而不可有“市气”
“腐气”“江湖气”“酒肉气”
等。中国人又讲究道器不二，
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
于仁、游于艺 ”。书法作为

“艺”，要以道、德、仁为前
提、基础，认真做人，认真写
字，人品书品都会越来越高。

记者：书法跟我们所有的
优秀文化传统一样，首先都是
指向“道”，指向做人。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书法的
育人作用还表现在哪方面？

郭振有：书法的作用，柳斌
同志概括为：学习能力的奠基
工程、行为习惯的养成工程、传
统文化的启蒙工程。小学书法
教育放在语文课里，首先让孩
子认字、写字，提高语文能力，
同时具有美育功能。语文能力
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能
力，它能启动、带动其他学科的
学习和其他智慧的生成，提升
认知、思维、表达、审美和创新
能力等。现在有些学生有一些
不良学习习惯，和不良书写习
惯。亟待改变的是不良的书写
习惯：不专注、不耐心、不经心，
随意涂写，字形失控，卷面不
洁，作业质量不高。有的对写
字抱一种无所谓态度。这种态
度自然影响他做人、做事、做学
问。我们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
实验区的实践证明：写字好的
无“差生”。因为学书法能让孩
子变得专注、静心，一旦良好习
惯养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能
严肃认真，自控自律，快速高
效。所以写字好的孩子更稳健
一些，更儒雅一些，更善于思
考。这对全面素质的养成，包
括德育、体育、美育的提升都有
很好的促进作用。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记者：随着 《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 的颁布，全社会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
正在袭来。《意见》也强调书法
要进校园。那么，书法教育对
于我们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将发挥什么作用呢？

苏士澍：《意见》 给我们很
大的鼓舞，说明党中央对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前，
很多人认为书法教育就是写写
字、体会一下就可以。在这种
背景下，书法教育不但有它的
现实意义，更有战略意义和长
远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深
刻理解、好好挖掘。20 世纪
初，中国落后挨打，很多知识
分子认为汉字落后，这在当时
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
有许多仁人志士在引领中华民
族的文字向纵深发展。比如安
子介先生在香港发明了“安子介
汉字六位数计算机编码法”和

“安子介写字机”，王选教授发明
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从此汉字
与现代科技相融，汉字落后论再
没有了市场。但技术也是把双
刃剑，在信息化越来越发达的今
天，孩子们书写汉字的能力却越
来越差。我们说把民族的、特色
的、优秀的东西传承下去，在我
们的下一代中扎根，扎根的一个
核心是什么？是汉字。从甲骨
文到现在 3000 多年，汉字不管
如何演变，其基本结构没有变，
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奇迹。离
开汉字，中华文化就没法传承
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汉字书
写必不可少。

郭振有：书法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
沃土上孕育的一朵奇葩。设想
一下，如果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王
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中国传统
文化一定会失色很多。书法又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艺术，也
是进入传统文化的门径。要领
会中华传统文化，进入中华民族
的精神世界，就要学习、研究书
法。《意见》里面讲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一些核心理念和人文思想，
我觉得跟书法非常一致。比如
说“知常达变”，“常”就是恒久不
变的思想、原则，“达变”就是不
断发展变化，书法也是如此。比

如“道法自然”，书法艺术就
是肇于自然，“外师造

化 ”；再 比 如
“ 求 同

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
想等，也都是书法所追求的。还
有“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中
和，即中庸、和谐，正是书法的核
心要求。王羲之的书法“尽善尽
美”，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中
和。笔法、字法、章法都是让而
不争，这就是中和。通过练书
法，更能够理解和感悟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理念。同时，
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
解，字也是写不好的。传承发展
书法才能更好地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贯彻实施《意见》，书法教
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没错，书法是进入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门
径 。 如 今 大 家 都 拿 着 电 脑 、
IPAD、手机，敲键盘、点鼠标
代替了动笔，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倡导动手写字的意义
和价值何在？

苏士澍：我曾经到北京的
一所学校调研。学习完一篇课
文，我让孩子们合起书本听写
词语，结果写对的只有 20%！
这说明，书写能力在我们孩子身
上已经明显退化、下降。我们大
人也一样，常提笔忘字。如果照
这样下去，我们就只会认字，然
后就只认拼音，甚至连拼音也不
认识了。美国一位政要提出，当
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
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
的传统文化，那么美国人就可
以不战而胜了。可见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在现代化的
今天多么重要！

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书
法艺术非常科学。你看用毛
笔，不但有横平竖直的动作，
还有上下提按的动作，这有利
于左右脑的同时开发。越写大
字，孩子精力越集中；老人一
写字，就入静。有的校长跟我
说，课堂上孩子写字的15分钟
左右最为安静。为什么？写字
把他们左右脑全都占住了。精
神集中了，学习等各方面也都
上去了。练习书法，可以提高
我们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

郭振有：中国字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内蕴非常深厚，其中
包含着很多“文化密码”，只能
靠手写才能感悟。如果你只用
电脑、手机来输入，就把它的
内涵、内蕴抽空了，它就变成
了简单的表层的声音符号或文
字躯壳，中国文化就会出现深
度的蕴含的丧失。对中国字，
我们应该有敬畏的态度。手写
是认知、理解、品味中华文化

的必需过程。汉字是有亲和
力的，但只有手写才能

体味到它的亲和力。

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汉字书写必不可少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引起社会很大反响。一段时
间以来，《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电视节目收
视率也出乎意料地高，说明传承传统文化在民
间也很有土壤。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书
法进校园的时代价值？书法教育对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年青
一代有什么作用？3月8日下午，苏士澍、郭
振有先生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 E 政
录”，就中小学书法教育相关问题深入探讨。

记者：近年来，教育部高度
重视书法教育，2011 年出台了

《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
见》，要求中小学通过有关课程
及活动开展书法教育；2013 年
颁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
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书法
课教学目标、内容和任务要求。
2015 年义务教育书法教学用书
目录发布了 11 种 《书法练习指
导》的教材，这些教材，两位专
家都参与了审查修订。两位先生
经常到全国各地和许多学校调
研，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非常
了解。请问目前我们中小学书法
教育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面临哪
些困难？

郭振有：据我所知，这 11
套教材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凡
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在使用。我们
在全国有近千个实验区和实验学
校，它们都非常重视书法教育，
积累了很多经验。目前不少学校
没有按教育部要求开书法课，主
要瓶颈是缺少书法教师。这 11
套教材也很便于自学。除了补充
专职和兼职书法教师外，一个可
行的办法是加大培训力度，特别
是要好好培养语文老师，让他们
除了教语文之外还能教好书法。

苏士澍：这几年中国书协、
教育部一起做了一个“翰墨薪传
工程”，对中小学书法师资进行
培训。初中、高中，每所学校至
少配备 1 名书法教师。此外还要
改进师范教育，以前就是中央美
院培养书法老师，一年不过十几
个，现在是200所大学都招，但
都放在别的学科里头。随着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推进，
书法如果能上升为一类学科，不
仅教学生怎么写字，还和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德智体美育等
结合起来了，和做人结合起来
了。这样，学校今后就不是单纯
进了 1 名书法教师，而是同时也
能挑起德育、美育的担子，只能
用这样综合的思路，才能解决师
资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个问
题。有些地方，书法课开始了，
孩子们就直接用笔、墨在课桌上
写。实际上，一所学校至少要有
一间书法教室，这体现的是书
法文化的传承。桌子一
米左右，笔墨纸砚摆在
那儿，学生们在那里
规规矩矩的，在这种
环境下，他自然而
然就有感觉了。仪
式 感 在 文 化 的 传

承上很重要。师资问题解决了，
教室问题也解决了，书法课才能
落地。

记者：书法教育国家高度重
视，但一线落实不是特别给力，
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书法课
程。

郭振有：书法教育在中小学
是国家课程。国家课程是法定
的，不允许不开，也不允许随便
开。教育部规定，小学三到六年
级每周有 1 节书法课，这是国家
课程，国家教材。在初中和高中
属于选修课，可以活动课程来实
现。国家这么重视，只要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校长认识上去了，
开起来不难。有的学校校长带头
学书法、教书法，老师人人学书
法，每个语文老师都能上书法
课。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实验
区，每年搞书法节。这样，书法
教育的氛围就浓厚了。

记者：有好老师，才有好教
育。两位专家对教师们写好字、
教好书法课有什么建议？

苏士澍：书法教师不仅要教
会学生写字，更要通过写字端正
学生的坐姿、用笔姿势，让学生养
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起对书法的
兴趣。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自
己就要热爱书法，这样给孩子们
讲书法的时候才能做到生动活
泼，而不是生搬硬套。教书法课
首先乐在知字，最后才乐在写
字。

郭振有：习近平总书记对好
老师提出四个要求：“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书法老师也当以
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让
中华民族每个孩子写好字，为传
承中华文化、实现中国梦贡献力
量。为什么书法要先写楷书？楷
者，楷模也。老师要做孩子们的
道德楷模。老师不仅要会写字，
还要多读书，积累知识。如果你
教书法对于字所蕴含的意义不能

讲出来，也不是好老师。老师要
爱学生、爱书法、爱教育，把自
己的智慧、力量都贡献到书法教
育事业上。

记者：目前中小学书法教育
的实际，是学校和校外共同推进
的方式，那么两方如何真正携起
手来、共同克服难题，推动书法
教育发展呢？中国书协在这方面
有什么具体设想？

苏士澍：书法教育一定要创
新，一定要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
来。现在我们打开 IPAD 或者手
机就能随时随地练书法，非常便
捷。在这方面，未来还要加大投
入，创新思维，深入发掘、开发
我们的汉字传统文化资源。我们
中华出版促进会开设了一个汉字
体验馆，通过感字、知字、玩
字、写字一系列活动，培养孩子
对书法的兴趣。我们希望这样的
培养能深入孩子们的心灵，让他
们从小要练好中国字，长大做好
中国人。中国书协参与的书法教
师“国培计划”预计在未来 5 年内
培养7000名书法教师，为书法教
育全面铺开贡献力量。同时我们
还准备举办一些展览，通过展览
推动书法教育进中小学课堂。

郭振有：音乐美术可以是少
数人从事的艺术，书法则是所有
写字用字的人都应该参与的一种
社会性艺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
该把字写好。要明确一个目标：
中小学书法教育是普及性的，是
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写好字，而不
是为了培养书法家，不能用少年
宫或特长班的办法教书法。当然
我们也很希望在普及的基础上能
产生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这样
的大书法家。我们希望把教育系
统和中国书协系统两方面的力量
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培训中小学
书法老师、成立中小学书法实验
学校等方面，双方能共同推动书
法进校园、进课堂，提高书法教
育的质量和效益。

师资和教室问题解决了，书法教育才能落地

3 月 8 日，郭振有（左）、苏士澍（中）做
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 E 政录”，就中小
学书法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本报记者 修伯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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