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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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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两院

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

义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

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祖

国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凝结着广大院

士的心血和汗水。我们的很多院士都具有“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都是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

原 典：

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明］戚继光《望阙台》

释 义：

望阙台，在今福建省福清县，为戚继光自己

命名的一个高台，用来表明自己身在远方而不忘

国家的重托。戚继光在《福建福清县海口城西瑞

岩寺新洞记》中记道：“一山抱高处，可以望神京，

名之曰望阙台。”阙，宫闱，指皇帝居处。十年：指

作者调往浙江，再到福建抗倭这一段时间。从嘉

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到嘉靖四十二

年（1563）援福建，前后约10年。孤臣：远离京师，

孤立无援的臣子，此处是自指。宸銮：皇帝的

住处。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句

诗的意思是：多次的秋霜洒过万千山峰，使得霜

叶红于二月花，就像自己的点点心血，染遍山川，

浸透红叶。他以此表明自己忠贞不渝的报国之

心和不计个人得失的满腔热血，愈战愈勇，愈挫

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诗，是赞美老一代

科学家淡泊名利，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几

十年如一日地奋战科研一线，从无到有，由浅入

深，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呕心沥血，实现了科技的重大突破，而且已经开

枝散叶，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勉励院士

们继续奖掖英才，提携后学，为科技人才的培养

和科技创新的突破再立新功。

（本篇集字以《龙门二十品》为主）

————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
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

《杨大眼造像记》拓片（局部）

□ 盛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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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龙门造像题记的书法风格，康有
为是有所辨析的，他说：

《龙门二十品》中，自《法生》《北海》《优
填》（后画出二十品）外，率皆雄拔。然约而
分之，亦有数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

《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
重为一体。《长乐王》（指《尉迟》）、《广川王》

《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
达》《齐郡王枯》，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

《安定王燮》，峻荡奇伟为一体。总而名之，
皆可谓之龙门体也。

他把龙门体的风格分为四种：一为
“沉着劲重”类，似从笔法入手；二为“端方
峻整”类，似从字形、结体入手；三为“峻骨
妙气”类，似从气息入手；四为“峻荡奇伟”
类，似从形式入手。当然还应有第五种，即

《法生》《元详》这种带有圆笔风致，祖锺、
王类。

从书法的形式语言看，这样的区分有
相当的合理性，但言之不详。且风格的区
分有重叠交叉者，亦有可以合并者。另外
有个缺陷，似未顾及书写主体的情况区分，
因此留下一些遗憾。说风格，有些问题是
不可回避的，就是风格产生的渊源，书法创
造的主体素养、审美趣尚等。由于造像记
的作者身份大多不明，故确实有风格区分
的难度。

《龙门二十品》的风格类型
造像题记形式语言的共同性体现为

某种风格，“龙门造像体”作为风格类型的
概念，其中关于形式的两个方面：一为方笔
峻厚，一为斜画紧结。所以，康有为说的沉
着劲重一体是中肯的。

一、沉着劲重、奇趣妙理
从用笔看，属于沉着劲重的主要作品

确实指《杨大眼》《魏灵藏》《孙秋生》等几
品，但里边也有区别。沉着劲重指用笔的
沉着有力。

方笔峻厚，一是指点画的方峻、健伟；
二是指点画的厚重有力，侧重点有所不同。

方笔的运用并不复杂，有两个特点。
一是侧锋、露锋落笔，迅捷厚实，所以线条
形态多方峻、险侧，“点”的书写是这样，

“横”的书写也是这样。《杨大眼》《魏灵藏》
等造像，都有落笔峻利、险侧的特点。“横”
的首端，都有明显的圭角在。二是运笔突
出按笔铺毫，一笔下去后，侧锋转中锋的过
程无太多的手腕动作，锋稍起后即按笔横
移，这样整个线条厚实、劲健，无中怯之
病。《慧成》《杨大眼》中的横画较多的字，如

“三”“匪”“再”“华”等，其线条的形态区别
很少。粗看首尾略粗，实是重按、回笔之
故。而横的速度也比较快，故在气息上是
粗壮有力、气势昂扬。

用笔的沉着与发笔的迅捷、快速并不
矛盾，只要锋毫按实，运笔快与慢的效果差
别就不是很远。沉着是不轻浮、不佻薄，中
锋提笔而走容易中怯就是这个缘故。造
像题记的刻凿都不会快，凿刀贴线而走，所
以其线条不会浮薄。

用笔重，线条形态粗壮，就容易拙，
这种沉着劲重的风格与典雅、飘逸的风
格差别很大。但《慧成》《杨大眼》的用笔
虽粗劲，结体却仍不乏姿态，而《郑长猷》

《一弗》的线条形态，除了劲重沉着相同，
还有稚拙、质朴。故严格来说，把《郑长
猷》《一弗》的风格与《杨大眼》《慧成》相
提并论似乎难以服人。《杨大眼》《慧成》
的沉着劲重中，有骏厉和雄奇，体骨峻
健；而《郑长猷》《一弗》的沉著劲重中，有
浑厚与质朴，峻厉、峻健的气势和体骨却
不明显。为什么？《郑长猷》《一弗》的结
体中，隶书的形态还较明显，横画略带隶
书上翘的波势，撇捺远不像《杨大眼》《魏
灵藏》锋芒尖锐，有楷意。

从笔法看，有些造像用的也是方笔，
但却不是沉着劲重的风格，而是康有为说
的“峻骨妙气”“奇趣妙理”一类。这实际上
指笔法的变化而言。《解伯达造像》这类作
品就属于此。《解伯达》中的短撇，劲重而雄
悍，短促中有跳跃的节奏。竖钩、弯钩，外
方内圆，十分细腻。奇特的还有捺脚，方截
劲利，十分锋利，而内侧则圆润温和。这说
明，在方笔中已融进了圆笔。康有为又说，

《解伯达造像》雍容文章，踊跃武事，正是指
其用笔中的沉着而有节奏，有某种暗示，不
张扬。

二、流美、典丽
以用笔看风格，《龙门二十品》中亦有

《法生》《元详》造像，多用圆笔。特别是《法
生》，康有为认为是《龙门二十品》中唯一用
圆笔的。但是《元详》《慈香》《元祐》等品
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圆笔。圆笔的线条
温润、流美、典丽，故是属风格的另一种。

《法生》造像的点画确实与《杨大眼》
《魏灵藏》《孙秋生》等有很大的不同，“点”
的形态与中锋用笔差不多，轮廓的边缘没
有锐利的圭角，并且看得出转锋、收笔处的
细微动作，所以，“点”的形态温润、饱满，且
多变化。如“心”的三点，左侧之点与中、右
的点都不同，明显感觉到三“点”之间的连

贯和跳跃。此外，如“海”“法”的三点，
“终”左部的三个连点，“并”上头的两点，
都有笔法的多种变化。宝盖头字的“点”
法，如“宝”“家”等字，与《慧成》等尖锐的
三角形形成鲜明的对照，故康有为又说

《法生造像》“秾华丽美，并祖锺风”。
点画温润、饱满，而运笔则流美、畅

达，结体则典雅、优美。《法生造像》的书法
线条，看不出方笔峻厉的气势和雄强，让人
眼前一亮，仿佛重见锺、王。这也表明，刊
刻造像文字，用同样的刀，可以有不同的风
格。《法生》也有一二方笔，也同样看得出刀
切的痕迹，但凿刀传达笔意之精致，几乎达
到了写的程度，其技术的精湛，绝对不亚于

《尉迟》。
此外，《元详》的用笔也有很多圆笔，

但它的节奏比较舒缓，字距也比较大。在
作点画之时，从容不迫，不疾不徐，故其点
画很有姿态之美。例如三点水的写法，三
点之间的距离拉得比较大，像“洛”“汭”二
字，其结体左右几乎大体相等，点画匀称、
典雅。再如“辶”的写法，如“逆”“还”，都是
以温润、典丽的线条从左向右做起伏不大
的运动。尤其是捺脚，有提收的渐次过程，
故这个“脚”虽伸得很长，但不觉锐利无比，
而是尽势外拓，尽情而止，与《杨大眼》《慧
成》等捺脚截然不同。康有为称它的风格
为“靡逸”，除了指其姿态上的特点外，更多
的还是说其用笔上的流美、典丽。虽然其
中也有一些方笔，但大多是凿刀刻出来的，
如“永”的上头三角形点，明显有刀痕。

三、斜画紧结、方峻雄拔
从结体的方式看龙门造像的风格类

型，斜画紧结是大多数造像的共同特征，但
空间布置，欹正、宽窄的安排上，还是有区
别的。

其中，《尉迟》《广川王》《侯太妃》《高
树》《始平公》等造像以方峻、雄拔、整饬、
端严为主要风格，这一风格正是“龙门体”
楷书的主要特征。斜画紧结，使字形的造
型向方整方向靠拢。这是汉字摆脱隶书
的新形式、新结体。隶书的方扁造型影响
了结构的紧密，同时，宽疏的结构也影响
了书写的速度。撇开笔向字的中间团聚，
点画的交叉围绕中宫展开，字形拉长了，
峻拔之形势出现了。《尉迟》中的“累”“乐”

“有”，字形都雄峻挺拔，有十分昂扬的
气势。

《侯太妃》的字形造型，特别方峻挺
拔，点画粗壮峻健，但又不是横平竖直的呆
板，横画都带向上的斜势，横竖的交叉总避
免单一的“十”字。斜画紧结，穿插的角度
很有稚拙的味道，体势欹侧，像“使”“大”，
让人觉得有出奇兵的感觉。

同样是方峻端严风格的《高树》，极为
讲究点画装配中的变化。例如“石”字中
的斜笔，其起点不是放在横画的中间，而
是横右末端的地方，横斜之间的角度更
小，这种“斜画紧结”就有艺术效果了。而
另一个“身”的斜笔，是极度夸张又极为险
绝的斜画，撇的起点不在“身”横向竖的交
结点，而是从“身”右上方与上方齐平的地
方，故这一“斜”斜得痛快淋漓。

字形的方峻易导致整饬和呆板，但只
要讲究结构中的宽窄、位置，还是可让字
势雄健挺拔。《高树》中的“夏”字，是上下结
构。“夏”的上部横画宽博，但带斜上势；下
部的两个斜撇十分紧结，且势态有点夸
张。最后一个捺笔，如谨守字法，可能平
淡无奇，但《高树》中的这个捺笔，奇特新
颖，高抬落笔的位置，让其插入首横的下
方，又让其与下方的横和两个斜撇穿插，
捺脚似落在半空中，这样，趣味顿出，雄拔
之势也十分突出。再如“高文成”的“成”
字，“戈”的斜笔从靠左的地方斜出，与上下
四个横斜笔交叉，这种惊险也是方峻别有
的调料。细察该碑，有些字十分瘦长，有
些字又特别方扁，结体绝不类同。

四、峻宕奇伟、新理异态
龙门造像中，结体造型最富浪漫情志

的，是那些来自民间书手的无拘无束、纵

酣逸宕的作品。其中，为康有为激赏的《慈
香》《元燮》等造像可谓特别跳眼。

《慈香》造像也是打好界格后书写的，
但书手总是不按固定的空间安排它的点
画，而是别出心裁地让字势欹侧，让线条飞
舞起来。例如开头的“乃”字，完全是圆线
的一次舞蹈。但圆笔落石十分粗厚，点画
点圆却不典丽，而有稚拙的憨厚。笔的运
动很流畅，但不流美，粗厚的线条竭力想做
某种笔拙的翻腾。特别是最后一笔，圆厚
中多少少了一些自得其乐的痛快。而“美”
的造型就不同了，用笔有点随意，开头两点
圭角很锋利，三个横画每一画都不圆，两个
撇左右开张的角度已大于九十度，左右的
两只脚都已伸到了格子的外头，可谓酣纵
宕逸，竭尽姿态。再如“应像营微”的“像”
字，右下部用了四个带弯势的斜弧笔造型，
用一种相似线条叙述心中的情感，以致右
部的两点无处安家，只好草草地做了一个
夸大的外“八”字形处理，字形稚拙而丑，却
十分有味。

康有为形容《慈香》说：“其为章也，龙
蟠凤舞，纵横相涉，阖辟相生，真章法之绝
轨也。”龙蟠凤舞，正是指字势的极度夸
张。再如“及”字，共两个，都舞得生动。最
后一个“及”的第一笔笔势是上抛的，第二
笔斜撇也是上挑的，最后的捺笔高抬，与两
撇相交后右出，与通常的写法不一样。“成”
的写法，第一笔横，第二笔左短撇上翘，两
笔是脱钩的，中间的弯钩又被强化了，“戈”
的斜势就十分惊险了。

《元燮》造像的结体也有这种新理异
态，康有为说它“如长戟修矛，盘马自喜”。

“长戟修矛”也是指点画组接的夸张线条。
如“眷”“会”等字的撇捺，都伸手伸脚地扩
张地盘，入侵他行。有些字，如“像”，其下
部也作撇捺造型，字势夸张有情态。单个
的笔画，如“为”的撇笔，“又”的斜撇，都尽
情夸张，酣畅尽兴而致。“盘马自喜”此评语
下得很精彩，说出了“长戟修矛”的抒情性
格。如“见”下部的左撇很夸张，仅此一招，
还不能说“自喜”，它的竖弯钩，竖是斜竖，
类撇，这样弯钩生角，再夸大上翘的钩，使
钩脚上窜至“见”的右中部，恰好与斜撇形
成呼应，情趣活泼。这种书写的随意性，无
拘束性，都是写手性情的真实流露，也是造
像中最可宝贵的品质。

（文章转载自《中国书法·书学》2016
年第6期，原文题目为《〈龙门二十品〉的风
格类型及其品评》，有删节）

《龙门二十品》的风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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