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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徽派——安徽
书画40年精品晋京展”在京开幕

“不忘初心——马伯寅
书法展”于雅昌艺术馆开幕
深圳在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

发展的同时，文化领域也在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艺术家，他们都传承着“创新”这一
深圳基因，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马伯寅就是书法领域中的代
表之一。6 月 2 日下午，“不忘初心
——马伯寅书法展”在雅昌艺术馆
开幕。本次展览以“创新”为基调，
精选马伯寅近5年来业余时间创作
的80余幅作品集中展示。

“不忘初心——马伯寅书法
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书法艺术风格的创新
作者在继承古典书法技法的

基础上，又能将个人风格明显地表
现在作品中，力求做到笔笔有来
历，字字出新意。在形成个人面貌
的同时，作品面目丰富，有的古拙
厚重，有的雄强恣肆，有的文静秀
气，有的洒脱流丽。80多幅作品的
体量下，能够驾驭多种书体，体现
多种风格，这在个人书法展中是不
多见的。

书写内容的创新
本次展览书写的内容，既有思

想性，也有时代性，囊括了古今中
外多种品位的诗文词曲。既保持
了像交响乐般的高品位，同时也有

如流行音乐一样的通俗性。作者
从书写内容的角度增加了书法作
品的识读性，使观众更易于理解兴
发于书写内容之上的艺术创作，力
求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看
懂能喜欢。

展览形式的创新
全部作品分“澄心”“观道”“问

情”“咏怀”四个单元展示，便于观
众捕捉不同单元和同一单元不同
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使展览
本身具有了节奏感。部分作品旁
还配有二维码，观众可以扫描登录
作品解读平台，借助声音、文字、图
像多维交互的形式，对作品进行多
角度的解读和欣赏。

不忘初心
马伯寅 11 岁时即跟随书法名

家、外祖父陈翰彬学书。少年时期
他曾多次获得全国书法大奖，18
岁即被吸收入中国书协。在北京
大学求学期间他临池不辍，坚持对
于书法道艺的追寻。虽然一直以
来他并不是职业书法家，繁重的工
作使得业余时间很有限，但他都充
分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书艺。

马伯寅自述：“近几年来我的
工作地点离家很远，离家远的好处
就是能多出不少的业余时间。艺
术创作是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读

一首诗，唱一首歌，每天接触的汉字
文本，都能激发出不同的想法与情
感，这也就有了创作的冲动，这本作
品集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完成
的，这也构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马伯寅介绍，他在深圳的创作
也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所以将集
子中的作品按照书写文本分成了四
个单元，每一单元的代表作品都是
在深圳创作完成的，他想，这就是

“深圳质量”的一种体现。
马伯寅希望通过本次展览来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为大众服务”
的思想，在保持艺术高品位的同时，
尝试用三个创新贴近大众、服务大
众，把书法作品的审美意义作用于
大众的精神领域，扩大书法艺术的
群众基础，努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4年3月生，河北保定人，北
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金融法方
向），现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挂
职）。18 岁加入中国书协。曾任中
国青少年书法协会分会副主席，北
京大学书画社社长，中国险业书画
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荣宝斋特约书
法家。

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五届书
法篆刻作品展、第七届全国中青年
书法篆刻家作品展、首届中国书坛
新人新作展等中国书协举办的重大
展览。曾获第二届全国电视书法大
赛、全国首届“赛克勒杯”中国书法
竞赛、全国首届“兰亭杯”书法大赛、
上海“江南杯”全国书法大赛、迎香
港回归全国大学生书画大赛等书法
比赛一等奖10余次。

作品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
导报》《书法博览》等多家专业报刊，
艺术简历被收入《世界华人书画家
大辞典》等辞书。作品在美、日、英、
法、新加坡等国及台湾地区和大陆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展出，被美国大
都会博物馆等多家艺术单位收藏。

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中国
美协、中国书协、中国美术馆、安徽
省文联、安徽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

“新时代 新徽派——安徽书画 40
年精品晋京展”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
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开幕式由安徽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洪永平主持，安徽省文联
主席、巡视员吴雪，中国书协主席
苏士澍，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徐里，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
爱华先后致辞。中国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左中一，安徽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虞爱华，第十一届安徽省
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学平共
同为展览启幕。

据了解，此次展览的目的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坚
定文化自信，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新时代新安徽的新气象、新
作为。

此次展览共展出近 400 位书画

家创作的 346 件作品，其中美术作
品 196 件、书法作品 150 件。美术
作品包括国画、版画、油画和水彩
（粉）画、雕塑，有表现安徽创新发
展新气象的巨幅作品，有安徽重大
历史题材主题创作的优秀作品，有
安徽历届全国获奖作品，以及中青
年美术家创作的反映时代主题的
优秀作品。书法作品包括真草隶
篆行书和篆刻，有抒写徽风皖韵、
展示当代安徽书法艺术风采的巨
幅作品，有历届获奖和中青年书法
家 创 作 的 反 映 时 代 主 题 的 优 秀
作品。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爱
华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安徽书
画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
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创作了
大量艺术作品，此次展览也是安徽
书画界的一次成果展。安徽省文
联主席、巡视员吴雪表示，此次展
览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扎根江淮沃土，聚焦改革创
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小岗精
神》到《引江济淮》，从两弹元勋《邓
稼先》到基层党员楷模《沈浩》，“艺
术家们用作品抒写了一首首时代
赞歌”。

开幕式后，各位嘉宾参观了展
览，并于中国美术馆举行了“新时
代 新徽派——安徽书画 40 年精
品晋京展”理论研讨会。中国国家
画院副院长张晓凌、美术杂志社社
长兼主编尚辉担任研讨会学术主
持，30 余位专家学者就安徽书画发
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畅所
欲言。

安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
中国文房四宝的重要发源地，宣
纸、徽墨更是驰誉中外。书画艺术
丰富灿烂，有光耀古今的新安画
派、黄山画派、姑孰画派、徽派版
画、龙城画派，有影响广泛的皖派
篆刻、徽派篆刻，产生了萧云从、渐
江、戴本孝、梅清、石涛、邓石如、黄
牧甫、黄宾虹、林散之、刘开渠、赵
朴初、赖少其等书画艺术大师。

1978 年，中国农村改革在安徽
凤阳小岗村拉开帷幕。40 年来，敢
为人先、富于创造精神的安徽人民
坚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全省各
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在安徽省
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徽派文
化再度繁荣，书画艺术空前发展，
引人瞩目。“新时代 新徽派——安
徽书画 40 年精品晋京展”，旨在以
艺术的形式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全
省上下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
了新时代徽派书画艺术的创新成
果，多方位地呈现书画家们扎根生
活、服务人民、紧随时代的价值追
求和美学品格。

马伯寅▲ 开幕式现场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卑唐》中
强调学古为贵，而古有时间范围，即限
至六朝，唐以后之书，他便不欲观之
了。这一观点他在《广艺舟双楫·余
论》中具体化为“自唐为界”说：“六朝
笔法，所以过绝后世者，结体之密，用
笔之厚，最其显著。而其笔画意势舒
长，虽极小字，严整之中，无不纵笔势
之宕往。自唐以后，局促褊急，若有不
终日之势，此真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约而论之，自唐为界，唐以前之书密，
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
之书凋；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
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
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
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
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
之书敛。学者熟观北碑，当自得之。”
对于“自唐为界”说，学界还没有做过
详细阐发，有些著作虽然提到，但过于
空泛。

上段引文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即
唐以前书优，唐以后之书劣。在康有
为那里，密、茂、舒、厚、和、涩、曲、纵皆
是褒义，疏、凋、迫、薄、争、滑、直、敛皆
是贬义。综合引文首尾两句中的“六
朝笔法”“熟观北碑”等词语可知，“唐
以前之书”指的就是南北朝碑，特别是
北碑。康有为将古法限至六朝，称不
见一唐碑也可，所以“唐以后之书”包
括唐碑在内；康有为又对邓石如、伊秉
绶、张裕钊评价极高，认为都是书法集
大成者，所以“唐以后之书”应不包括
清代中晚期的碑派书法；于是，“唐以

后之书”指的就是从唐代至清代中期
的帖派书法。康有为用八对反义词
来分别形容南北朝碑和唐及以后帖
派书法，这种定性恰当吗？

“密”在书法中有两种意义：一是
指画距、字距、行距小，二是指结构精
巧、细致。结合上段引文“唐以后之
书疏”以及“六朝笔法”“结体之密”两
句，可确定“唐以前之书密”的“密”指
的是画距，即点画之间的空隙小。反
之，“疏”指的是点画之间的空隙大。
北碑的结字有密也有疏，密者如《龙
门二十品》，疏者如《泰山金刚经》，总
的来讲，密者更多。因此，“唐以前之
书密”应指唐以前书以密为主。以此
类推，其他十五个词也都是讲主流。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十六个字是否抓
住了唐以前、唐以后书法的主流？即
使抓住了主流，能否就认为前者好、
后者不好？唐以后书法中也有结字
密的，例如欧楷、柳字、苏轼书，等
等。但它们与龙门造像相比，还是略
显疏朗。所以，“唐以前之书密”“唐
以后之书疏”大致是对的。但疏密只
是笔画之间的间距大小，与书法的优
劣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无论
结字疏密，都有可能是佳作，关键还
是取决于人的才能。康有为认为密
好于疏，只是他个人的偏好罢了。

“茂”的本义是草木旺盛、生命勃
发，用在书法中是指书法给人一种旺
盛的生命力之感。“茂”主要取决于两
个因素：一是笔力雄强，笔力雄强才
会生命勃发；二是笔画伸展，笔画伸

展给人一种枝繁叶茂、草木旺盛之
感。相反，“凋”指的是书法犹如衰败
的草木，缺乏生命力。南北朝碑主要
是北碑，北碑主要是魏碑，魏碑又以
龙门造像、北魏墓志为主，而龙门造
像、北魏墓志皆具有雄强的笔力和修
长的笔画，所以，“唐以前之书茂”基
本是对的。唐以后书法中，除欧阳
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黄庭
坚、张瑞图、王铎等人的书法具有雄
强的特点外，多数还是偏阴柔之美。
例如虞世南、赵孟頫的书法，并非没
有骨力，但是因为筋骨内藏，所以显
得文雅、含蓄，而非雄强、恣肆。这类
帖派书法与魏碑相比，当然显得生命
力不够旺盛，但用“凋”来形容并不
妥当。

“舒”指从容、缓慢，“迫”指急促、
褊急。北碑隶楷相参，属于静态书
体，从容舒缓是很正常的。但是唐碑
何尝不如此？帖派书法多行草书，确
有急迫之嫌，但这是书体使然，不是
书家之过。认为舒优于迫，好比认为
篆、隶、魏碑优于行、草，是不成立的。

“厚”在书法中有两种意义：一是
指笔画有厚度、立体感；二是指书法
耐人回味。其中第一义用得更多。

“薄”的意思也有两种，与“厚”刚好相
反。康有为认为“唐以前之书厚”，大
概依据的是龙门造像之类的作品，这
类作品笔画很粗壮。但其中很多笔
画，例如《始平公造像》的短横、长横、
竖笔，都是侧锋用笔，其实并不厚（而
是薄），只是比较粗而已。北魏墓志

的笔画要比龙门造像瘦很多，根本谈
不上厚。所以，“唐以前之书厚”不成
立。帖派书法的用笔以中锋为主、侧
锋为辅，这种方式写出来的字不可能
只是薄。同时，帖派书法多具有书卷
气，有些（苏、黄、赵、董）还十分浓郁，
令人回味，这可以说是厚。故“唐以
后之书薄”也不成立。

“和”的意思有很多，但与“争”相
对的“和”应是指协调、无冲突，相应
地，“争”是指冲突、不协调。“和”是违
而不犯，是多样性的统一；“争”则是
差异性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用

“和”与“争”来分别形容唐以前与以
后书法，是明显错误的。例如《九成
宫醴泉铭》的“武”字，修长的戈钩与
右上的打点产生了向左下方的冲力，
但左上的两横与左下的“止”旁呈左
低右高之势，前两横与戈钩相交于两
横的末尾，这样就造成了左右方向的
力量平衡。单看左下方的“止”旁：左
竖不是竖直，而是往右倾；短横不是
右昂，而是向右下顿；于是，左下方又
达成了新的力量平衡。整个“武”字
可谓险中求稳的典范。欧阳询楷书
经常采用这种结体，这难道不是“和”
的呈现方式吗？成功的书法作品都
具有“和”的特点，不管它是激烈还是
平和。

“涩”是指行笔中似乎有阻力，笔
画不够流畅、崎岖不平或具有颤抖
状，给人一种老辣之感。“滑”是指流
畅、无阻力，但容易给人一种漂浮无
力之感。“滑”如果作流畅讲，就是褒

义；如果做浮滑讲，就是贬义。南北
朝碑中，除了长埋地下的墓志较少具
有“涩”的特点外，大部分都具有。这
种特点主要是风雨剥蚀、人为棰拓所
致，并不是书丹或刀刻的原意。唐碑
经过风化、棰拓，也具有“涩”的特
点。黄庭坚较多地使用了“涩”法，但
大部分帖派书法都属于流畅一类。

“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大
致是对的，但认为涩好于滑是错
误的。

“曲”“直”的意思非常明确，不再
赘述。“唐以前之书曲”并不是说南北
朝碑没有直笔，而是直中有曲。例
如，《张玄墓志》中“昔”“女”“玄”的长
横和“作”“陽”的长竖，《元桢墓志》中
大量的短横、长横、短竖、长竖，《泰山
金刚经》中“佛”的短竖、长竖，总体上
是直，但直中有曲，显得很生动。欧、
虞、褚、薛、颜、柳的楷书也都有直中
含曲的字例（褚、薛更多），但与南北
朝碑相比，直的成分更多了些。例
如，虞世南楷书的长横只是略微地呈
俯势；欧楷的长横、长竖和柳楷的长
横，曲的成分很少。唐楷以外的帖派
书法多为行草书，除使转处用曲外，
横画、竖画也少有曲致。因此，“唐以
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基本是对
的。书法讲究“曲而有直体，直而有
曲致”的曲直结合之美，这样才会生
动多姿。以此来看，康有为认为曲优
于直，是正确的。

“纵”是放任、无约束之意，“敛”
是有约束之意。南北朝碑介于隶楷

之间，没有定型，显得千姿百态，也显
得不成熟而可塑性大。康氏用“纵”
来形容是恰当的。唐楷是成熟的楷
书，法度严谨，但也有程式化的弊病，
这样自然显得有约束。但帖派书法
中的行草书属于尚意书法，追求的是
写意而不是守法，应该属于“纵”一
类。所以，“唐以后之书敛”是不准
确的。

康有为的八对词是就主流而言，
所以上面的判断多用“基本是对的”
之类的谨慎语言。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康有为的八对判断判定
如下：

一、唐以前之书密，正确；唐以后
之书疏，正确。二、唐以前之书茂，正
确；唐以后之书凋，错误。三、唐以前
之书舒，正确；唐以后之书迫，正确。
四、唐以前之书厚，错误；唐以后之书
薄，错误。五、唐以前之书和，正确；
唐以后之书争，错误。六、唐以前之
书涩，正确；唐以后之书滑，正确。
七、唐以前之书曲，正确；唐以后之书
直，正确。八、唐以前之书纵，正确；
唐以后之书敛，错误。

康有为的十六个判断有对有错，
对者居多。第一、三、六、七对的两个
判断皆对，但我们不能盲目认为密好
于疏、舒好于迫、涩好于滑，只有曲好
于直能成立。“自唐为界”说的核心内
涵是尊碑抑帖，但这只是康有为个人
的审美倾向，他的判断标准其实有不
少问题，因此，“自唐为界”说只具有
参照意义，而不必大肆吹捧。

论康有为的“自唐为界”说 □ 魏东方

▲ 马伯寅书“不忘初心”四条屏

▲ 研讨会现场

▲ 展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