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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来到
这个世界只是为了适应世界，有些人则
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来。五年前，正是钱
江潮涌到最高峰的八月十八，傅国涌先
生在五十之年开始儿童母语教育实验，
我便是当日的见证者。同一片天地之
间，人和人却有着如此不同的表现，这
往往是由内心的品质决定的，我们不妨看
作是某种生命Wi-Fi的神奇密码。

五年来，傅老师践行的以人文为中心
的儿童母语教育，他的一百堂与世界对话
课，他带孩子们到过的中国乃至世界诸多
人文历史现场和自然大美之处，他所传授
的就是那种Wi-Fi密码，将隐秘的世界一
一打开。他自己有一本重要的书，大体可
以视之为对这一密码来源的交代，这本书
就叫做 《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
他以恳切而坦诚的方式，将自身成长的秘
密表明了出来。雁荡山中的那些石头、流
水，那些食物与书籍，还有那些生命的寂
寞，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在一个地方
坐久了，就是坟墓。”于是他就化石头为
云朵，告别故乡的山水，从此拥有了不同
的人生半径。

首先是空间的半径，如果一个人从小
生活在杭州，把西湖当作生命的原点，可
以往西、往东或往南、往北，你走得越
远，人生的半径越长，你的人生经验也就
越丰富，构成了你可以直观的人生空间。

我曾去过印度，甚至登上了喜马拉雅
山的群山密林，独自漫游。杭州的海拔平
均只有19米，喜马拉雅的海拔可达8000
米以上。我登上印度西北克什米尔古尔马
的最高峰，右边是巴基斯坦，左边是印
度，一个转身就看见了中国。这是书斋里
的人生半径所无法想象的。

第二个是文化的半径，你需要拓开心
胸，阅读来自不同文明的经典，无论是古
典中国的，还是印度的，希腊的，阿拉伯
世界的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典籍。这
两种半径，就是平常所说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无论空间的拓展还是与阅读的寻觅，毕竟还是属于外在
的半径。最关键的乃是心灵的看不见的跃迁，也就是需要有更重要的
内在的半径。

我们在自然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中，是否常常会被一些美
好的事物感动？是否常常因美而生爱，因爱而生美？这一点甚为重
要。傅先生在国语书塾这五年的实践，就像是传递一种Wi-Fi密码，
而这个密码究竟触及了什么？

但丁童年时曾发生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看见了一个叫贝雅特丽
齐的女子，他一辈子也只见过两面。他却写了诗集《新生》来纪念这
一种人生的遇见，这是神奇的爱的力量。他在《神曲》结束时写道，
推动着人类的爱，也是推动着太阳和群星的伟大手掌。奥地利诗人里
尔克说：“爱，是需要人们毕生学习的。”它涉及心灵的半径与心灵的
深度。

正因为珍贵，注定了不会像雨水那样齐刷刷地落到人的生命中，而
更像清晨的露珠，只能由每一个个体一滴一滴来收集、呵护。毕竟，露
珠的真理，就在于它们注定消失于光照前的那一最短促的时刻。

唤醒灵魂的重要事物，除了爱就是美。美是另外一个深藏的秘
密，因为谁都不知道你的内心发生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子非
鱼，安知鱼之乐也”，这是庄子与惠子的不同经验之分途。美与爱互
相推动，爱可以促成内在世界的运动与发生，展开一条神奇的美学半
径。一旦领悟了这一点，时间的无穷和空间的无穷，就不是我们真正
寻觅的方向了。

简而言之，外在半径有二：一是遇见自然的存在，它需要一双敏
锐的眼睛，兼有一颗善感的心灵，以展开空间的追寻；二是遇见文化
的存在，需要知识的积累，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等。内在半径只有
一条：那就是心灵的深度。

每一个被众人看见的卓越者都有过暗夜里默默努力的时间，有过
现实之维与理想之维的互相角力，进而开辟出自己的三条人生半径
来。在这三条半径之中，尤为关键的是内在的心灵半径。这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呢？譬如你读一本书，你爱上了这本书；听到一段话语，能
听见神性；看见鱼儿在濮水间戏游，居然能感受到鱼儿的快乐。反
之，如果你读书成绩很好，但却从来不曾爱过书中的世界，读任何世
界名著都没有感觉，背诵古诗文名篇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即使你去
过伦敦、巴黎、彼得堡、佛罗伦萨，甚至到过芬奇小镇，内心却从来
没有热爱过牛顿、普希金、达·芬奇、列夫·托尔斯泰，也从来不曾
真正喜欢过文学与艺术，你之所以去，是听说《蒙娜丽莎》是旷世之
杰作，而与你的内心却毫无关联，没有心灵深处的回应。

我也曾给国语书塾的部分孩子上过泰戈尔的《飞鸟集》， 《飞
鸟集》的原名叫做“Stray Birds”，是“迷途的群鸟”的意思。每
一个人都是无边天际练习飞翔的迷途之鸟，不知道道路何在的飞鸟，
在寻觅正确的方向，我们人被自然造就，天生秉有了一种能飞翔的功
夫，但是，能不能飞出一种优美、高远的理想境界，其实是需要有前
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需要有爱，爱上飞翔；需要懂美，甚至，内心需
要有一份对真理方向的笃定信心。“当我们完美地认识真理时，我们
才真正地懂得美。完美地认识了真理，人的目光才纯净，心灵才圣
洁，才能不受阻挠地看见世界各地蕴藏的欢乐。”

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一句诗我很喜欢：“我有群星在天上。
但是，唉，我小屋里的小灯却没有点亮。”夜晚的天空布满星光，闪
闪烁烁，但是，如果自己内心那一盏小小的灯还未点亮，那世界仍然
是漆黑的。真正值得我们追问的就是这个问题，需要让内在的小灯盏
点亮起来。试想，公元前200多年的某一天，当庄子与惠子一同站在濠
梁看鱼，一个人内心的小灯已点亮，发现了鱼儿的快乐，另一个人内心
充满夜色，因此茫然无觉。惠子说：“快乐，这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你的
想象而已！”他不能理解庄子的快乐，也错过了可以享受同样快乐的时
刻，因为他把心灵中的“发生”，当成了自然本身的存在了。

我们该知道，美从不属于自然，从来不是简单的存在，它一定发
生在“无”中的世界，它的开创性的“有”，换言之，美是一种无中
生有，源自心灵的呼应。这就需要每个孩子在童年、少年时代起开始
准备，让一颗鲜活的心灵去面对世界。如果这样，一个场域的Wi-Fi
就兀地接通了。因为我相信，我们不仅仅是为适应这个世界而来的，
而是要寻找一个更美好、值得我们肯定的未来。三条人生半径就是为
了通向这样的未来。

（作者单位系中国美术学院，本文根据作者在国语书塾五周年分
享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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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及唐代书法，必说唐楷，尤其
是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更是家喻户晓，
而少有人提及唐隶。因为汉代才是隶书
的鼎盛时期，汉隶的雄浑与高古已经成
为那个时代的标志。隶书在汉以后历代
皆有书写，但将其刻于碑版并蔚然成为
一种风气，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算是一
个重要的时期。启功先生慧眼识珠，曾
有《论书绝句》：“正始以来论篆隶，唐人
毕竟是中兴”，并进一步说“今人不敢薄
唐篆而轻议唐隶，吾未见其有当也。”意
思是说，不但唐篆好，唐隶也好。

1
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的

字体是篆书，但从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
秦简来看，字形虽然属于篆书，而用笔中
已经出现隶书的笔意，由于用笔流畅，结
字减省，婉转的篆书线条正在向点画演
变，书写变得快速，符合了实际应用的需
要。西汉立国后，这种便捷适用的字体
迅速发展，成了社会和官方认可的通行
文字，由此开启了以隶书为主的时代。
当然，早期的隶书字形笔法尚未成熟，仍
有篆书的意味。但从西汉中晚期，汉隶
面貌逐步形成，无论是书写在简牍上的
墨迹，还是刊刻在碑石上的刻字，无不质
朴精美，端庄大气。到了东汉晚期，隶书
则达到了灿烂无比的鼎盛时期，此时出
现了大量的碑刻，如我们熟知的《张迁
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
碑》等，可谓名碑纷呈，风格多样，是我们
今天学习隶书的典范。

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讲，当一种
书体达到登峰造极之时，也就是其衰落
之始。就隶书来看，这种情况在汉末已
经出现，当时一些丰碑巨碣过分强调波
挑的装饰性，汉隶曾有的生气勃勃渐渐
消失。尤其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统一典
籍、校正文字所立的《熹平石经》，更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从书写水准上不可谓不
高，但其形神气骨与风格多样的隶书名
碑大不相同，后世称为“石经隶体”。《熹
平石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
经典刻石，准确规范至极，士人学子纷纷
仿效，于是隶书的风格慢慢统一为这种
方平正直、中规中矩的特征。魏晋南北
朝时，各种书体交相发展，虽然隶书仍是
官方通行的作为正规场合应用的书体，
但这时的楷书趋向成熟，草书也经过章
草阶段逐渐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
变过程中逐步成熟，曾经辉煌一时的隶
书已经走入程式化的末路。这种情况一
直发展到初唐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看欧
阳询的《房彦谦碑》等，表现为结体方整、
疏密停匀、精致谨严、圭角外露等特点，
深受汉末《熹平石经》的影响。但初唐书
法风格更多的是承续王羲之、王献之父
子，以优美为主调。随着国力逐渐强盛，
文化不断繁荣，艺术领域也逐步进入烂
漫多姿的新境界。

到唐玄宗李隆基即皇帝位后，肃整
纲纪，励精政事，社会安定，开创了和
平的开元盛世。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壮
硕肥美逐步成为艺术审美的主流。据
《旧唐书·本纪》记载，唐玄宗“尤知
音律，善八分书”，这里说的八分书，
就是隶书。《宣和书谱》也说其“临轩
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
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

学。”可见，当时风靡的“二王”流美
书风已经不符合盛唐的审美需求了。唐
玄宗锐意改革，提倡隶书、章草，以隶书
来纠正楷书，章草纠正草书，亲自书写
《石台孝经》及《纪泰山铭》，又颁布《字
统》规范隶书的形式和写法。唐明皇李
隆基的《石台孝经》刻成后，就立在长安
城务本坊之太学内，借此来教化臣民。
尤其《纪泰山铭》，为唐玄宗封禅泰山后
撰书的铭文，镌刻于泰山大观峰石壁上，
属于摩崖石刻，字大近尺，结构谨严，浑
厚苍劲，气势雄伟，真正反映了那个气象
阔大的时代。这种结字工整庄严，笔画
华丽丰腴的隶书风格，被后世称为“明皇
新体”，成为唐隶的典范。晚清叶昌炽认
为：“唐玄宗好八分，自书石台孝经，泰、
华两铭，鄎国、凉国两公主碑，于是天下
翕然从之。开、天之际，丰碑大碣，八分
书居泰半。”书法风气大变，此时涌现出
一大批以隶书见长的名家，民国柯昌泗
也在《语石异同评》中说：“唐人分书，明
皇以前，石经旧法也，其体方而势峻。明
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韩
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

2
唐隶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它并不是

简单的复古，而是体现了审美情趣在这
个特定时代的改变。如果和汉代的隶书
相比，两者最大不同在于取法不同，取
势各异。汉代隶书的基础是厚拙古朴的
篆书，从用笔、结构到章法，都十分生
动，可谓不拘一格，而唐隶的基础是唐
楷，表现为点画平直，结构端严，章法
整饬，显得规矩刻板。唐玄宗的隶书最
具楷书特征，端正大方，点画用笔有隶
势，但多用楷法为之，是唐代书法注重
法度的体现。对于汉、唐两代的隶书，
清代万经 《分隶偶存》 认为“汉多拙
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
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
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
耳。”同时代的王澍《竹云题跋》中也
讲到“唐人隶书多尚方整，与汉法
异。”汉唐隶书之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大
白于天下，但绝不能认为唐代的隶书就
一无是处了。清代刘咸炘在 《弄翰余
沈》 中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
气而论高下。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

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下。高风气中之下
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因此，
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
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特点。

从继承的角度来讲，唐隶实从魏晋
而来，只是收敛了棱角，在肥重方面予
以加强。启功先生说过：“汉隶至魏晋
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
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
揉造作之习生焉。魏晋之隶，故求其
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归失于自然
也。”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从几块碑刻
就会明显看到魏晋时期隶书的特点：
《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
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
正、气度庄严，但笔画都呈方棱的尖
角，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
揉造作，有方板之病，很少有生趣，这
就是魏晋隶书的特色。此时的 《孔羡
碑》，书法结体方整，字形长方，已变
汉隶的横势为纵势，笔画方硬，挑法同
样呈方棱状，特色更鲜明，实际上是隶
书向楷书过渡的先导。还有清代出土的
《曹真残碑》字划清晰，从中可以更好
地窥见魏晋隶书的用笔面貌，其笔画呈
圭角，捺笔圆厚出锋，和其他碑方棱的
挑法不同。与它风格相近的还有《王基
残碑》，其点画已趋向楷书的写法，棱
角渐去，势皆方板，笔皆显露，已经很
明显地看到唐代隶书继承的影子。

那么，到了唐隶，呈现出的就是笔
画圆润丰腴，波挑左右开张而无棱角，
结构上狭下宽，反映了唐人崇尚丰美的
审美情趣。同时，极讲求左规右矩，方
整端正，结构对称，装饰趣味特别浓
重。汉代隶书变化多端，纯出自然，一
碑有一碑的特色，而唐隶则较为规范，
与唐楷一样法度森严。但唐隶线条富有
质感，方整之中流露出一种光泽丰丽的
美，这种雍容华贵的气息，又是汉隶所
不及的。唐隶笔画之中虽然时露楷意，
这是楷书通行时代自然的反映，从审美
上来讲，给隶书增加了新的意趣，这也
影响到了后代隶书的发展。

唐代的隶书家，有案可查者不少。
除了前文提到的唐玄宗外，后世提到最
多的，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
人。韩择木是韩愈的叔父，他的隶书在
唐代曾被列为第一，《宣和书谱》评价为
最高：“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择木
乃能追其遗法，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
焉。”从《祭西岳神告文碑》看，他的隶书

与一般唐隶不同，笔画并不丰腴，用笔清
峻遒劲，结构中紧，波挑四面开张，显得
窈窕而有姿致，这在唐隶中比较少见。
应该说他的隶书比较接近汉隶，字形有
方有扁，而有的略长，无排列如算子的弊
病。然从气息上看仍属于唐隶的范畴。
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字形俊美，结构
比较紧密，其波挑以力出之，劲健而有姿
致，这种以楷法入隶的风格是唐代隶书的
典型。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有汉人的
风韵，但更整齐规矩。李潮是杜甫的外
甥，杜甫曾作《李潮八分小篆歌》称其：“八
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从这些
名家碑刻作品看，唐隶也是在接受传统、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地创造出
来，并没有完全丢掉传统。客观来讲，时
至今日唐隶的影响较小，在整个书法史上
属于面貌独特但昙花一现，这也正是其独
特时代风格特点带来的必然结果。

3
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中认为：

“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
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
的时期全是隶书的阶段也不为过。草书
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
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固是无待多言的事
实，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种变
化。”就唐隶来讲，它的重要影响在于确
立了一种逐渐趋于肥美的审美风格。清
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说：“至玄宗
字肥，其后颜鲁公、徐浩、王缙、苏灵芝诸
人字皆写肥。”正是由于这种风格所带来
的影响，至颜真卿则凭借其对文字法度
的深刻领悟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广泛
借鉴秦篆、汉隶、北朝碑版与初唐褚遂
良等人的书风，结合民间书韵，创立

“颜体”，以雍容伟壮、雄浑朴厚、气势
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
立了唐楷的法度，成为“二王”之后中
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并且影响至
今，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综观
唐以后的书法史，宋元明三代的隶书都
没有脱离唐隶的窠臼。一直到了清代，
这一藩篱才被逐渐打破，由于尊古之风
盛行，清人开始关注汉隶，追求古朴拙
厚，风格多样的面貌，笔下的旨趣便也
与唐隶迥然不同了。

（作者系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副教授）

书法史里识“唐隶”
程仲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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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颐和园昆明湖 七绝 香山红叶

“紫禁之巅·皇都揽胜”——北京
皇家园林诗书画印展11月1日至11月
27日在北京景山公园观德殿展出。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教授张同印历时三年，为12个北京皇
家园林公园创作诗歌 28 首，又用篆、
隶、草、行诸体进行书法创作，诗歌情
真意切，书法朴实高古，洋溢着浓厚的
书卷气。画家王嘉平、孙佩杰是著名写
意楼阁山水画派创始人、北京画院老一

辈画家何镜涵先生之高足。此次展出两
位画家的 35幅作品画风典雅，意境幽
深，独具皇家特色。六位篆刻作者是王
弼钢、彭智发、方玉杰、任晓明、姜栋
和张永辉，皆是张同印教授的硕士、博
士弟子，大多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围绕
北京皇家园林文化主题，六位作者耗时
一年，治印 111方，体现了较高的金
石艺术素养和造诣。

（缇妮）

天坛回音壁

皇都揽胜南线花街紫竹院

诗书 张同印

治印 方玉杰 彭智发 王弼钢

书法是中华民族独创的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本期文化周末特邀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副教授程仲霖从书法史的角度，讲述唐代隶书的演变与发展，带领读者领略书法之美，并从中感受中
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唐玄宗 《石台孝经》 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中国书法艺术》

1998 年版

▲唐玄宗《纪泰山铭》局部

选自《中国书法》2012 年第 10 期

▲史惟则《大智禅师碑》局部

樱棠春晓 牡丹园

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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