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
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
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随着时
代的变迁，时代也赋予了书法新的
意义，请您从书法教育方面谈一下
书法应当怎样按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书法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
风采。

倪文东：今天整个中国文化
的发展应该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时段，国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是过去没
有过的，我们今天真正赶上了一个
好的时代。作为一名高校书法老
师，我很荣幸赶上了书法教育、中
国文化发展的好时代。

近几年，教育部要求在中小
学开设书法课，包括中国书协举办
的各种展览，以及各种书法讲座、
培训等，都是在培养新时代的书法
人才。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
以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时期。所以今天书法教育确实
发展得比较快，书法的社会认知度
比过去高多了。

书法虽然已经成为一门学
科，但我觉得它也不应该过度发
展。现在我们的书写工具改变了，
硬笔和计算机替代了毛笔书写，因
此书法绝对不能漫无边际地发展，
这样也不好。应该有控制、有计
划、有目标地发展书法专业，因为
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这么多写字
的人。

在中小学普及书法教育，绝
不是为了培养书法家，这是一种素
质教育，是提高整个国人书写水平
的一种措施，是一项千秋大业。我
们不需要培养大量的书写人才，而
应该致力于从专业角度培养一些
高端的精英书法研究队伍。全国
专业书法教师的缺口还很大，我们
应该让真正的书法专业学生毕业
以后能够到中小学书法教师的岗
位上去教书法，而不是让业余的人
去教，这也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这涉及政策调整的
问题，是有关行政部门下一步需要
考虑的问题。

李世俊：您作为教育部艺术
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高等书法教
育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常年关注高
等书法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您能
简单介绍一下高等书法教育的现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吗？针对这些
问题，您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和
建议？

倪文东：我每年都参加教育
部专业申报的评审工作，每年全国
各地差不多有20多所院校申报书
法专业，所以书法专业的设立在这
几年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前
几年我和我的研究生做了一个全
国高等书法教育现状的调研。当
时全国高校开设书法专业的大概
有80多所，这几年基本上到了140
多所，增长得非常快。增加是不是
好事？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书
法的认知度提高了，是好事，我们
的学生毕业以后，去教书法，这是
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提倡一
种精英教育，不能大家都去搞书法
专业，如果成百上千的学校都去开
办书法专业，那就乱套了。

美术院校的书法专业，比如
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教学体系
是按照艺术学体系来设置的，它的
架构从入学的时候就不一样，更重
视学生的专业教育，是培养艺术
家。书法家的一个教育模式，更看
重学生的专业水平。而师范院校
的书法专业，比如北师大、南师大、
陕师大、首都师大等，更重视文化，
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考试中所
占的比重很大。可以说，两种模式
各有优长。但是我认为书法专业
的学生更应该重视文化成绩，正如
我刚才所说，社会不需要太多书法
家，而需要书法研究者、书法教育
工作者，需要学者型书家。所以我

们现在也在探索，看看究竟哪一种
模式更适合中国书法下一步的发
展，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应该
认真做的事情。

李世俊：当前各院校的书法
教材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您对这
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倪文东：书法学科具有特殊
性，它重视理论、重视研究，同时
也重视技法实践。我觉得书法本
科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基
础，强调学生扎扎实实的基本功
训练。所以书法专业的本科生，
篆隶楷行草几种书体都要学，课
程量非常大，这一点我觉得很重
要。大学书法教材一个最大的特
点就是统编教材比较困难，大学
书法老师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专业
特点。统编教材这一块，还需要
我们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继续研
究探索，像书法概论、中国书法
史、书法理论这些公共理论课，用
统编教材倒是可以的，但技法课
教材确实很难实现统编，这一块
还需要继续探索。

李世俊：您出生于陕西黄陵，
又在西安学习和工作多年，策划
成立了陕西高等院校书法协会、
西北大学美育教研室、太白印社，
还主持过陕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
的工作，出版有《20世纪陕西书
法简史》一书，这些经历对您的书
法教学、研究和创作有什么作用
和影响？

倪文东：我出生在陕西省黄
陵县，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进了
西北大学中文系。那时候我非常
想学书法，但当时大学里没有书
法专业，所以就选择了文学。我
觉得文学和书法比较接近，打好
文学的底子，再学书法会比较好
一点，所以我学了4年文学。我
在陕西学习、工作了26年，这对
我后来的书法教学、研究以及创
作影响很大。我觉得陕西这块地
方很特殊，首先它的文化氛围比
较好，陕西从地上到地下的文物
特别多，包括西安碑林博物馆、陕
西历史博物馆等，都藏有大量的
珍贵文物。再一个，上个世纪陕
西有一批老先生，如刘自椟、陈少
默、卫俊秀、邱星等，这批老先生
国学底子都非常好，他们都是研
究文学、文字学、文献学的大家，
这些老先生对我们当时学书法的
年轻人影响非常大。无论是我学
习中文，还是后来学习篆书、金
文、隶书，陕西的文化，包括陕西
境内的摩崖石刻及秦砖汉瓦，都
对我的书法学习和研究产生了很
重要的影响。

李世俊：装潢设计和电脑美
术教学也是您的所长，这两个不
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您的书法
教育和研究有何影响与滋养？

倪文东：在书法界，像我这个
年纪，学习研究书法，却又对美术
设计、新媒体、流媒体、网络、微信
非常感兴趣的人比较少。大学这
个环境让我不断去更新知识、更
新技法、更新技术，我经常会向学
生学习现代技术。这几年我非常
重视艺术设计、装潢设计，注重把
传统的书法和现代设计结合起
来。所以我的书从封面到内文整
个的设计全是我自己来做，这样
比较方便，我可以按照我的想法
去设计。把传统书法和现代设计
相结合，运用传统书法、绘画、篆
刻以及民间美术等中国元素，去
进行美术设计，这一点我在西北
大学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探索和
实践。现在搞设计的大部分都是
年轻人，他们一般没有时间和精
力学习和研究书法篆刻，设计出
的封面、题字、内文等都会有不合
适的地方。同时，搞书法的人又
不太懂设计，所以我们现在需要
既懂书法、又懂设计的复合型专
业人才。一方面我一直在探索，
我在学校也教这样的课程，让学
生们尽量能够从传统文化当中吸
取营养、吸取养分，综合运用传统
文化来设计有中国元素的作品，
这样对书法的学习也是有帮
助的。

像微信、微博、网络这样的现
代传媒手段，对书法的传播以及
学习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的
书法家不用网络，不玩微信，拒绝
现代化，这其实是不对的。网络
上有很多资料、图片经过认真的
梳理甄别，是可以用的，可以大大
提高我们书法学习和工作的效
率。今天是“读图时代”，网络是
获取图片最便捷的方式。所以我
要求我的学生学习书法，我讲到
什么，他们心中要装有千张万张
图片，我讲到“二王”，讲到《爨龙
颜》《爨宝子》，讲到《好太王碑》，
他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就应该出
现相应的影像，这样去学习书法，
有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这种学
习的思路和方法与别人是完全不
同的。我们的书法家要跟得上时
代的变化，掌握一些现代化技术，
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方
法，这对书法的学习和研究是很
有帮助的，不能小觑。

李世俊：您在书法教育、创
作、理论研究等几个领域都很有
建树，您认为在书法学习过程中
应该如何妥善处理“博”与“专”的
关系？

倪文东：我在大学教了30多
年的书法课，对自己来说也是个
学习研究和深入消化的过程。多
年的学习和教学，我最大的感受
是书法越学越难、越写越难，理论
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扎扎
实实钻进去，才能有所收获。包
括我们的创作，说实话我写了几
十年，感觉还是没有写好，还是觉
得缺了很多营养。

这些年我一直在探索，我过
去喜欢写草书，后来不写了。我
写隶书、篆书，体验着如何将篆隶
进行结合，篆隶之间有先天的关
系，篆书演变到隶书，隶书又与篆
书相结合，把它写出个性很有难
度。我感到自己的篆书营养比较
缺少，所以我从5年前开始，不写
其他书体，专攻篆书，我想用5年
多的时间把篆书从甲骨、金文、石
鼓、小篆，包括清代篆书，综合临
摹学习，吸收营养，这样再融进去
隶书，再融进去草书，可能对自己
今后的书法创作会有很大的帮
助。我觉得一个书法家的风格成
熟和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循序渐
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要过
早地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综合修养在书法创作当中是
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当老师
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什么都
得学，什么都得教，其实是坏事变
好事。别人说我们书法教师是

“万金油”，其实我觉得书法教育
就需要“万金油”这样的综合素
养，这种综合素养对自己、对学生
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一个书法
家培养综合营养、打好基础是很
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打好
篆隶楷行草的全面基础，那么对
他今后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影
响。所以“万金油”正好支撑了自
己书法的基础。下功夫去写、去
练，把书法作为一种日常的生活
习惯，作为一种生命的运动和迹
象。这样的修能和修养，仿佛回
归到古代文人的那种状态，自然
的修能、修养，不要追求更多的成
名成家的东西，多为社会做点服
务，把自己这种精神、意念、修炼
做好，我觉得这是书法家最高的
精神境界。

李世俊：近年来您以大篆作
为自己的创作研究方向，但是当
代书坛篆书作者相对比较少，请
根据您的创作经历和教学经验，
谈谈怎样进行篆书的学习和
创作。

倪文东：篆书是中国文字和
中国书法的源头，但是我们整个
社会，包括我们书法界，都对篆书
的学习、研究和创作认识不足。
因为篆书这种书体难度比较大，
它牵扯到很多文字学方面的东
西，弄不好经常容易写错字。每
次我们的全国书法展，篆书所占
的份额比较小，为什么？因为很
多书法家写不了，一写就容易出

错字，所以说这一块在我们大学
书法教学当中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的篆刻也好，篆书也好，
甲骨文、金文也好，在书法专业学
生的训练和教学这一块必须重
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通过
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尽量使自己
能够看到任何字都能写出篆书
来，最起码小篆的基本造型能写
出来。为此，我大量地研习《说文
解字》，看《金文编》，我现在经常
花很多时间去看字典，综合研究
学习，记篆书字形。我经常给学
生讲，记汉字的篆书字形和草书
符号，就像你英语单词、日语单词
一样，有了这样一种学习的方法，
再用上时间、用上精力，你的篆书
和草书绝对没有问题！各种书体
中，篆书和草书是最难的。但是
我想我们从教学的角度，一定要
把它学好，教好，让我们的学生把
基础打好，他们将来的发展应该
是无可限量的。

李世俊：请您给我们《中国书
法报》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倪文东：《中国书法报》在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应运而

生。它的作用非常大，虽然它是
纸质媒体，但我认为纸媒绝对不
会被数字媒体所取代。真正的文
人、学者、书法家还是喜欢看纸媒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报纸也好，杂
志也好，相比于新媒体，对我们这
些老师、学生来说恐怕是更重要
的一个环节。我觉得《中国书法
报》在引领全国书法界的发展，在
传播新的信息、新的资源方面，作
用是非常大的。

下一步应该从一种更加专业
的角度来扩展内容，比如可以从
我们院校的专业老师和学生的角
度，用专门的版面来介绍我们今
天大学书法学科发展的一些情
况，包括下一步如果能与一些院
校合作，做一些访碑游学的艺术
实践项目就更好了，这也是我们
大学书法教育很重视的有关方
面。祝愿《中国书法报》越办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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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人的
性格个性和艺术创作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有
多大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有许多
艺术理论家都有过一些论述，那就是一个人的
性格和他的艺术创作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在
这里我不想引经据典，也不涉及别人，只想结合
自己的性格个性和多年来的艺术创作谈点感
想，也算是对自己的书法创作做一个阶段性的
剖析和总结。

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你非让
他的艺术创作豪放起来，让他创作出狂放、开
张、雄强风格的艺术作品，那不是欺负人吗？而
且他自己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到。同样的道理，
你让一个性格开朗外向的人，创作上严谨规矩、
一板一眼，写出含蓄内秀、四平八稳的字，那同
样不是在为难人吗？看来，一个人有什么样的
性格个性，就会以类似的特点在他的艺术创作
中有所反映，呈现出一致性。但我要探讨的却
是我个性和风格的两面性和变异性，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结合自己的性格个性和艺术创作，我有许
多感触。这么多年来，我的性格和艺术创作之
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和适
应的过程。从 1997 年开始，我的书法创作在风
格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篆书和隶书作品，
风格上追求开张雄放、苍浑果敢的特点，注重用
笔的涩势和干湿浓淡的变化，结字上追求篆隶
结合，参差错落，以险侧取胜。关于这一点，有
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自己艺术风格的变
化，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和不可思议。而
我 10 年前的作品风格却不是这样的，完全是一
种平正、温和、秀劲、清丽的特点。

说实在的，我书风上的变化和自己的性格
多少有些关系。小的时候，我的性格不像现在
这样内向，由于家庭的关系和生活环境的原因，
小时候我的性格开朗，好动贪玩，甚至有些调皮
捣蛋。1974 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
育，现实的生活和艰苦的磨难也慢慢改变了我
的性格，使我变得内向、沉默寡言。到了1978年
考上大学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性格变得更
加内向，不轻易谈论自己的观点，而是默默无闻
地向别人学习，听他们高谈阔论。现在，几十年
过去了，工作、生活条件在改变，我的性格比之
过去，又有了一些变化，经过了所谓“不惑”的年
龄，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说我的性
格应该更加成熟了，但却有不可回避的两面性，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
人来说，这或许还是一件好事。

我的性格发展的两面性，必然导致和影响
了我艺术创作的多样性，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就
不会感到奇怪了。所以说我近年来书法风格的
变化，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符合我的性
格的。也可以说是自己多年来性格压抑和内敛
的一种释放。我以为我近年来艺术风格的变
化，实际上是潜在的个性性格变化的外在显
现。性格的压抑，却在艺术创作方面带来了释
放，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因
为我的骨子里始终有着一种雄奇开张个性的内
存，只不过是多年敛而不发罢了，这几年，我把
它们逐渐地释放了出来。释放以后，我感到是
多么的痛快、多么的潇洒、多么的自在，真正感
觉到了从事艺术创作的快乐和情趣！

（倪文东《性格个性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关
系》）

▲倪文东 篆书六言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