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世
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推进。请您根据您的经验，谈谈如何
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将中国书法更好地传播到海外。

周 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政策高瞻远
瞩，为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工作者指引了努力的方向。原
来我们的文化传播比较多地把精力放在欧美与东亚国家，

“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引导文化艺术界人士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人文艺术层面的交流，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
互信，这有助于中国和更多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对未来世
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非常重大的积极影响。对
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书法文化的传播，我根据多年在海外
书法国际传播的经验，我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可供同道参考：

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化与艺术的交流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长时间地相互浸润，人们会按照自
己的兴趣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某种文化或艺术，不要过多地
进行干预。我给潘基文先生教书法，在联合国给外交官教
书法，主要以民间文化交流的方式进行，他们大多带着一
种自发的兴趣来学习书法与中国文化。2014年，我在接受
中央电视台《名家面对面》记者采访时，记者提了一个问
题，说网上有种说法认为我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官方外交
家，我立即纠正了这种说法。我说自己一直在用一种民间
的方式传递书法之美，作为一个艺术家，面对任何一个想
学书法的人，我都会想办法让他学得更好，这是我作为一
个艺术家的分内之事。

二、以点带面，抓住关键。由于跨文化传播容易产生
“文化折扣”现象，我们切忌盲目地、无针对性地传播书法文
化，要注意书法受众的选择，否则会导致无效传播。我在书
法国际传播中，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国家的外交官等关键
人群进行教学，因为，外交官本身负有国家间文化交流的使
命，他们有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意愿，而且他们本身处在自
己国家文化传播的制高点，如果对某个国家的文化艺术非
常欣赏，可能会通过自己国家的媒体和相关部门进行宣传
与介绍，这种传播的效果会更为理想。当然，这种关键人群
不仅仅限于外交官，还包括华侨、留学生等群体。另外，在
书法文化传播活动安排的城市选择上，都可以运用以点带
面的方法，由一点辐射到更广的范围。

三、化繁为简，化零为整。中国传统书法教学一般注重
程式训练，非常复杂，如果将这一套教法僵化地搬到欧美国
家以及阿拉伯国家，往往会让他们对中国书法望而却步，收
效甚微。中国书法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抽象艺术，因此，我在
向西方国家传播书法时会因势利导，用西方的抽象绘画理
论讲中国书法，将书法纳整个世界人类艺术体系之中，这样
更容易被理解与接受，同时不会失去中国书法本身所具有
的精神与内涵。另外，中国书法一直以来是中国向世界展
现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如何阐释中
国，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需
要以书法为载体将中国文化进行整合性地传播，组合中国
哲学、功夫、戏剧等中国元素，建构组合拳模型，而不能只就
书法谈书法，或到国外简单地举办几次书法展览就万事大
吉。中国书法与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汉语国际教育有着天然
的联系，用好中国书法这种母介质，对文化国际传播有事半
功倍的效应。

总之，我们一方面需要“胸中有大义、肩头有责任、笔下
有乾坤”；另一方面，需要认真研究西方文化受众人群的心
理，因势利导，减少文化误解，才能借“一带一路”政策的东
风，将中国书法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李世俊：2014年，在您的倡导下，“书法小联合国”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国际学校正式挂牌成立，经过四年多的实践，
“书法小联合国”目前发展情况如何？

周 斌：四年前，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以及
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支持下，我们在联合国的国际学校成立
了书法小联合国，目前已有200位成员，包括驻联合国各个
国家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子女等。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用
书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效果非常好。通过四年
的建设，我们的工作逐步走向完善。尽管潘基文先生离任
了，但是这个机构仍然得到联合国与各国外交官的支持，书
法小联合国已经找寻出一条极具特色的道路。近年来我们
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书法小联合国”的内涵拓展。在联合国新闻部
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我们成立了联合国NGO组织“国际
书法联合会”。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国际
书法联合会”下分设了两个机构：“书法小联合国”主要承担
世界各国青少年书法交流工作；“周斌书院”主要为联合国
的官员、美国主流社会政府官员提供教学服务。我们在原
先“书法小联合国”平台上做了很好的拓展，以外交官子女
这一群体为基础，逐步扩展到不同年龄层次的国际友人，从
联合国多边文化平台走向美国主流社会群体，拓展“书法小
联合国”的内涵。

第二，“书法小联合国”合作伙伴拓展。我们通过“国际
书法联合会”平台与世界各国其他领域的联合国NGO组织
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现在跟国际往来的交流平台在逐步扩
大，已经跟联合国的40余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NGO组织
建立了联系。我们在一些国家搞活动的时候，都有相应的
组织来支持。这种以民间为主体的书法文化交流，拉近了
不同民族与国家人民与中国的距离，成为官方文化交流的
有效补充。

第三，“书法小联合国”在各国友好人士的支持下，在我
们长期国际教学实践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中国书法文化
国际教材，其中《风调雨顺——春、夏、秋、冬》中国书法文化
教材，以熊猫妮妮和她的美国好朋友杰瑞的故事，来讲述有
关二十四节气的中国文化。书中不仅有民俗、有剪纸、有图
画，而且还可以通过扫每页中的二维码，来一步步按照手机
视频中的指导示范学习书法，目前它已成为部分西方国家
学习中国文化的畅销教材。

“书法小联合国”正在组织专家做多媒体教学方面的教
学课件，将课程与网络传媒结合起来，使中国书法文化教学
能够线上互动。“书法小联合国”尽管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是
它所肩负的责任重大，通过我们的努力与国家的支持，相信
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李世俊：习近平总书记讲：“书法是中华文化瑰宝，包含
了很多精气神的东西。”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当中，
书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周 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对书法的谈论非常到位，中国京剧、中国功夫、中国书
法，都带有我们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精气神”，由此成为不
同于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自成体系的文化，这种文化
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是值得珍视的美好文化，值得将这
种文化所带有中国韵味、中国精神的美分享给各个国家
的人民。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书法可以传递与呈
现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智慧，可以用艺术的直观形象
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减少在一
些领域中不必要的摩擦和误解，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信
任与理解。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讲，书法不仅是书写汉
字的艺术，也是人们用美丽的线条表达美好情感的艺术，
它可以润物细无声地拉近中国与世界人民的距离，使各
个国家的人民通过美丽的线条来认识中国，进而欣赏中
国，包括中国的文化、语言、历史等各个方面。

2016年，我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中国书法文化国际传
播的理论与实践”重大攻关项目，其中有一个子项目就是研
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书法文化的传播，我们项目组去这
些国家做了专门调研，研究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书法书体与
字体的偏好，在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
提供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李世俊：您创办了“中国书法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这
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而且对于青少年书法心理特征
的研究也非常深入，请您为我们谈谈书法对于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有哪些影响？

周 斌：这是我15年前就开始做的工作。教育学研究
往往需要借助心理实验的数据，这自然就涉及跨学科的研
究。我们的研究表明：科学的书法教育对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如对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品质的具
备、良好性格的养成，乃至于对青少年多元智力的发展都有
正面的促进作用。健康的心理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与
世界观养成的基础，用书法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
有很多途径。比如，可以强化在书写过程中的仪式感，在青
少年学习书法的过程中，要求养成敬惜字纸的习惯，不要随
便涂鸦，清代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说：“凡写文字，须高执
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
得令手揩着毫。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
严正分明，不可潦草。”他特别强调在习字时“必楷敬”，要对
书法养成一种敬畏之心，蔡邕讲要“如对至尊”，这对青少年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健康人格的培养有非常直接的作
用。此外，我们还可以有意识地让青少年在一个群体中共
同学习书法，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因为自己练习而日益感觉
枯燥，在群体中学习书法，一方面可以让青少年相互交流，从
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另外一方面，因为青少年自
制能力比较弱，在群体中练习书法能够起到相互监督、相互
约束的作用，儒家文化讲“敬业乐群”，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青少年学习书法的过程中，让他们多写
一些历史人物的励志格言、古代经典中的名句，这些会对他
们确立自信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总
之，我们可以根据环境、时间、空间等因素，比较有弹性地设
计一些方法和途径，用书法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

李世俊：您常年在高校任教，那么针对国外书法爱好者

和国内高校书法专业学生，在教学方法上有哪些异同点？
周 斌：国外书法爱好者与国内书法专业学生，在对中

国书法的认知与欣赏上确实有很大不同。我曾做过一个实
验，在中美两国各挑选了20所大学，每所大学再挑20名学
生，分别向他们展示颜真卿的楷书与怀素的草书作品。结
果，80%以上的中国学生喜欢楷书，但大部分的美国学生喜
欢草书，他们觉得草书很有创造力，像跳舞一样。

对于国内的学生而言，由于师生都处在一个文化场之
中，很多环节其实不必用语言解释，这很像教育学家波兰尼
所提出的“默会知识”，或者把它称作“内在于行动中的知
识”，学生们意会即可，不必言传。但对于国外的学生，尤其
是对于欧美国家、阿拉伯国家等的学生而言，由于文化心理
与思维方式都不对接，对他们的书法教学，很多环节都需要
有意识地用语言解释，需要用理性解析式的思维清晰地把
一些动作步骤介绍清楚。

李世俊：针对国内的书画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周 斌：使用图片与影像已经成为“读图时代”人们的

主要生活方式，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书画教育，在传播媒介的
使用层面，可以有意识地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对
于大众的书画文化普及，需要有意识地借助影像进行传
播。此外，还需要分析受众人群的接受能力与趣味、注意传
播内容的设计以及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如线上传播与线下
传播）等方面。在古代，书法主要是在文人士大夫小圈子内
部交流，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代科技手段已经能够满足一般民众学习高雅文化的需
要，这就需要我们书法教育的思维不要停留在以前，要积极
跟上时代的步伐。

针对中国学生的书画教学，由于在一个文化圈中，人们
的文化习惯、文化认知风格很容易被固化，我们需要建立一
个适应于全球化发展背景的教学体系，如果还是用老一套
的方法进行教育，会出现严重滞后的现象。最近几年来，我
一直在各个地方呼吁高校要建立“书法+”的教育模式，所谓

“书法+”，就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书法创作技能外，还要有在
其它专业领域的能力，如文化传播能力、管理能力等。传统
美院对于书法专业学生的教育大多是技艺层面的训练，致
力于培养“书法家”，但我觉得这不符合当代社会对于书法
人才的需求。我所理解的好的书法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具备

“书法+”的综合素质，使书法能为学生日后在其它方面的发
展提供有益的促进作用，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只懂书法的
写字匠。2017年，我被上海交大引进，专门成立了“中国书
法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主旨就是为了培养
高端、一流的综合性书法文化创意人才，促进书法人才培养
模式的革新。我们的学生除了应具备精湛的书法技能外，
还应有外语表达能力，系统学习现代金融与管理学，懂得品
牌塑造与营销，掌握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前沿动态，具有国际
视野，这样学生在毕业时就业面会得到拓展，将会在中外政
府职能部门或相关外交机构、研究机构、文化企业、金融投
资机构等领域从事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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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右）参观“周斌书院”

▲周斌在指导外国学生写书法

▲潘基文夫人与联合国国际学校校长Camblin女士为“书法小

联合国”成立揭牌

▲周斌“境自·物含”联

周斌作为书法界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在他所从事
的书法跨文化心理研究方面，会接触大量的学术文献和需
分析处理的数据，长年的理性思维训练使他在书法创作上
陷入两难，作为对逻辑思维的一种消解，他往往在创作前借
助音乐让自己慢慢进入创作状态，他说这会最大限度地发
挥他的艺术创作潜能。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他更喜欢跳跃
性的思考问题，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仿佛要随时捕捉
转瞬即逝的灵感，以表现于毫端。如果走进他的书房，你会
发现到处堆的是中外经典唱片，屋子里经常回旋有一种优
雅的旋律。他爱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如理查德·克莱德
曼、凯文·科恩以及班得瑞等人的作品。他所听的音乐正如
他的性格，整天乐呵呵的，仿佛一生无任何忧心之事，也很像
他的书法作品，不张扬，不激越，优雅淡泊，温婉中和，有如他
喝酒从不喝得酩酊大醉，而是享受一种微醺的感觉。在他
的行书作品《大块·高齐》以及《淡泊·宁静》中，表现出的正是
这种心境，这些作品结体疏朗，松散宽博，节奏缓逸，不刻意
而为，让人会很容易想到苏轼的两句诗：“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隐隐传达出自然散淡、物我两忘的道家境
界，或者是一种拈花微笑的禅意。正如刘熙载所言：“书，如
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
和致力于解构的书法家不同，周斌走的是另外一条

路。他不像一些前卫书家那样激进，甚至有些“保守”，如果
分左右阵营的话，他应该属于“右派”。他对待书法创作是一
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他尊重古人的经验，踏踏实实地走在历
史的道路上进行探索，而非质疑与叛逆。他有意识地去触
通传统文人的生命、境界和精神，其作品扑面而来的书卷气
后藏有他几十年学书的匠心独运，这是一种慢功夫的建构，
而非解构，而且他要不断地进入到中国书坛创作的现场，他
经历过书法界的各种思潮，但他不盲目地跟随某一潮流，而
是能独自静下心来在丽娃河畔的书斋里坚持从古人那里汲
取营养，并加以变化，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确实需要一定的眼
光和自信。

——朱洪举

就书法创作而言，周斌对传统书法下了功夫，但细观他
的书法似乎超越了传统而有相当的现代书法意味。他不想
过分沉重的背负传统的匠气书法中，先行看到率性自然和
精神觉醒的魅力。逐渐地，开始吸收文化之灵气，获得了新
的精神养料。周斌多年来潜心研习王羲之、怀素、米芾，坚持
文人书法精神，即那种于温润中浸透人文感悟人文精神的，
以及历代文人氤氲的文化氛围的书法形式，加上书写中国
诗歌经典的内容，才是他所追求的。而其多幅行书作品颇
能见其性情，书作中充满笔断意连的用笔，加深和丰富书写
内容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使其书法作品具有特殊的美感
力量。

他喜欢草书，写书法经常在深夜人静的时候开始，在在
他不大的书法工作室他静心写字，心游万仞，于点画笔墨中
领悟书法对人心理的重大塑性意义。如赵壹《非草书》所描
述：“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
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
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他在通过笔和宣
纸的摩擦去激活古老的文字，用心灵在万籁俱寂中去倾听
笔墨乐章。

在海上书法的方阵中，周斌的书法似乎越出了传统，他
曾迷惘过、探索过，正是在迷惘、寻求、探索中，他一步步探索
书法表现和再现的神奇魅力，他在书写的形式中获得内容
的充盈，在下笔使转的生命爆发性中瞬间释放精神的能量，
将自己的痛苦和快乐、郁闷和洒脱，用饱蘸墨汁的徒手线完
整地呈现在宣纸上。看他写字总在同自己较劲，千钧之力
运于毫端，驾驭手中的素毫表现复杂的心理状态，捕捉到转
瞬即过的心灵感觉，让宣纸上的苍茫墨色呈现变幻莫测的
文字。

——王岳川

周斌坦言，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中国书法的
国际传播者。潘基文先生对于中国书法的持续学习，将会
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外国人来学习中国书法所蕴含的中国文
化。现在，周斌不仅在大学教授中国书法，还频繁地往来于
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地，为外交官做书法讲座，举办书法艺术
国际巡展。他已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驻
美大使馆领导希望他今后有机会再赴华盛顿讲学，给美国
的官员讲授中国书法。我想，他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
会得到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热烈的反响和回报，以肯定他在
这一领域筚路蓝缕的开拓志向和奋斗精神。

——崔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