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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张雪松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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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松玉雕作品

张雪松
字鼎麟，号丁午山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绘画作品《让风把梦飘远》入选“中国第二届

人物画大展——纪念蒋兆和诞生一百周年”。作
品《万水千山》入选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
周年中国画展”。作品《万壑无声》《风雨千年》入
选全国“第十九届新人新作展”。作品《苍岩叠翠》
入选全国“北京国际双年展提名资格展”。作品

《芳草碧连天》入选全国首届“草原情中国画提名
展”。作品《春风又至南泥湾》入选全国“建军八十
周年美展”，同年该作品被特选参加“迎接中国共
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精品展。作品《晓风
过云台》入选全国“齐白石奖”中国画作品展。作
品《深沟高垒头道边》入选全国画院双年展。出版

《特质意象——张雪松》。
玉雕作品《大爱无言》获全国玉星奖金奖，作

品《蜥蜴》获全国玉星奖金奖，作品《立秋》获全国
天工奖银奖，作品《大音希声》获全国天工奖银奖，
作品《法性长明》获全国天工奖金奖，作品《明心》
获全国百花奖金奖，作品《浩贯乾坤》获全国玉华
年金奖，作品《西方三圣》获全国玉星奖金奖，作品

《慈之阿黎耶》获全国玉星奖金奖，作品《示证圆
通》获全国子冈杯金奖，作品《慈悲法相》获全国玉
华奖银奖，作品《万法圆通》获全国玉星奖金奖。

佛教造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
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相传汉
明帝某日梦见一位通体金色、项有日
光的神人飞至殿前，次日问众臣“此
为何神也”。博学多识的傅毅答曰

“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
飞，殆将其神也”。于是明帝派人上
印度请求佛法，后于洛阳建立白马
寺。自此，译经与弘法活动开始兴
盛,建造佛像也由此风行。

佛教传入中国，因地域风土人情
和文化氛围不同，在佛教理论外延部
分逐渐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表
现在造像艺术上，汉地的佛像从最初
的依印度传来之样本而渐变为以本
土文化改革印度艺术的新的佛、菩萨
形象。从而诞生了中国佛像艺术。
汉地佛教造像虽然历史悠久，却一直
缺少造像量度和范本，故而历代造像
多依各代著名画家所创的佛像样式，
如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四家样”。张
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言：“至今刻
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
曰周。”即魏晋时期曹仲达的“曹家
样”、张僧繇的“张家样”、盛唐吴道子
的“吴家样”以及中晚唐周昉的“周家
样”。

因佛经上对佛的三十二相、八十
种随形有精妙的记载，故大体而言，
中国的佛像艺术对佛的形象没有明
显的改变，基本按照印度的梵像、梵
装来塑造。而菩萨形象则基本本土
化，甚至有不少作者将菩萨画成仕女
人物，如周家样”的创立者周昉。周
昉以仕女画见长，其佛像造像如“水
月观音”被奉为样板，影响可谓十分
深远。

佛像艺术涉及雕塑、绘画、木雕、
玉雕等多种传统艺术门类，具体就玉
雕而言，佛教造像是玉雕的传统题材
之一，势必也会受到如“四家样”的艺
术典范的影响。细看张雪松的金奖
作品《法性长明》，我们不难在这尊观
音像中尤其是观音的面部发现“周家
样”的影子，观音面如满月，鼻若刀
裁，双眉如远山隐隐，明眸似星辰生
辉，清丽的容貌和娴静的气质让人不

由联想起优雅的仕女形象。作者对
观音身形的处理则汲取了魏晋石窟
观音像的表现手法。观音身形丰满，
比例协调。给人以健美之感，而不似
仕女那般纤弱。另外，作者对观音衣
饰的表现手法也可以追溯至“曹家
样”的创始者曹仲达。曹仲达是北齐
知名的佛教画家，以“曹衣出水”的笔
法而闻名。宋代郭若虚在著作《图画
见闻志》中论及“曹之笔,其体稠迭，
而衣服紧窄”，这种艺术手法不同于

“吴带当风”的飘逸，人物的衣衫好像
被水打湿而紧贴于肌肤，极能显示人
体本身的结构美。这尊观音像上半
身半露，衣衫紧贴，作者没有用曲线
凸显衣服的灵动，长长衣带静静垂
地 ，可 谓 深 得“ 曹 衣 出 水 ”笔 法 的
韵致。

可以说，《法性长明》是深得传统
造像艺术三昧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
作者放弃了创新。张雪松有极深厚

的国画功底。此外还精通泥塑、石刻
造像。他为作品注入了传统佛教造
像美学神韵的同时逐渐融入了个体
的审美风格。他创作的观音像有传
统观音形象的“神性”，也有他心中艺
术理想的“人性”。这尊观音风骨凛
然，气质华贵不凡，但并不是高高在
上不近人情的。观音神态自如，肌肤
丰润，周身洋溢着人性的健康和美
丽，让人觉得可亲可近。

总体言之，玉雕中的佛教造像佳
作叠出，艺术手法灵活多变，要突破
传统形成个人风格十分不易。张雪
松仿古而不泥古，兼顾传统范式与传
统审美。最终创作出这尊沉静典雅
的观音像，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艺术之“像”说到底反映的是艺
术家心中的“像”，从这尊美丽的观音
像中，我们看到了佛家宗教之境的
美，更看到了张雪松心中艺术之境
的美。

论书体杂糅的美感
□ 黄文雀

书体观念形成后，人们常常习惯
性地将书法作品的字体进行分门别
类。楷行草隶篆，各有定体。然而，书
法作品中多体杂糅的现象亦不少见，
从书体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书体杂
糅的现象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种是作
品中包含多种书体，是诸体的简单相
加；另一种则是两种或是两种以上字
体的融合，其字形介于两体或诸体之
间。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眼光来审视这
一现象？若书无定体，它是否需要遵
循规律，合乎法度？

一、风格统一

书体并非凭空产生，书体演变呈现
的是一种连续的线性变化，隶变时期篆
隶杂糅，呈过渡之体。直到篆隶之间产
生一条鲜明的分界，此后所出现的篆隶
融合的现象恐怕与书者的“破体”意识
相关，如东汉元初四年《祀三公碑》，以
篆为体，却又夹杂一些隶书字形和方截
笔法。再者介于隶、楷之间的书体，如
东晋的《爨宝子碑》是带有明显隶意的
楷书体，横画保留隶书的波挑，但结体
方整而近于楷书。而在此之前楷书体
的发展早已成熟，这些事实说明了书家
是有意地冲破字体的约束，用字体与字
体相融合的形式表现新颖的艺术效果，
即有破体之意。无论篆隶，还是隶楷，
将它们自然地融合，全篇风格统一，始
终以一种平稳的基调牵动着观者的情
丝。不得不说这样结合式的书体杂糅
是井然有序，浑然天成的。

二、有序运动

“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徐浩《论
书》之中“锺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
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王氏家族
当中，王献之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冲
破其父藩篱的佼佼者了。由于得天独
厚的条件，王献之具备了扎实的楷书和
行书基础，除此之外，他的创造力是非
凡的。《廿九日帖》中包含了行楷书、行
书、草书三体，虽杂糅多体，看起来却是
统一的、协调的。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
条贯穿全文的主线，即整体的有序运
动。作品中开头以行楷的形式下笔，随
后向行书过渡，行书之中夹杂着行草、
草书，统而观之，自然有序毫无突兀之
感。而这样有序的整体运动依赖于书

家的笔墨性情。古人写信札大多有“信
笔”之意，书写时可删可补，信手自在，
我想《廿九日帖》能在三体杂糅情况下
保持自然协调的真实面目多少是得益
于王献之的信手之笔。

相反，《裴将军诗》中融入了楷行草
隶篆诸体，其中各体过渡很快，令人倍
感突兀。刘墉跋语云“纵横豪宕，独辟
异境。所书如篆如隶，如真如草，如神
龙之变化，如云鹤之冲天。万象集之手
下，百体见之毫端；神乎，技矣！我无得
而称之，名之曰鲁公怪体”，一个“怪”字
道尽此中真意，后人常常对这一作品也
有所争议，认为《裴将军诗》非颜真卿所
书。由此可见，杂糅多体若不遵循有序
的变化是无法达到自然契合之境界的，
这样无疑是个失败的作品。

三、情感基调

情感是书家创作的出发点，不同的
情境下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面貌也是不
同的。站在锺繇娴静端庄的蝇头小楷
和怀素跌宕跳动的连绵大草面前是截
然不同的两种心境，优秀的书法作品常
常以其形象的线条带动观者的情思。
陆柬之的《文赋》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安
静祥和的，其用笔精美细腻，墨色除个
别深沉之外，大都色泽均匀，始终如一，
通篇以行楷书体居多，可以洞察作者的
心境是静谧平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书者却在行楷之中杂糅了一些草书体，
无疑阻碍了观者对这种静态意境的把
握，有伤于整体。整体的感情基调就相
当于一条完整的线索，若被阻遏，就无
法令观赏者完整地领略全文的意境。
即便《文赋》能体现出陆柬之很好地继
承了“二王”的行书基础，错误的杂糅终
究是个难以弥补的遗憾。杂糅书体一
定不能绕过情感的主线，否则势必会失
其自然。

综上所述，书体的杂糅是常常发生
的现象，尤其是游离在行草之间的自然
书写，书家往往能够在把握住一定法则
的情况之下自由地发挥，兴之所至信手
挥毫，这样的书写给观者的感受则是平
稳的、有生机的。一件好的书体杂糅作
品势必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发生着有
序运动，产生矛盾又协调统一，以此寄
托笔墨性情，或许越过了这样的主线作
品就会显得刻意、突兀甚至怪癖。

五月之镇江，雨后通透凉爽，令书坛瞩目的
第二届全国大字书法艺术展在美丽的镇江拉开
帷幕。此次评审距首届已有14年，不知是否因
相隔太久，此次来稿数量可谓空前，共收到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及海外作者投稿作品22074
件。其中，来稿数量居首的省份为江苏省2301
件，山东省2016件，河南省1716件，广东省1501
件，河北省1234件。仅从来稿量看，这也是中国
书协历次单项展来稿数量最多的一次。这充分
证明了中国书法的艺术魅力以及中国书协的凝
聚力，昭示了中国书法的空前繁荣以及创作队
伍的无限活力！

此次评审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阳光评审的
严谨与规范，经过近几年对评审工作的改革与
细化，中国书协的评审工作日臻完美，秉承对每
一件作品负责的态度，可谓真正做到了公平、公
正、公开透明的评审准则。每件作品都经过了
二组八名以上评委的审读，绝无遗漏。总的来
看，此次评审用“惨烈”二字形容一点不为过，淘
汰率约为98.8％。其中，承办地江苏镇江无一
人入展，有力证明了此次评审工作的公正性与
严谨性。

为期5天的忙碌评审可谓喜忧参半。喜在
看到如此众多的参赛作者参与此展，着实令人
欣慰！形式多样，五体齐备。整体来稿水平提
升明显。然欣喜之余，尚有一些不足。首先，缺
少令人眼前一亮、震撼人心的精品力作。是否
因两届展览间隔太长，一时手感生疏，或是日常
创作只关注作品的精巧？此间原因不得而知。
大字的气魄与特色尚有不足。鉴于此，建议下
一届大字展征稿，中国书协是否考虑将字径增
加到25厘米，将作品尺寸放大到丈二，这样为大
字创作提供了施展空间，大字的特色得以彰显，
也与其他展览拉开了距离。文化的缺失也是普
遍存在的硬伤。这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用
错、抄错、杜撰、落字、文不对题、语不达意、随性
之作不在少数。若不及时加以遏制并正确引
导，恐遗祸不浅。现将此次评审中发现的问题
略举，若能给书道同仁以启示是为幸！

大字概念界定模糊
大字又称榜书、署书、擘窠书，特别大的称

为魁书。大字榜书是中国书法特有的一个品
类，尤其在以展览为主要展示方式的当下，大字
以其气势磅礴的视觉冲击力，更能给人震撼！
写大字要“势宏”“墨厚”“气足”“线沉”，方能表现
浑厚雄健的精神与气魄。而大字并非小字放大
那么简单，小字用指、腕发力，而大字则需要用
臂、肘甚至腰的配合。明人丰坊《书诀》说：“若
径丈以上，如文信公魁字，人必立起。以一身全
力自肩及肘运，则以五指齐撮墨池之端，似握铁

塑画沙泥，使手离纸三尺，然后八法完整，左右
无病。”详尽描述了写大字从执笔到运笔的方
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称“榜书至难”

“自古为难”。一般说来，大字较小字难写，正所
谓字大一点功大一倍，此古人已有定论，而且也
成为今人的共识。此次来稿中仍有许多作品字
径不足15厘米，甚至更小，这足以证明参赛者没
有认真阅读征稿启事，最终因字径未按规定达
标而淘汰，得不偿失！

审读环节“零”容忍
此次展览的作品审读环节，对错字、别字及

造字等随意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凡是有
问题的作品一律拿下，而后进行复议，再次投票
决定取舍。在这一关，获9票以上的近百件作品
被查出有瑕，纷纷被拿下复议，令人唏嘘！最常
见的“里、裏”“发、髪”“锺、鐘”“台、臺”“范、範”

“后、後”等错误层出不穷。有的作者在五言联
中居然还有错字出现，令人费解。还有的写隶
书和楷书，也出现别字、造字，实难令人接受。
此次作品审读环节从正文到落款跋语都进行严
查，为的是倡导一种敬畏传统的书写风气，同时
对文化的漠视现象予以警醒，使广大书法作者
能够以敬畏之心，朝圣问道。

内容雷同欠丰富
众所周知，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取决于优

美的文辞，任何笔墨技巧都是服务于内容的。
因此如何选择高雅的诗词歌赋、经典的名人警
句尤为重要，但恰恰许多作者在这一环节表现
得过于随性，欠缺严谨。例如汉·刘邦《大风
歌》中“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是汉高祖刘邦在
击破英布军以后，途经故乡，邀父老乡亲饮酒
至酣，刘邦击筑高歌，唱了这首《大风歌》以表
达立志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仅此一句就被
近百人用以创作，审之味如嚼蜡。“静观”“观
海”“听涛”“冲霄汉、起云烟”“冲霄汉、展宏图”
等少字数词句更是比比皆是。而“开张天岸
马，奇逸人中龙”“朝写灵山胜境，暮写楞严佛
经”“刊石惟余西汉文字，行歌好约高阳酒徒”
等耳熟能详的联句仍被许多人毫无顾忌地抄
录投稿。中国书协的各类展览中此类联句频
繁出现，并非其句不佳，而是让参赛者写滥且
有抄袭之嫌，就应慎重。此外还有作者将古人
诗句改动几字，在落款中署自作诗一首，更为
不妥。还有一件五言联大篆作品，10字中既有
石鼓、金文又有楚篆，若将三者融合创作肯定
提倡，而这位作者是拿来硬凑成一件作品，可
谓不伦不类。更有甚者，视征稿启事中不许抄
录各类集联作品规定于不顾，依然照抄集联投
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次大字展还有一种现象应引起注意，即

相当多的作者将古人的诗句各找一句凑成对
联，无论平仄、对仗、词性皆不符合联句要求。
有的还煞有介事题上长跋，然跋语与正文又毫
无关系，这种行为也不提倡，为形式而形式是形
而下的行为，同时也是文化修养不够之故。读
书读好书，回归传统经典，才能摆脱此窘境。正
如黄庭坚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
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纵使笔墨
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此语道出了读书
学习的重要性。要想举重若轻，必须厚积薄发，
一切信手拈来的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积累。

取法的丰富性尚待提高
此届大字展，暴露出了取法单一的问题，虽

行草居多，但风格区别不大，证明参赛者普遍缺
乏独立思考，更多的是参考时人与展览作品居
多，故而造成了风格相近，书风雷同，其中隶书
更甚，基本局限在两种风格。一种取法汉碑《张
迁碑》《好太王》《鲜于璜碑》，另一种取法清隶赵
之谦、邓石如，难觅楚简帛书踪迹，且形式上清
一色整张多字书写，造成风格雷同且形式重复，
让人有吃一块肉而知一锅肉味之感。

还有一部分作者逆向而为，故意将瘦金书
和铁线篆、中山王写到30厘米左右，从视觉上极
度不适，只见一条细线上下翻飞，中空而松散，
若不经过艺术加工处理而简单的放大是不足取
的。大字行书与篆书的精彩之作也难觅其踪。
这些都需要广大参赛者日后冷静下来反复
思考。

评审归来，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中国
书法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与繁荣，如何承载新时
代赋予的艺术引领与文化担当，是每一个书家
必须关注和深度思考的问题，一切漠视祖先留
下的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行为，都是可耻
的！在书法热度逐渐提升的当下，应少一些浮
躁，多一点沉淀，打造一种风清气正的时代
书风。

中国书协倡导十六字方针“根植传统，艺文
兼备，多样包容，鼓励创新”，这是新时期的导
向，可谓提纲挈领，值得每一个书法作者认真领
会与践行。然而，当下仍然有许多作者太过浮
躁，心总是沉不下来，太过急于入展入会，从而
放弃了书法本源的滋养，抄近路、学时人。殊不
知这样下去后果难以想象，轻则不能入展，重则
走入歧途，此实非危言耸听，我们是时候该静下
来重拾传统，深入经典了。文化是承载每一位
书家发展的根源，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的吃苦精神。积跬步至千里，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让读书常态，才是书之正道！
而风格的多样性，也不可忽视，要有独立思考的
能力，坚守个性追求，正如黄庭坚所云：“随人作
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真正的书家皆谙
深入传统的重要性。若无熟稔的笔墨功夫，书
法则无根；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书法则无魂。
因此，书家应有敬畏之心，敬畏传统，敬畏古人，
敬畏文化，敬畏文字，书法的春天，才能春意盎
然，绽放勃勃生机！

“大字展”评审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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