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始终相信人与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
联系，这就叫缘分。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做成一件事，它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结果。

我的笔墨缘分就是从一些细节开始
的。小学的班主任是一位古风犹存的先
生，每年都会精心地组织同学去春游，在夏
天，甚至整个下午都安排我们在树林阴翳、
空气清新的小溪边去上课。大有“枕石听
流水、深林闻书声”的意境，平添了许多灵
气。四年级那年，我们到深林中一个不知
名的岩洞去春游，手里都点着明火，在先生
的引领下走入一个溶洞，走到一个可容二
三十人席地而坐的平台上。先生告诉大
家，溶洞壁上有诗，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聚拢了光亮，屏了声息来看洞壁上的诗。
当时只读得来两句“学堂木龙村，师徒五六
人”，落款是干支纪年，无法读懂，只听先生
介绍说是清代的私塾先生常带弟子到这里
来习课。诗写得并不十分好，只是打油记
事而已，可当年先生的书法功底却甚是精
湛。溶洞里空气潮湿，加之略显透明的钟
乳壁面的衬托，百余年后仍墨如新发，飘逸
自若，似可感知当年先生从容自适的神
态。一种梦幻般的感觉袭上心头，对洞壁
上的字十分神往，以至于回校很长一段时
间了，上课时还总把老师和自己想象成百
余年前的先生和弟子。这也许就是一种文
化向往吧。

儿时居住的山村相当闭塞，无法见到
字帖，幸而有一位远房的表叔，每年春节前
都要走村串户地出售自己写的春联。这位
表叔当时年逾不惑，面若古佛，不大说话，
不知师出何门，竟练得一手堂堂正正、落落
大方的颜体字，笔墨饱满酣畅，或用纯墨，
或用煤油调兑金粉，鲜红的春联上颜体字
的筋脉畅通而舒张，把农户的门庭装点得
浓烈而火红。表叔到我家歇脚，我总会索
要几副内容不同的对联，表叔见我好学，也
就一声不响地把他常写的几副对联送给
我。表叔送给我对联，可能有想为我家节

减一项开支的意思，却没想到我是一个“得
寸进尺”的人，送的对联舍不得贴，偏偏要
向母亲骗1元钱，跑到3公里外的集镇上买
来3张红纸，自己反倒赚得1毛钱。然后就
是学着叠纸，但绝不浪费，总是找块姐姐们
梳头用的圆镜，用毛笔蘸水照着表叔写的
对联练习，一直到自以为不错的时候，才用
墨写到折好的红纸上。当时我们姐弟5人
都在上学，供我们上学远比供我们吃饭困
难得多。幸运的是，父母给予我们以底层
人家所能够给予的最大支持、理解和祝
福。母亲并不知道孩子的天赋在哪里，却
为我的“过分”和“出格”感到骄傲。在母亲
眼里，哪怕从小就会写春联的我长大后能
像表叔那样，一年能挣点钱补贴家用，她还
是会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一年我上初中，
每年家里的春联和墙壁上的画都由我来书
写、选购，到年三十这天由我来张贴。十多
年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字不同。
于此也养成了一些基本习惯，做事认真、耐
心和细致。

从学校到家刚好有一段铁路，铁路两
边有为防山体滑坡而用水泥勾缝的挡墙和
供行走的路面，我发现这些挡墙和路面是
练字的好地方，于是到村子中央的白泥塘
去挖了很多白泥，阴干后用砍刀削成粉笔
状，每天用葡萄糖针水盒装满一盒备用。
初中3年，在放学回家近3公里的铁路两
旁，凡能够写字的地方，都曾经记录过我喜
欢的或老师要求背诵的诗词文章。到现
在，书法练得不怎么样，但书法中的基本元
素——线条确实已在我的手上经过了“千
锤百炼”，所以我的字，线条的质地是坚韧
的，线条的走向是饱含深情的。这也许正
是我的书写受人喜爱的原因。

到县城上高一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
一位同学父亲的书房里欣赏到署名“海上
墨龙”书家的一幅“自古雄才多磨难”爨体
书法横批，字体稚朴古拙，生涩中更见老
辣，充分表达了“雄才”与“磨难”这两个词
语的意思，从而渲染出整个语句的辩证关
系及文化沧桑感，给人的冲击和震撼至今
犹在。从此，我对书法表情达意的高妙之
处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1998年，许多书法家与日本书道家进
行交流，第一次认识了陈正义先生，蒙先生
不弃，收我为徒，成为我的授业恩师。先生
授业以谨严，谈艺理人生以宽容，爱护晚辈
以真情。从此，我的技艺日有所进，腕间所
获，心中所得，感慨颇深。先生纯良的个
性、儒雅的风范、尊重每个学生的为师之
道，给我至深的影响。10年前见其字，10年
后成其徒。我相信，即便是一日为师，也是
三生修来的缘分，父母给了我身体，而老师
给了我灵魂。不仅如此，在我学习和工作
的年年岁岁，我有幸遇到了许多如父母、兄
长、大姐一样关怀、帮助我的领导、同事和
朋友，他们所给予我的显然不仅仅是知
识。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关怀和帮助过
我的老师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给予我精神
上的熏陶与鼓励将与我的生命同在。与其
说这是我与笔墨结下的缘分，不如说通过
笔墨这根生命的线条，我能够与那么多的
领导、师长、朋友广结善缘，沐浴在一片相
互关爱的海洋之中。至今回想每一个细节
都散发着冬天里炉火般的温暖。工作24个
春秋，每天累于杂务，但仍是痴情翰墨，一
直守候着我挚爱的书法，其实是在珍存着
属于自己的笔墨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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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义书法以方笔爨宝子体、爨体行
书见长，是当代中国书法艺苑中的一朵奇
葩。其爨体书法以卓尔不群的结体特征，
熔秦铸汉的技法修为，汪洋恣肆的抒情品
质，古典浪漫的艺术风格，推陈出新，独树
一帜，开宗立派，为当今书坛开辟了一条继
承创新的新路子。

陈正义的书法情结，缘于久储胸怀的
一个梦，他的童年在浙江鄞县乡下度过。
鄞县是沙孟海先生故里，沙先生因在语言
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领域的精深
研究而名留青史。这里世代乡民以耕读
传家，崇尚翰墨丹青的古朴遗风，陶冶着幼
年陈正义的情趣，使他从小就迷恋上了临
帖习字。于是，大地成了无边的纸，小木棍
成了用不完的笔，他立志长大了要当书法
家。伴随萦绕于心的童年梦，他与书法结
下了不解之缘。陈正义最初由唐楷入手，
少年时代以《灵飞经》为范，写得情趣盎然，
书法艺术的根基上植入了许多清雅的养
分。1969 年到云南当知青后，先生醉心

“二爨”，尤以《爨宝子》为主，守住一家，熔
秦铸汉，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当他取法

“二爨”经过一番磨砺
之后，结体和笔法都发
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写
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
活化了“二爨”在当代
的创作形态，得到了书
界的普遍赞誉。

陈正义先生对《龙
门二十品》《张迁》《乙
瑛》《曹全》等经典汉碑
朝夕研习，对秦篆、汉
隶、魏晋碑刻系统地下
过苦功夫。他曾倾心
于金冬心的书法，经多
年临帖，逐渐领悟出其
神髓，于腕底笔端自然
流露出来，形成了朴茂
厚重、风骨遒劲的自家
风貌。品味先生的书
法，从容脱俗，看似不
衫不履，实则独具慧
心，有一种耐人寻味、
沁人心脾的力量。仿
佛其人，豁达厚道，素
朴其表，秀雅其里，既
无投机取巧、矫揉造作
之病，又去鼓努为力、
任笔为体之弊。看似
取法于长期研习汲取
古代经典精萃，实则更
得益于深厚的学养和
勤奋读书、不懈思考，
从而涵养出一种不激
不 厉 的 清 雅 正 大 之
气。他的作品，更多地
融入了自己的真性情、
真感受。而最值得一
提的是他的榜书大字，
往往给人以敦厚淳朴、
大气磅礴的气势，每每
能在平常中见奇崛，以
平常心写平常字，传达
出朴素动人的力量，散
发着阳刚雄健之美。

对待传统的态度
和方法，会直接影响到

书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面对历史遗存，
怎么来汲取？是全盘不加选择地照搬，还
是有了很大的存储之后，再来考虑自己风
格的构建，还是采用边吸收边建树自己的
风格？这是一个起始阶段即应解决的问
题。好多人都在追求水到渠成，缺乏自我
主体意识的创造，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
先生在学书过程中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他从传统中汲取足够多的营养，但他不会
背负过多无用的东西，而是把有用的材料
直接运用到创作载体上，并不忘及时汲取
现代书法创作的新意识和时代特色。他
更善于从新的作品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
断营养自己的创作思维和眼界。因而，他
才避免了漫长的存储回环过程，并能较好
地使风格类型的转化最大限度实现自己
的审美意识和追求，保持了与时代同步，也
使其作品始终有一种新鲜感、时代感。

先生在“池水尽墨”和“思虑通审”的
探索中，生命图像和心路轨迹流于笔端。
在书法艺术这条“寂寞之道”上不畏艰辛、
不事张扬地跋涉，潜心笃志地求索，排除了
急于求成的浮躁之气，保持着平和静怡的

心态，他的书法作品正是在心静神怡的状
态下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受和生活激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钟情翰墨的陈
正义，对书法艺术有着“衣带渐宽终不悔”
的虔诚，然而这种虔诚并非苦行僧式的修
炼，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在完成本职工
作之余，每逢喧闹的城市进入夜晚的静谧，
他便在灯光下捧起古代碑帖，“细玩而熟视
之，既复背帖而索之，学而思，思而学，心中
若有成局，然后举笔而追之”。孙过庭说
过，先“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继而“专
精一体，以致绝伦”，方可自成一家。书法
家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自变其体，
求变求新，必先对浩如烟海的历代书法有
选择地继承，确定自己的主攻目标。陈正
义17岁到云南插队的生活经历，蒙养了他
笃诚刚强的性格气质，造就了他对汉隶、魏
晋碑刻雄浑风格的理解和感悟，并作为自
己研习创作的主导方向。后来，在一偶然
机遇的启发下，他对“二爨”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经数十年的刻苦砥砺，手有所摹，心
有所悟，仿佛与“二爨”碑刻的书法家进行
对话和交流，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那
凝重古朴、奇姿横生的结体，参差豪纵、率
意有趣的章法，百炼钢化成绕指柔的线条，
劲健如铁的用笔，都与陈正义的内在性格、
气质和志趣相契合。于是，他的心扉豁然
洞开，发现了自我，便以惊人的毅力和敏锐
的艺术感悟力，在爨体书海中弄潮，晨暮苦
练，超越自我，从而书法艺术另辟蹊径、峰
回路转，在学金冬心的基础上又获得长足
进步。近年来，他日渐彰显出端庄稳重、古
朴雄浑的个人书风。

探索书艺之道，如果仅靠下苦功拟古
或复古，“规规于点画之间”，而缺乏灵性的
参悟，就可能会逡巡于书艺的殿堂之外，只
能成为单事模仿、执法不变的“书奴”。在
他的创作中，我们明显观察到他在古籀《散
氏盘》《石鼓文》中探幽寻思的深深印迹，进
行了全面、多元、个性化与实验性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沿流而下，在唐宋元明的广阔
天地间取法乎上，尤其心仪颜鲁公《裴将军
诗帖》，他的爨体行书即从此出。所谓走进
古典，是其书写符号、结字法则有古有据有
师承渊源，而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杜
撰。而所谓远离古典，一是把爨体书法的
象形性符号作抽象性夸张，形成生动有趣、
富有内涵的图式效果。二是强化爨体书
法的书写性，进入线条架构的自由王国。
三是墨色变化丰富，枯湿对比明显，字符是
古典的，而墨色是现代写意的，大胆采用宿
墨，大量的浓墨、涨墨运用，产生了生动的
气韵。四是在提按基础上略带颤动的线
条犹如一个个音符在纸上跃动，字字神态
万千，仿若乐器齐备奏出的天籁之音，线条
所向，给人以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和情趣之
中。其爨体书法具有韩愈《石鼓歌》中所描
述的“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
的生动审美意趣。

陈正义在书法艺术这条“寂寞之道”
上潜心求索，他的书法作品正是在沉静神
怡的状态下，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受和生
活激情。深信陈正义先生在他倾心的书
法之路上会走得更远。陈正义先生的成
功，给书坛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在形成自
我风格的同时，又大大推动了云南书法的
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而不同的新径，这条新
径尽管曲折，但它却已使“爨体书法流派”
就此枝繁叶茂，启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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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曲靖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云南省第九届青联云南省第九届青联
委员委员，，曲靖市第五届曲靖市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杰出青年”。”。

▲ 王平永 《封龙山颂》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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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跋与李瑞清的碑帖题跋观念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又一时期，它与宋
代金石学发展有所不同，从专门的考经证史
向与书法有关的方向发展。在清代考据风气
影响下，清人题跋较以前朝代有所差异，尤其
是清末时期碑帖融合观念对题跋书风的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书家与当代书家的
题跋环境是不断变迁的，环境在变化，自然书
家的题跋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李瑞清作为晚
清遗老，题跋观念更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从对书体书风的选择到题跋内容、题跋意识
都是不断变化的。

所谓“题跋”，即“题”与“跋”，可分为为自
己作品作跋与为他人作品作跋两种。《汉语大
词典》中规定尤为宽泛，可看成是书家为书法
作品、碑刻拓片、前人手迹等题写的，并与题
跋的对象一起保存的文字。因而，在题写时
所选择的书体尤为重要。

清代是书坛巨变的时期，尤其是清中叶
以后，碑学兴起，邓石如、包世臣大肆宣扬碑
学，在技法上力倡北碑，宗法唐碑的观念被推
翻，并为魏碑所代替。刘咸炘对此情况曾有
论述：“近世金石学兴，翁覃溪、邓完白返篆分
余汉，真书则覃溪复倡唐法，包倦翁复倡北
魏，虽所作未至，而逆反之机自是始。”加之清
末一改清代中前期延续明代用小楷作题跋的
观念，以李瑞清为代表的清末书家在题跋书
体的选择上尤为重视，根据所题跋的作品选

择题跋所用书体。
李瑞清曾在《梅石图》上自题：“新枝殊烂

漫，老干任屈蟠。一幅钟鼎篆，勿作画图看。”
从作品中可见他以古篆的运笔刻画老梅干的
遒劲，笔致既拙又锐，强调画的书法性。并在

《古梅图》题识上说：“酒后戏以钟鼎笔法写此
古梅一枝，观者当于武梁祠中求之耳。”诚然，
李瑞清在题跋时将自己对书法的审美与所题
作品结合在一起，所选书风也是为其书法观
念服务的。除此之外，清末文人题跋一般多
是收藏家对所藏书画藏品的鉴赏跋或收藏
跋，书家题跋对象基本集中于金石文字拓
片。李瑞清作为清末题跋大家，有多篇题跋
流于后世，大都收录在《李瑞清集》中。现在
看来，在李瑞清的题跋中，其题跋对象不仅包
括为金石器物、汉碑等拓片，还包括为自己书
法作品作跋，内容多是在临习或收藏时的感
悟或者是对碑帖书画的考证。（下转第6版）

题跋是一种文体，也是书家在书画作品上所题写的除正文以外的文字。汉代绘画已
有题跋，《太平御览》中孙畅之《述画》记载：“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像于
省中，又诏邕为赞，仍令自书之。”这应是对书画作品做题跋的最早记载。除此之外，“题
跋”一词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也被解释为“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纵观历
史，题跋多见于宋代至当代的书画作品中，并与正文、印章之间相互联系，成为构成作品
统一性的一部分。后来，随着朝代更替，书法的地位在绘画中迅速凸显，书法题跋随之被
提到一个特殊的地位。笔者本文选取清末与当代两个时段为研究点，试图跨越一百余年
时间，对比清末书家与当代书家的碑帖题跋，以晚清遗民李瑞清为切入点，厘清影响书家
题跋观异同的因素，意在寻求两段时期书家不同的碑帖题跋观念及影响因素。

清末书家与当代书家碑帖题跋观念
——从李瑞清的题跋观念谈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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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垲睿

▲陈正义楷书对联

释文：宝物在庭其光耀月，高才处野有志凌云。

证义书。钤印：“爨乡”“墨龙书画”“师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