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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系列·姜新初、马霞维
别署畅墨堂，湖南娄底人。中国书协会员，中国书协“国学修养与书法·第四届

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成员，中华诗词协会会员，湖南省书协篆书委员会
委员，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书
法学专家库成员。

真、草、隶、篆作品分别在中国书协主办的首届、三届兰亭奖、十届国展、首届篆
书展、首届“沈延毅奖”、三届草书展、四届楹联展、二届扇面展等展览中入展、获奖近
二十次。

号雨田，越午斋，鄞州人。东南大学书法硕士，中国书协会员，就职于沙孟海书学
院，浙江省女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书协沙孟海研究委员会委员，宁波市书法家
协会理事，鄞州区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要成钢铁汉 必练童子功
——书法家姜新初印象

□ 刘广文

在中国书法史上，女性书家可谓寥
若晨星。比如，东汉大书法家蔡邕之女
蔡文姬、东晋王羲之的老师卫铄、元代
赵孟頫之妻管道昇、明代黄道周之妻蔡
玉卿等。她们的出现主要是受到家族
父亲、兄弟，或者夫婿的影响而趋同之，
由此给其生命历程营造出诗意的浪漫
情调。与古代相比，当代女性书家是颇
受关注的一个群体，这不仅是因为当代
女性书家的数量超越以往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在审美意
识的引领下，有着不同寻常的审美理想
与艺术追求，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形态格
局。马霞维就是其中之一。

初识霞维，是在2016年的春天，南
京梅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所在地，恰
逢艺术硕士的她入学报到。第一眼看
她，平和、简静、纯粹、唯美。后来，彼此
熟悉，我便时常关注她的书法，颇觉得
她是一个游走和玩味于中国传统书法
经典之中的人。霞维出生于浙江宁波
鄞州，任职于沙孟海书学院。众所周
知，沙孟海是20世纪书坛巨擘，他饱读
诗书，学问深湛，于古文字学、考古学、
书学、印学等领域都有建树。鄞州也是
沙孟海的故乡，此地文华兴盛，文脉厚
重，尤其是家乡人对于书法艺术的尊重
和敬仰是其他地区的人所无法比拟
的。正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使
她把书法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并且
乐此不疲。

受自然气候与精神气候滋养与濡
染的马霞维，其书法的格调与品质自然
是很高的。因为，这两种气候总是或多
或少地影响着她一生的走向。说到底，
是故乡的土壤给予了她丰富的精神底
色。因此，书法在她的心中有着不一般
的分量。基于此，我更长久地去关注她
并对她倾注了一些期望。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它以简约而单
纯的点画构成，使之兼备了具象和表现
的功能。人们在书写的过程中寄情于
斯，不仅丰富了艺术格局和生命意象，
而且体现出其神韵和气势。西汉扬雄

《法言·问神》云：“书为心画。”元人盛熙
明《法书考》云：“夫书者，心之迹也。”意
思是说，书法是书写者内心的情志表
达。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反映出书写
者的审美情趣。而这种审美情趣恰恰
与对传统经典的认识有紧密的联系。
霞维崇尚经典，逆向寻根、复活传统，本
着学书不休、临书不止的态度躬耕于砚
田。我相信，大凡成功的书家都有一条
路径，那就是对传统的吸收与融合。毫
无疑问，这条路径在霞维身上有明显的
体现，至少我能快速地辨识出来。从书
学渊源而言，她以“二王”为根基，对帖
学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实
践。加上师承有法，懂得如何化古融
今，遂乃书艺大进。她曾经和我说：“书
法的正脉就是帖学，即魏晋‘二王’以下
至明清诸家法帖构成的书法学派。帖
学的特征在于忠实原迹，能够清晰明了
地反映笔法的来龙去脉和书写者的艺
术风格。”这一点为她学习书法注入了
基因般的影响力。

因此，她的书法有“二王”之逸气，
萧散而洒落、清净而纯洁，不仅有行云
流水般的自然韵味，亦有魏晋士子风
神潇洒、放逸恣肆的审美追求。从创
作题材而言，她并非像常人那样抄写
唐诗、宋词，而是把书写内容集中在书
论、画论、琴论，或者是关于品茶之类
的文章，可见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
厚兴趣。从创作书体来看，霞维擅长
行草书，她追求线条的质感，对笔墨语
言的掌握能力较强，表现出书法线条
形质如舞蹈般的美。霞维会跳舞，用
她的话说是“为书而舞”。这让我想起
唐代草书大家张旭，他从公孙大娘舞
剑中悟出草法。诚然，书和舞，乃息息
相通。因此，她的作品运笔劲健，全无
浮滑软弱之病。从点画到结构再到章
法，无不展现出生机勃发的生命之
美。细观之，有些字看似笔墨变化不
大，实则暗潮涌动，体现出其扎实的传
统功力。

在我看来，闲是一种心境，更是对

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李渔有名作传
世，《闲情偶寄》一个闲字，把人生的情
调与温暖交待得一清二楚。霞维的
闲，闲在月下抚琴、花前品茗，闲在琴
书自娱、乐以忘忧。音乐与书法是相
通的，二者分别通过听觉、视觉反观内
心，从而达到审美形态上的终极转
化。这让我想起北宋文学家欧阳修，
他不仅游艺翰墨，也喜好古琴，在他看
来，弹琴能使心灵沉浸到闲适、恬淡的
情境。诚然，古琴作为雅乐的代表，极
受传统儒家推崇，历代文人都将其视
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象征器物。

听霞维抚琴，着素色旗袍，绣花布
鞋，正襟危坐，指尖铿然有力，左手触
弦，右手弹拨，迅疾之处快而不乱，徐
缓之处慢而不断，像极了书法中笔墨
线条体现出的节奏韵律。她抚琴，必
焚一支香，借此澄心净怀，烟雾缭绕之
际，正是琴音悠远之时，思绪便飞出了
尘俗之外。《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梅
花三弄》，似在明月朗朗的山林野外徘
徊，若在空谷幽幽的潺潺溪涧逗留。
微风过处，窸窸窣窣的声响飘曳耳边，
越过阡陌，与天地低语。

宗白华说：“一切美好的光是来自
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
谓美的。”在霞维看来，无论是书法，还
是古琴，二者一路相随，共同在她的艺
术时空里发声，使她对生活持有一种
超脱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永葆心灵
的平和。我想，唯有平和，才能与天地
自然运化共生，才能听到俗世最美丽
的声音，从而达到精神上的“与物为
春”的自由之境。诚然，古琴与书法自
然构成了马霞维人生境界中不可缺少
的审美意象。于此，我们再来看她的
书法，就会发现，其作品中所透露出来
的潇洒与飘逸、明快与劲健、朴拙与厚
重、轻盈与放纵，便和着茶的甘醇与幽
香、琴的琅然与清圆直入襟怀，尘世间
的许多纷扰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
种种因由便渐渐地从脑海中扩散开
去，一切滋味皆由心而起了。

坐有琴书 □ 吴彦颐

▲ 马霞维书法作品

▲ 姜新初 小篆 自撰无题诗
释文：心诚于至善，天地觉秋毫，潇洒人生路，轻松走一遭。无为皆道
义，淡泊即清高，血气通经络，诗书养德操。

姜新初 马霞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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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77期第3版）
十一、艺术之独立思考
浩瀚历史资料、权威老师授课、朋友

建议等，善取之，是养分；不善者，亦成障
碍甚至毒药也！盖万事万物皆有其本质
特征，于人亦各自有其禀赋。然习书者亦
步亦趋，不能各开各花，各享其果时，便泯
然众人，不称为艺焉。独立思考恰如同在
大地上可长出千花异草，亦可吞吐出大川
大河，为艺之灵魂也。无此，艺之生命
失焉。

十二、小楷之意义
小楷发端于两汉，形成于三国，成熟

于东晋，由篆隶章草而来。小楷诞生奠定
中楷、大楷之基础，打开通往行草、今草、
狂草之路。不精小楷，行草、草书便成无
本之木、无水之源也。字体发展源于书写
便利、气息通达。篆书纵向挺立、隶书横
向拓展，于此基础，楷书向四方开张，书写
便捷、笔画舒展，此亦符合万事万物成熟
之规律。有此，书法纵情挥洒之气象有法
焉。法立情至，艺术之生命也。为艺，致

广大、极精微乃通行法门，所谓大无外、小
无内是也。广大为外、精微是内，能精微
方可致广大。精小楷者，得精微，广大之
气象有基也，书法之堂奥洞开焉。

十三、书法之审美标准
美之为美，因人而异。美是因欣赏对

象不同而有不同，一些人为美，而他人可
能认为不美。然美有统一之标准否，诚然
也。如无标准盖万事杂然焉。于书法论，
美之标准，源于笔法娴熟、结构得体、章法
和谐、墨法得当等，亦受时代取向所左，终
于人之精神康健、境界层次也。或问，一
幅名迹，一些人以为美，然他人认为不美
或云看不懂，盖赏者审美层次而异也。或
云某人字迹与技法层面精美，奈何言俗，
盖其无风格个性也。或云一些人好仿写
儿童体，自然者，得天趣也；不自然者，做
作也，心无童趣也。由此而论，量美之标
准有门槛，入此门槛，兼容并蓄，美之为
美。亦有偏好，然不能以己之偏好否定其
他美，狭隘也。然人在进化，美无止境，倘
若能创造新美，乃为大美、至美，入史焉。

十四、楷书的分量
大众流行以楷书作为起步，如只求把

字写好看，未尝不可。如要达到书法艺术
之境，则断断不可，不明篆隶之法，终究是
与书法艺术无缘。楷书成熟于东晋，于篆
隶章草等诸种书体发展而来，不明楷书祖
辈，怎能把楷书写好。一如识人，不识其
祖辈血缘怎能识人之全貌。楷书为行草
之起步，楷书不立，行草成无源之水也。
书法成为艺术，楷书乃关键环节。然诸多
学书之人，成也楷书，败也楷书。成者，循
楷书之理，败者，不明楷书之源。此为学
书通行之法，如另有天分，在某一字体穷
根究源，触类旁通，亦可成才。

十五、喜欢为学书之捷径
人之禀赋不同，学书断不可千人一

体。首当以喜欢、悦目为学习书法第一法
则。一如美人，再美，人不喜欢，就不为其
菜也。再丑，有一点可打动某人，亦堪称
某人心中之美人矣。初学书法者，建议上
书店浏览诸帖，在篆隶楷三种选上第一眼
就让你心动之帖或碑，先会其意，意来则

临摹之，久之悟其神，得意通神后再以此
法选其他学习范本。此为学书之第一捷
径也。如人云亦云，由老师指定，则是将
自己的禀赋任人阉割，最终失去自性、失
去自我，与书法无缘也。

十六、学书如修心修行
诸多于书法有兴趣之士，最爱问：“有

何捷径学好书法？”吾答之：“于篆隶楷中，
找一本自己最喜爱之帖或碑入手，乃最好
之捷径，别无其他也。”古人云：“书为心
画、字如其人、见字如面。见字如见人，写
字乃写心。”试想修心修行有捷径否？唯
点滴为之，以慢为途，滴水石穿、勇猛精进
之精神，方能慢慢修正不良之习气，渐次
出效果也。然技可速成，心难速改；技无
心源，技难进也。技心双修，方为正途。
由技入道、由道通神，人书一体，正大
光明。

十七、书法无关出身
书法为汉字之艺术，中国人禀赋皆有

之。书法发展至今，信息交流便利，无论
何种环境习书，于学习继承上，人皆平

等。由此，喜爱书法之士断不能因没能上
专业院校深造而懊悔或自卑，应以平常心
待之。

专业院校固然有诸多便利，良师、资
料、同窗互促、人脉、就业，等等，然凡事有
利必有弊也，如学师，为师所囿；课业多，
为旁心所系；以此为职业，利弊参半也；光
环多，恐难脱名利所累。自学之便利何尝
能轻视之。抛开一切条条框框，喜爱乃最
好之师，一切从喜好出发，发乎本性，不受
任何人影响；然自学须有高度之审视、反
观之精神。于劣势亦应明了。学习之途，
必遇各种困惑，谁帮解之；无专业背景光
环，自古至今人们根深蒂固之师承关系、
专业背景之考量，于社会中不被认可，自
信心何以维护。

综述之，于专业院校、于自学皆面临
同等问题，即书法艺术通天、通地、通人，
为寂寞之道，善学者，万事万物皆为师，大
千世界皆通灵，唯有心人能得之，唯释开
一切枷锁之人能通之。与学习环境无
关也。

日前应正在兴建的一农庄老
板之邀，为农庄“听泉亭”书写亭名
和楹联。主人把楹联内容递过来，
我准备书写，一看楹联有些不合格
律，正在思索修改时，同行者姜新
初先生就指着几个字，提出了平仄
和词性的修改意见。我一听，惊讶
了，连忙朝姜君翘起了拇指：“胡子
兄弟不错呀，还真有两下子。”

提起姜兄，我就想起了十多年
前夏天的一个傍晚。当时，我客居
湖南省文联大院，傍晚时分，喝高
了酒的姜兄来到我的住宅，一边喝
凉开水，一边滔滔不绝地与我谈书
坛雅事，酒兴好浓时，不，是雅兴很
浓时，谈及他对学书的看法、对人
生的感悟，他那似醉非醉的状态，

加上幽默的手式和风趣的话语，十
分可爱。他说着说着就在凳子上
打起了呼噜，那呼噜够有节奏、够
有品位的。那天，他谈了许多，从
钢铁工人挥汗如雨的劳动场面到
砚池旁挑灯挥毫的情景，谈得那样
投入，那样有声有色。那次给我留
下蛮深的印象，这位钢铁汉，有理
想，有骨气，有灵性，有情趣，在书
法上肯定有名堂。

不到几年，他的书法作品频频
入选国展，他在书法上是下了苦功
的，各种字体，样样俱到，样样有范
儿。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折不
扣；八小时外，克服困难，把卷苦
读，临池挥洒，只有读过《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的人和在火红炉台真正

摸爬滚打过的人才能体味到的。
要成钢铁汉，必练童子功。姜

兄以践行诠释了这一道理。几十
年来，他从点滴入手，一丝不苟，临
池是这样，写诗亦然。他深知要成
为一名有才情的书家，不但是要靠
字内童子功，还要靠字外童子功。
因而他正在诗文方面下起了童子
功，每天带着问题看书、吟诗作对，
并经常求教于方家。“我务必文武
双修，才能畅游墨海，维护‘畅墨
堂’的尊严。”他的想法够韵味
的呀。

作为梅山文化熏陶过、钢铁厂
考验过的姜兄，认准了书法这条沧
桑而美妙的大道，正在一步一个脚
印地朝前走。

感 悟

《易经》的核心思想、最高境
界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万物各
得其位，各行其事，井然有序，不
需要特殊强调的管理，需要的是
自性的发挥，达到乾卦的最高境
界——群龙无首，吉。人们的思
想、行为高度和谐，与天道暗合，
也 就 可 以 得 到 天 地 自 然 的 庇
佑。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
辉灿烂的文化，而作为群经之首
的《易经》就是这个文化的核心，
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我们
留下了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和
经典的智慧。

——读《易经》心得

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理解，
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写好中
国字，做好中国人”的重要性。
因为汉字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
悠久文化与光辉精神的结晶，汉
字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明
与气质，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艺
术，使汉字的美感更好地得以发
挥和弘扬，体现着作者的文质兼
美、传递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使
人读后如沐春风，心生温暖。

——读《许慎〈说文解字〉与
古文字学》心得

孔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源头活水。他的思想论述了
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以“治平
为本，以仁心，以和为贵”的价值
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
本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
重要特色。

——读《论语》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