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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曾数次引经据典阐述思想，或用诗文俗语释疑解惑，或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道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提纲挈领、纵横捭阖，
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中国书法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立足服务于人民群众，并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传播导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内涵和思想，我们特别策划“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栏目，让大家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博济堂主人，鞍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鞍山
市直机关书法、绘画、摄影联合会主席，国际中国书
法国画家协会辽宁分会理事会理事。自幼受父亲
影响学习书法，始学晋唐，法从“二王”，后学颜真
卿、杨凝式、米芾、赵孟頫、王铎，广临名家碑帖，每
日坚持临摹，几十年苦学不辍，曾访全国多位名家
求教。参加清华大学第一届书法研修班学习，得到
苏士澍、刘艺、欧阳中石等多位书法大家指教。作
品多次入选国内、省内书法展览并获奖，曾在美国、
英国、法国、荷兰举办展览，多次在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举办巡展，书法
作品在多家报纸和期刊登载，部分作品被美术馆及
收藏家收藏。

讲话情景：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主旨演讲。

讲话原文：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在这美好时

节，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
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我期待着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为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让这一世
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

出处：［明］高濂《遵生八笺》
原典：
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宜夜

卧早起，以受清明之气。勿大怒大泄。夏
者，火也，位南方，其声呼，其液汗，故怒与
泄为伤元气也。卦值乾，乾者，健也，阳之

性，天之象也。君子以自强不息。生气在
卯，坐卧行动宜向正东方。

释义：
《遵生八笺》是明代著名养生学著作，

书凡十九卷，按内容分为八类，每类一笺，
故名“八笺”。计有“清修妙论笺”“四时调
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馔服
食笺”“燕闲清赏笺”“灵秘丹药笺”“尘外遐
举笺”，对养生延年的论述，从身心修养，起
居饮食，吐纳导引，灵方妙药，到琴棋书画，
花草鱼鸟，无所不及，切于实用。

上述原典出自“四时调摄笺”，讲的是
关于农历四月的修养之法：“孟夏之日，天
地始交，万物并秀，宜夜卧早起，以受清明
之气。勿大怒大泄。”孟夏是指农历四月，
为夏季的第一个月，称之为正阳之月。此
时天地之气相交，万物繁茂，依照时令，人
们的起居宜早睡早起，以感受清明夜气。
此时肝火旺盛，不可生大气、出大汗，应节

制欲望，颐养气体，以防身体亏损。
传统的养生观认为，人不是孤立地生

活在世间的，而是与周围的环境，与天地四
时密切相关的。一年之中春温、夏热、秋
凉、冬寒的气候变化，生物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荣枯衰旺，是由于阴阳二气相互
消长进退而致。人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下，
阳气的出表入里，脏腑的寒热生旺，也都会
出现相应的周期性变化。表现出春日阳气
升，肝气旺，木气盛；夏日阳气旺，出表，阴
寒内伏，心气旺，火气盛；长夏阳气蒸阴，脾
气旺，土气盛；秋日阳气收，阴阳两平，肺气
旺，金气盛；冬日阳气潜藏，肾气旺，水气
盛。养生者必须顺应自然，法则阴阳，按四
时的周期变化，采用相应的保养之法。高
氏高度重视这一点，将“四时调摄”置于“清
修妙论”之后，广泛辑录邱处机《四时摄生
消息论》、陈元靓《岁时广记》、瞿佑《四时宜
忌》、许逊《灵剑子》等大量资料中的有关论
述，分列于春夏秋冬各季，构成了包括气功
导引，呼吸吐纳，药物服食，乃至饮食起居
宜忌，四时赏心乐事，全面的四时摄养的基
本格局。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湖上桃花
渔。钱塘人（一作仁和人，均在今浙江省杭
州市），生卒年不详，活动约在明嘉靖、万历
间。《明史》无传，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其生
平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高濂是个著名
的藏书家。高氏“家世藏书”“博学宏道，鉴
裁玄朗”（《遵生八笺》屠隆序）。“少志博习，
得古今书最多，更善集医方书”（叶昌炽《藏
书纪事诗》卷三）。其次，高濂又是一个著
名的文学家。高氏工诗和戏曲，传世有《雅
尚斋诗草》《芳芷楼诗》，以及传奇剧本《玉
簪记》《节孝记》。《武林藏书录》谓“《雅尚斋
诗草》颇得自然之雅趣”。而《四库全书总
目》则认为“大旨主于得乎自然以悦性情，
故往往称心而出，无假乎锻炼之功”。第
三，高濂一生颇好养生，高氏自谓“余幼病
羸，复苦瞶眼，癖喜谈医。自家居客游，路
逢方士，靡不顿首倾囊，以索奇方妙药……
自治羸疾顿壮，蒙疾顿明。用以治人，应手
奏效”。又服“延龄聚宝酒”，“年三十九岁
服起，于六十四岁，须发如漆，齿落更生，精
神百倍，耳目聪明，比前大不同矣”。甚得
养生之益。

孙 勃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

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

临池习字四十年，
自愧笔轻墨色浅。
书道精神何处觅？
依仁游艺九重天。

以上这首七绝，是自己近年来
对书法的一些理解和感悟。学习
书法四十年了，至今还是在门外徘
徊，每每灯下也有一些思考，今天
说出来请方家指教。

依仁游艺

书法不是写字，也不是单纯地
游离于人文情怀之外的笔墨艺术，
这是古今中国书法界的共识，也是
书法家与“书匠”的本质区别。

源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
于仁，游于艺”的经典论述，中华传
统文化历史地生成了“依仁游艺”
这一经典艺术生活原则。书法艺
术也是如此。按照朱熹《四书集
注》的诠释，这里的“游”是指杜绝

“玩物丧志”的“玩物适情”，意味着

思想信念和情怀意趣的生动结合，
意味着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与个人
感怀生活的和谐共融。

“依仁游艺”所引入的一个
“情”，是宋儒“性情之辩”色彩的
“情”。《论语·先进第十一》所描述
的那一段生动情节：孔子问曾点，

“你的志向和情怀是什么呢？”曾点
说：“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服装，
我陪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
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
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十
分感慨地说：“我十分同意曾点的
想法啊！”

现代美学大家宗白华认为：孔
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
的生活态度，可以让我们在晋人王
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田园
诗里见到遥遥嗣嗣的人。“他自己
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
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循着宗
白华的阐释指向，我们更能领略

《兰亭序》和陶渊明田园诗所呈现
的人文情怀意趣。

《兰亭序》所描写的“仰观宇宙
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
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美感自由，
包含着“俯仰一世”而有感于“向之
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
不以之兴怀”的生命哲学感悟。“晋
人的美”可以说是一种深含生命哲
学意蕴的诗情画意的人格风范。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书法有了这样的文人情怀，方
才能在书法艺术中表达出所追求
的“神采”。传统书法理论讲“神采
为上，形质次之”，强调“意在笔
前”，书法创作首先要做到“澄神静
虑”，即散其心怀，凝其思虑，达到
道家的所谓的“虚静”，现象学的所
谓的“悬搁”的境界；然后是凝神想
象，对字体形态、笔势之运行等

“意”有充分把握；最后“作字”之时

“虚拳直腕，指齐掌空”，才能使所
作之字得其“神采”，从而表达出心
中的情怀。书法之美是在书写内
容之外的一种形外之意、味外之旨
的情怀之美，这是内在精神之美。

书法的“神采”表现书家的“情
怀”。书法的抽象性以及书写内容
的非直接关联性，使其主要通过起
伏曲折的线条与浓淡精细的墨迹
来表“情怀”，而且其所表之“情怀”
更具抽象性。唐代张怀瓘在《书
议》中曾提到，草书之作“或寄以骋
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积之怀”。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为祭奠在
安史之乱中以身殉国的侄子而书，
直抒胸臆，悲愤欲绝，情感奔涌倾
泻，不可遏制，为历代称道。清人
王项龄指出：“鲁公忠义光日月，书
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伟世之
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
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震
铄千古者乎！”

总之，在书法“神采”的形成过
程中，意、气、情、神等都是相互紧
密联系的重要因素，其前提是书法
家情怀的修养，而不是单纯的笔墨
技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作为书法家，不仅要有“字内
功”，还要有“字外功”，就是要加强
艺术修养，清末书法理论家杨守敬
在《学书迩言》中就曾这样说过：

“学书者除了要有天分，要多见、多
写以外，还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
之气自然溢于行间。”他还说，“古
之大学，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
墨，而能超轶俦伦者也。”

一个书法家究竟需要加强哪
些方面的修养呢？主要是加强文
学修养，特别是与书法有直接关
系的古典文学、古文字学、诗词的
修养。还需加强与之相关的姊妹
艺术的修养，这是关系到书家的

书风能否脱俗，造就奇境和获得
更高成就的大问题。正如苏东坡
所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
卷始通神。”同时，还要向自然、社
会中捕微探幽，善于取境，敢于创
新。只有深入生活，注意观察物
象，才能见识博深，不断提高对客
观物象的概括抽象能力，提高审
美水平，诱发最佳的创作情绪和
闪光的灵感。由功、识而得来的
神韵见诸笔墨，还有一个酝酿意
象、营构神采、意匠经营的问题。
这个问题历代书家论述也不少，
归纳起来不外乎“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

什么是读万卷书？就是用眼
睛在书卷上走万里路，什么是走
万里路？无非是用脚步在大地上
读万卷书。总之，涵养书法的情
怀意趣，要求我们要从笔墨中走
出来。陆游说：“汝果欲字诗，功
夫在诗外。”书法也是同样道理。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
司是中国人保集团旗下重
要的专业子公司，秉承“人
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光荣
传统，以“让每一位中国人
的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
加美好、生命更有尊严”为
使命，坚持走专业化发展
道路，积极服务国家医疗
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培育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
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实
践，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
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临池絮语

讲话情景：
2014年5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

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
时的讲话。

讲话原文：
责任重于泰山。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

大家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使命感，兢
兢业业做好各项工作，做到敬业守责、尽心
尽力。要巩固和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发
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说
真话、报真情、做实事、求实效，不能搭花架
子、做表面文章，甚至说假话、报假情、瞒上
瞒下。要敢于直面问题，矛盾面前不躲闪，
挑战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关键
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经得
住考验。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态度，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
想全想透，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确
保安全、顺畅、可靠、稳固。要牢记“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的
道理，无论办文办会办事，都要一丝不苟、严
谨细致、精益求精，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细
节之间显水平。对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
的工作、定下的事情，要雷厉风行、紧抓快
办，案无积卷、事不过夜，要扭住不放、一抓
到底。

出处：［战国］韩非子《韩非子·喻老》
原典：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

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
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
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步之室，以突隙之烟
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
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
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
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
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
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
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
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
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
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

“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
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
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
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
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
地，故圣人蚤从事焉。

释义：
《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道德

经》加以论注的思想著作。“喻”是一种用具体
事例说明抽象道理的方法，“老”指《老子》一
书。“喻老”是韩非用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阐
发《老子》思想的哲理文章，全篇分22段，分别
解释《老子》十二章中的若干论点，并加以引
申发挥，注入新的思想。

在上述原典中，韩非子解释了《道德经》
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
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此，他举反面
的例子加以论证：“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并由此得出结论：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谨慎地对待容易
的事，就可以避免危难；慎重地处理细小的
事，就可以远离大灾。细节决定成败，只有不
欺小节，才能走向成功与辉煌。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
商鞅的“法”，二是申不害的“术”，三是慎到的

“势”。此外，也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
些思想，加以融汇贯通，构成自己的独到见
解，形成了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这是他
一生智慧的结晶。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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