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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 我是一个真正的教书匠

■

张杰

“她们是用身体写字， 我们是用笔写

字！ ”每当欧阳中石下课后，他的学生总是

围在身边不肯离去，想向他多请教一些有

关书法的学问，朴素的场面让人想到古代

的传统教学。 他的一个舞蹈与书法兼修的

学生，向他介绍他们正在排演的一部与书

法有关的舞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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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欧阳中石一句话

便道出了书法和舞蹈的关系。

这些年常有人将欧阳中石称为“书界大

师”、“书法泰斗”， 对此他却有另一种强烈的

自我身份认同， 欧阳中石认为自己是一个真

正的教书匠， 走过了从小学教师到博士后合

作指导教师的全过程。 他说自己教了这么多

年，一方面教人，一方面也学人。他表示，走到

现在，没教完，也没学完，还在不断地摸索。

回顾几十年的书法创作与书法教育

历程，欧阳中石说自己走的是一条比较规

矩的路子，因为自己首先想到的是，“不要

把自己的学生领到歪道上去”。

不只教写字， 还要教

学生理解文化

张杰：您对中小学书法教育有什么看法？

欧阳中石：原来的写字课，我认为中小

学书法教育不光是一个写字问题，而是一个

中华文化的教育问题。教育部现在谈中小学

书法教育，意思就是，书法教育不是光谈写

字，而是用笔来规范地传达思想，我觉得强

调规范这一条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限制学

生发展，但规范要清楚，这是一个主流。

张杰： 您在 《文化漫谭 》 里也曾说

过， 汉字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高度， 怎样

在中小学书法教育过程中把文化高度和

书法教育规范结合起来？

欧阳中石：我们的汉字应当是中华儿

女在科学和艺术上的结晶，从实践到理论

都很了不起。 从前年开始，我们开始了一

个新的课题，今年

6

月正式操作，叫“汉字

的认知与表现”。 怎么认汉字？ 我不研究文

字学，我研究怎么认汉字，把前人或文字

学专家研究出来的规律、窍门抓住。 过去

咱们认汉字是见一个认一个，我现在是见

一个认一片，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都认识

了。 我用两句话概括汉字的特点：一是以

形状物，二是以物会义。 汉字是用形象表

现事物，画个山，一看就明白。

在这一点上，交流最方便的是语言，但

语言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把语言记录下

来变成文字就没有这种限制了。 但音符文

字表现事物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 声音和

客观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比如书，北方

叫“

shu

”

,

南方叫“

xu

”，美国叫“

book

”……哪

个是根本的？ 不知道，都是规定的，我们这

一块是这么规定的， 你们那一块是那么规

定的，这就叫“没有共同语言”。 但画出来

呢？ 你看见太阳也认识， 我看见太阳也认

识，美国人认识，日本人也认识，这就是“以

形状物”。 当然可以画出来的形象有限，但

可以 “以物会义”———用一个东西理解它。

比如“手”加一个“合”，就可以“拿”东西，旁

边加个“丁”是“打”，这就是会义。这边画个

太阳，那边画个月亮，一边发光一边反光，

叫做“明”。我们需要把这种方法告诉学生，

学生就明白汉字是怎么一回事了。

张杰：您的“汉字认知与表现中心”是

不是很快就会与中小学书法教育结合起来？

欧阳中石：这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特殊课

题。 叫书法教育，而不是叫书法艺术，意味着

不光要教学生写字，还要教学生理解文化。

我们要先写出让书法

老师学习的书来

张杰： 怎样解决中小学书法教育中

的一些基本困难呢？

欧阳中石：这是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

的学生做过一个调查， 比如都讲这一套，

一时掌握不了怎么办、没有书法教师怎么

办？ 有的学校一个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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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毛笔，学生

轮流用，上课发下来，下课再收回去，这些

都是问题，应当一步一步解决，只要我们

方向对了，问题慢慢会解决的。

张杰：现在孩子很多都用电脑，有没有

好办法让他们对汉字感兴趣进而喜欢书法？

欧阳中石：原来有人错误地理解，认为

电脑冲击了汉字的书写，我觉得这个理解不

对。 为什么我现在的课题叫做“汉字的认知

与表现”，汉字是怎么表现的也得研究。 原来

是刻出字来，后来是写出字来，再后来是印、

拓出字来，这都是表现。 现在电脑打出字来

也是一种表现， 电脑打出来的字虽然很规

范，但千篇一律，提不起人的感情。 一个字用

不同的感情写出来目前电脑办不到，但我们

的手能办到，我们希望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电脑也能办到，这就了不起了。 我们把古老

的毛笔随身携带，可以随时书写，电脑目前

至少没有这么方便。 我们不保守，各有各的

利弊，我们哪一个都不拒绝。 我们相信手写

会提高，电脑也会提高，会更科学化。

张杰： 孩子对书法感兴趣后 ， 怎样

避免因方法或选帖不恰当等问题使他们

误入歧途或重新远离书法？

欧阳中石：我想我们国家应当做一番

研究，研究出一种规范而且方便易行的方

法和标准。 怎样更好地进行书法教育，得

有一套制度。 现在提出要求来了，做起来

困难是具体的事，可以一步一步解决。

张杰： 对于从一年级到高中的书法

教育， 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欧阳中石： 我不主张把所有的字都练

了，我主张就写几个字，这几个字真正写好

了，别的就快了。 这是一个最近的路子。 我

曾说，所有的字都学了肯定永远写不好，如

果把一个字写好了，再写好一个字，写好两

三个了，下面就都会了。 我曾开玩笑说过，

如果什么字都写过，也都写不好，他就写不

好了。上学时，我是个调皮学生，不太用功，

但也没被落得太远，就这么糊弄过来了。

学生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

张杰：据说当年您让初中生和高中生

一起考试， 初中生比高中生平均分高了

6

分，您用的是什么办法？

欧阳中石：那是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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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我说

的只是语文，我用的是“六法全书”：字法、

词法、句法、章法、修辞法、逻辑法，就这些

东西学会了他们就行了。 只要有了方法，

活题都能答得好，死题还能背不过？

张杰：当初您在北京大学读的是逻辑

学，您是怎么把书法教育和逻辑学结合起

来的？

欧阳中石： 我想这么说好不好 ？ 我

当初学哲学、 学逻辑， 后来只教过几天

逻辑， 却教起了书法和其他课程， 这叫

“不务正业”。 但无论教什么课程， 我说过的

话都是符合逻辑的话。 比如我把汉字一一归

类， 这是不是逻辑？ 所以我真正执行的还是

逻辑。 我写字也是符合逻辑的写法， 我写字

不快， 慢条斯理， 各方面都照顾到再写出字

来， 比如这边写大了那边就得小点儿， 这边

长了那边短点， 琢磨琢磨， 这些都是逻辑，

反正我要它平衡就行了。

张杰： 您几十年从事书法教育， 对此您

有哪些体会？

欧阳中石： 这么说吧， 我小时候学过书

法， 一直写到大学在班里还不是一个以写字

著称的人，很多人都在我前头。在我没到首都

师范大学教书法之前，我也很少写字。只是我

们成立了书法班，我当然要考虑写字。怎么考

虑的呢？ 还是用逻辑，写一个等于写一片。 我

写字绝不死临一个帖，临几个字就行了，根本

不临完。 临完一个帖那多笨呢，白耽误工夫，

那叫“重复自己的错误”。我总结一句话说，我

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 但我老想用智慧夺取

时间。 我不主张练，我主张学。

张杰： 您在京戏上有很深的造诣， 您觉

得您的书法和戏曲有哪些关系？

欧阳中石： 我今年的博士后里面有个是

舞蹈教授， 她要把舞蹈和我的书法结合起来。

我说我是用笔舞，你是用身子舞，你腿举不到

的地方， 我笔一抬就上去了， 我有我的方便。

张杰： 这些年来， 您是怎么把高等书法

教育和基础书法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欧阳中石： 高等书法教育都是从基础书

法教育来的， 充分了解基础书法教育之后才

能了解全部， 这样才能做到教哪个阶段都

行。 如果只会初等不会高等不行， 全过程都

懂了， 再去具体到某一个阶段好办。

张杰： 您怎么看几十年来自己的书法教

育历程？

欧阳中石：应该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行，但

我的学生什么都行，学生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

（本文相关作品均为欧阳中石作）

相关阅读：《丁永康 中小学书法

教育的试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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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奶水的女人 维米尔 绘

■

艺术现场

文品功名 杨频 作

欧阳中石 生于

1928

年， 山东

省肥城人。著名学者、书法家、书法教

育家，早年拜在京剧大师奚啸伯的门

下。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全

国政协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

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

让我们去画拉萨

■

张窍

9

月

4

日是我今年起的最早的一天。我们

到格尔木站了。 我们几个同学下了车，一个

因为适应这闻名已久的高原反应，两个因为

在烦闷的车里呆得太久了。

2700

米左右，不

见那神秘的高反（高原反应的简称），倒是空

气格外清新，剩下的就是黑朦朦的一片。 回

到车厢怎么也睡不着，是车外的空气刺激了

我，还是明天就能到那神奇的高原了呢？

清晨

6

点

27

分， 我们已蹲在火车窗前。

天色微微发亮 ， 此时正好路过一小城 ，

微黄的灯光浸没在灰蓝色的背景里， 听

说高原天亮得晚， 上班也晚， 这灯光可

比北京早晨的灯光要温柔许多啊。 昨天

一路戈壁， 人烟罕见， 这昏黄的灯光令

人期待 。 窗前的景色像缓慢的渐变带 ，

从深蓝色到灰钴蓝色。 地平线透着一丝

光， 远远的， 灰灰的， 悄悄照亮了它前

面开阔的草地。 闲聊了一段， 某同学大

叫： “哇！” 大家的目光甩出窗外， 太阳

一下子蹦了出来， 格外耀眼。 我们被刺

激到了， 作为美院的孩子们， 从来都是

起晚贪黑， 一年难得能看见日出。 看见

这高原的小可爱喷薄而出， 我们兴奋不

已。 这时只听相机快门： “咔嚓， 咔嚓，

咔嚓……”，就想记录下这一刻，仿佛那是

一道佛光，倾撒大地。 没乐多久，一片大雾

包围了我们，我们只能看到从缝隙中透过

来的小光点，但几分钟后，开阔的大草原、

连绵的山脉、 触手可及的云彩亮丽登场，

这就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吗？

正午过后， 太阳正中 ， 天上的云朵

一层压着一层， 仿佛这天空挤不下似的。

山川在剖析自己， 什么颜色都给我们看，

红橙黄绿青蓝紫， 像彩虹的翻版且更有

层次。 时不时云层的影子爬上高山， 把

这丰富的色彩统一一下。 美院的孩子们

因为这些累得啊， 火车真的很科学， 两

边都有窗户 ， 就不时有人喊着 ： “哇 ，

快看这边”， 待大批人马赶到， 此同学很

煞风景的说道： “噢， 过了”， 火车一路

载着 “咔咔” 快门声、 “哇哇” 惊叹声、

“啊啊” 遗憾声和 “哈哈” 爆笑声， 飘然

穿梭过大草原！

对于一部分同学下午

1

点是噩梦来袭的时

刻。 刚刚过了那曲站，饼哥因为高原反应变成

了机器人，而且还是生锈的那种。 什么动作都

要慢一拍，连眨眼都格外小心谨慎。 鼠姐，此时心

情已如在地狱一般，插着氧气管，不管窗外的风景

有多好，也无暇欣赏，头疼欲裂。我问饼哥，此时有

什么想法没，他一字一句吐下了下面的话语：

“云凝固在那里

只为给水一片倒影

山行走在窗外

清晰之余却触不可及

这是天神的惩罚

这是痛苦的奇迹

或许只有牦牛配得上这块土地

鼠姐哭了”

下午

4

点整， 我们出了火车站， 烈日高

照。 我们去了一个洋气的宾馆： “吉祥宝马

宾馆”， 接着我们去了重庆老鸭汤饭馆。 西

藏的繁华让我们很难觉得自己处于一个佛教

圣地。 商铺琳琅满目， 导游也说， 拉萨就是

一个旅游城市， 重在其宗教色彩， 是所有佛

教徒的圣地， 要看这座城市 ， 你要往深里

看， 这片土地是渗透着佛教涵养的。

躺在宾馆的床上， 期待着明天去大昭寺

那边， 看看拉萨到底深在哪。

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突围

■

杨频

笔者不久前参加了一次北京朝阳区

中小学书法大赛的评审。 朝阳区已经连

续

8

年举办中小学书画大赛， 参与学生众

多 ， 该区对于传统文化可谓相当重视 。

今年全区参赛的书法作品近

600

幅， 已经

是经过每所学校筛选后挑出来的优秀之

作。 但在评审现场我们看到， 在数

10

所

学校选送的

300

余幅毛笔作品中， 真正做

到书写整洁、 美观、 大方、 自然的作品，

数量还不多。 评审按年级分为

4

个组， 即

小学一至三年级、 四到六年级、 初中以

及高中。 其中四到六年级组选送了近两百

幅，好作品也多一些，原因是此阶段学生

的控笔能力有所提高， 能投入时间和精

力，态度也最为认真。 相比之下，高中组只

选送了几幅作品， 书写也最为敷衍糟糕，

足见应试压力下书法教育的尴尬。 大赛共

有金奖获得者近

10

名，皆笔墨自然，点画

结构相对到位。 其余数百幅作品则有不同

程度和类型的毛病，大致可归纳为几类问

题：笔墨生疏怯弱、填墨描字、无笔法章法

或取法低俗、纸墨材料过差、教师代笔等。

上述几类问题其实带有全国范围的共性，

折射出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基本问题

所在，笔者认为，总的根源是缺少合格的

师资和基本的课时。

近年来， 因升学率造成的课程挤压

以及键盘输入功能的替代， 中小学书法

课程逐渐形同虚设， 学生书写能力也每

况愈下。 教育部今年

8

月下发 《教育部关

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 似乎可

以看作是世纪之初的 “书法教育新政”。

新政能否收到应有的效果， 据笔者的观

察以及学界同人近年来的讨论， 其实主

要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是书法特长或卷

面书写能否进入中考、 高考的计分之中；

二是合格的书法教师能否多渠道培养 、

严格考核与稳定上岗。

将特长或卷面书写计入考试成绩，从

可操作层面保证了学校、 家长以及学生本

人三方面的积极性， 由此形成的合力将给

书法教育带来真正浓厚的社会氛围和更为

深层的期待效应。 在应试教育的时代大背

景下，不给予书法以一定的分数值，再好的

师资和教育最后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点

缀， 这些年书法教育潮起潮落已经证明了

这一点， 实用主义基本消解了一切空话和

梦想。 而合格的书法师资则是目前全国中

小学最为缺乏的。 尽管有极少数学校在坚

持书法特色活动，被称为“书法教学名校”

等，但毋庸讳言，今天的各类学校最缺少的，

还是真正能够胜任书法教学的具备专业基础

的师资。 同时，学校与地方书法组织中的优秀

书家之间，也缺少交流和资源共享。 目前的情

况是，接受过所谓书法教育的中小学生中，大

部分还是不怎么会写字， 能够自然流畅写出

较好点画和结构的学生，比例太小，师资的问

题可谓极为迫切。

笔墨生疏源于学生练习时间过少，古人说

“字无百日之功”， 意思是写字要尽量长期坚

持，反复实践，从而逐渐提高书写水平。仅仅以

古代经典法帖为范本，但投入时间不够，字也

不容易写好，尤其是毛笔字，更是要求至少两

三年时间的点滴积累才能真正有所提高。

填墨描字是评审中所见最令人头疼的现

象， 统计数量超过

1/3

。 入门的时候可以让

学生描红， 但不能始终都描字。 尤其有学校

的指导教师把字贴的个别字放大双钩后， 让

学生往里面填墨， 所有的字都是修修补补、

填描出来的， 远看像字帖的翻版， 结构很准

确， 近看则像一堆堆破布扎出来的 “墨猪”。

书写的本质被丢掉了。 书法更谈不上 。 想

来， 兼职并且专业技能较差的师资， 是这一

问题的根源。

书法教育的使命，应该是让学生在不长的

时间内掌握最基本的笔法、章法和墨法，学会

独立自信地书写，同时在书写中不断感受到汉

字的内美与挥运的快乐。 那些将毛笔字当钢笔

字来写的作品，以及完全不懂空间章法布局的

作品，其实也是师资不专业的原因造成的。

同样的原因还导致学生取法低俗， 写得

像电脑美术字、呆板的“老干体”或者干脆涂

鸦画符，格调低下。教师没能将最经典的一些

古代书写传统教给学生， 反而让少年儿童一

开始就染上了低俗的毛病。 楷书中的欧、颜、

柳、赵，行书中的王羲之、王献之、苏轼、米芾，

任选一本大师级的法帖也能奠定一种雅致的

基调。看来，很多指导教师并未认识到传统是

首要的， 甚至将今人或自己作为了范本。 笔

者在个别省市考察时发现， 目前校内外的书

法兴趣班中， 这种 “自我作古” 的教学模式

比较常见， 学生上手快， 但不利于培养高雅

的审美眼光和判断力。

笔者坚持认为， 只有将中小学书法教育

一定程度上纳入应试体系， 才可能取得普遍

和长久的效果。 而中小学校与高校书法学科

或专业书法组织的深度交流合作， 对于提升

当前全国范围书法师资及教育水平来说， 已

显得势在必行。

■

艺术人物

哲蚌寺上看拉萨 （速写） 张窍 绘

昊天空极联

道德文章

惟德者馨

作字行文

■

艺术自述

■

艺术观察

世俗的质朴与纯美

■

范亮辉

维米尔是荷兰

17

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他在绘画上拥有过人的天赋和驾驭光影的能

力，不幸的是

43

岁就离开了人世。 其画作沉默了

近两个世纪之后， 才被法国的一位艺术评论家

杜尔发现， 这位被埋没的伟大画家重新载入绘

画史册，引起世人的惊叹和崇拜。

《倒牛奶的女佣人》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霍兰国立博物馆， 大约创作于

1656

年至

1661

年，

是维米尔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一幅非常经典的

作品，知名度甚高，颇受人们喜爱。这是一幅反应

荷兰民间风俗题材的绘画，也是维米尔一生都孜

孜不倦创作的题材。 同类型作品还有《拿酒杯的

少女》、《穿蓝衣读信的少女》、《花边女工》、《戴珍

珠耳环的少女》等。

17

世纪中期，荷兰正处于独立

之后新兴市民阶层高度发达的时代。经济的高速

发展使荷兰人民过上了一种闲适安逸的生活。在

这些取材于荷兰市民平常生活场景的画面中，维

米尔巧妙地将时代风貌和人物的精神内涵溶于

其中，为人物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世俗之美，让人

产生一种宁静、温馨、静谧的感觉，从而引发人们

对世俗生活的深层思考和理解。

在《倒牛奶的女佣人》中，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中的女佣身材健壮，体态微胖，柠檬黄的

衣服下一条深蓝色的围裙紧紧塞起一角。 她

正忙碌着准备一天的早餐。 左墙上的窗户透

过清晨的阳光，将整个房间照亮，墙上的竹篮

与灯盏自然悬挂着。 近处桌上随意地摆放着

一些食物， 一条深蓝色的抹布轻柔地放在上

面。画面整体构图巧妙、精细、严谨，在看似无

序的杂乱之中呈现一种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静心观察这幅作品， 你会产生一种温柔的感

动，似乎感受到了荷兰女性那种单纯善良、勤

劳美好的性格， 让人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仿

佛得到了心理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

这幅作品将维米尔对色彩超强的驾驭能

力展现出来，他用清新自然的色调赋予画面一

种安静的气息。 女仆身上蓝色的围裙与柠檬黄

的上衣， 将冷色调与暖色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手中棕色的器皿将牛奶缓缓倒出，流动的牛

奶呈现乳白色的光亮，与棕色的陶罐形成默契

的色彩协调。 维米尔总是善于捕捉光的微妙变

化，虽然黄色是画面的主色调，但在光影的运

用中却呈现出不同的色调感觉，从而使整幅作

品达到了光与色的完美融合，营造出一种静谧

的气息和感觉，提升了作品的精神内涵。

从这幅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维米尔是

一位非常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的画家。画面中竹

篮、铜壶、桌布、毛巾、陶罐、面包等，这些原本

单调的物品， 在维米尔的画笔下巧妙结合起

来，高超的绘画技巧，精细的刻画与描绘，使画

面整体上呈现一种柔和、单纯、温暖的感觉，表

现出荷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种富足、

闲适和随遇而安的生活风貌被深刻展现出来。

古代祭祀壁画展助兴

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姜乃强

10

月

15

日至

30

日，

80

幅古代绘画和

200

个古

傩面具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馆再次成为震

撼人心的艺术场所。 这些作品来自贵州、江西、

湖南、四川等地，跨越明代、清代、民国几个时

期，包含巫术、道教、儒教、佛教和祖神信仰等文

化与情感内容，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

术与设计学院颜新元教授历经

30

多年的收藏。

颜新元说，多年来，他一直在细心收集、整理、修

复、揭裱这批原本在古玩摊店零星散落、破烂不

堪的“垃圾”，并逮着一些机会为其著书立说，热

衷于拿实物到文化与艺术的大学讲坛上显摆。

不过，本次展示的作品还未曾出版。 颜新元说：

“这些作品展示了前人面对神圣美好与他者悉

心分享、 相互庆贺告慰， 面对天灾人祸自我鼓

舞、自我疗救的人情与人性关怀，展示了前人以

艺术方式自娱自乐， 以无中生有的卓越想像力

彰显浪漫精神， 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敬畏生态自

然、超越功利实在、延展生命时空、升华人性意

境、提升幸福指标的恢宏态度。

作为“

2011

北京·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

的重要部分，“超越与创造———移动的古代祭

祀壁画展览”专题格外引人注目。 论坛主题为

现代性与民俗艺术、中国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

承、民间信仰与民俗艺术、现代教育与民俗艺

术等。 此次壁画展为抽象的论坛提供了可供玩

赏的具象。 这些保留着祖先体温的民间作品，

向我们传递着民族的情感和想象。 中国科学院

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到会并发

表致辞。 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全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

■

审美课堂

我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不光是一个写字问题，而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教育问题。 教育部现在谈中小学书法教育，意思就是，书法教育不

是光谈写字，而是用笔来规范地传达思想，我觉得强调规范这一条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不限制学生发展，但规范要清楚，这是一个主流。

古人说“字无百日之功”，意思是写字要尽量长期坚持，反复实践，从而逐渐提高书写水平。

关注中小学书法教育·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