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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成文

编者按：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曾数次引经据典阐述思想，或用诗文俗语释疑解惑，或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道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提纲挈领、纵横捭阖，
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中国书法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立足服务于人民群众，并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传播导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内涵和思想，我们特别策划“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栏目，让大家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1952年生，祖籍山东莱西。曾任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第
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委。现为辽宁省朝阳师专美术系教授，中国书协培
训中心教授、工作室导师，辽宁省书协副主席，辽宁省书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朝
阳市文联副主席，朝阳市书协主席。

书近晋唐风貌，尚自然古朴之趣。
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二至八届中青年书法作品展，1999《中国书法》年展；

全国第三、第五、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等
一些大型学术邀请展。曾获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作品展金奖。作品入编国
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近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被中国书协授予“德艺双馨
书法家”称号，被辽宁省书协授予“优秀书法家”称号。中国书协第四、第五、第
六届代表大会代表。

讲话情景：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

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原文：
中共各级党委要为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
行职能提供支持，认真听取和
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意见和建
议，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
设。“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
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

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
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
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
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
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
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
映情况。

出处：［元］脱脱、阿鲁图
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王涣
之传》

原典：
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涣

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因言：“求
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
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
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
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
谄为尊君，以论议趋时为国
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
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
言，而小人肆为诡谲可骇之
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
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
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
正是用。则人心说，治道成，
天意得矣。”

释义：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

是之从。”出自《宋史·列传第一
百六·王涣之传》。王涣之是
北宋后期两浙路衢州常山人
（今属浙江省），出身于书香门
第，其家族名声显赫，时有“一
门九进士，历朝笏满床”之
誉。王涣之早年历任学官和
地方官，曾编修《两朝鲁卫信
录》。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出
现日食，经大臣推荐王涣之应
召入朝言政。他劝谏新君：

“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
察而用之难。”希望徽宗“虚心
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
意思是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无
论所言逆耳还是顺耳，只要是
正确意见都应当听从。徽宗

“欣然延纳”，并想认命他为谏
官、御史之职。王涣之以“臣
由大臣荐，不可以居是官”为
由，坚辞不受。

王涣之所言涉及纳谏的
两大问题：态度和标准。纳谏
需要执政者具备良好的心态，
即所谓“虚心公听”，只有执政
者做到虚怀若谷、心胸开阔，
才能广开言路，积极听取别人
的意见，尤其是接受别人的批
评，闻过则喜，有过则改，使忠
直耿言之人有用武之地，以便
获得尽可能多的拥护。另外，
执政者还要做到公正不阿，以
便能够兼听则明，避免决策行
事失之偏颇。

齐作声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认识
齐作声的，他在喀左县的一个紫
砂厂当副厂长，管供销。一天晚
上，他从朝阳市来到沈阳，到我
家做客。他一脸风尘，说是来沈
阳做紫砂展销，说自己特别喜欢
书法。临别前还留给我一套他
们厂产的紫砂茶具和一个紫砂
墨盒，工艺不太精，墨盒倒挺方
便，倒上墨汁就能用，我一直用
到现在。

1984年六七月间，辽宁省书
协在抚顺大伙房水库召开创作
会议，研究如何提高辽宁省的书
法创作水平，具体解决当时出现
的横向取法、面目雷同的问题。
我和几位朋友提出了在辽宁开
展临帖、学传统、取法乎上的建
议，会上争议挺大。作声作为朝
阳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可
能因为年轻（当时刚刚30岁），辈
分小，比较谨慎，会上没发言，但
私下里，他的态度很明确，支持
临帖、学传统。应当说，这次会
议相当重要，就是在这次会议思
想的支配下，辽宁省书协从1985
年起，办起了临帖书法学习班，
掀开了辽宁省书法发展新的
一页。

1986年冬，辽宁省书协在山
海关老龙头召开创作会议，传达

“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作品
展”的评选状况，研究如何进一
步提高创作水平的具体措施。
当时辽宁省有两名同志获奖，即
彭过春和朱寿友。10名获奖者
辽宁占了2名，成绩还是可以的，

不过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我先
特意捎信给当时在北京首都师
范大学学习的齐作声，让他务必
抽时间参加。他果然如约，连夜
从北京赶到山海关参加了会
议。会上，他介绍了自己在首都
师范大学学习的一些状况，谈了
对辽宁省书法创作的意见，认为
辽宁省书协搞的临帖活动已经
产生了影响，有了好的效果，受
到了关注，应当坚持下去。很多
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他
辞去喀左紫砂厂副厂长的职务，
毅然改行赴北京深造，是果断聪
明之举。会间，我曾对他说，学
完后赶紧回辽宁，辽宁大有干
头，他慨然应允。

1987年后，他已经学成从北
京返回了朝阳市，落脚在朝阳师
专，做起了专职书法教师，担任
了朝阳市书协副主席和省书协
理事的职务。从那时起，他在教
学之余，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朝
阳市的书法工作和参加辽宁省
书协的书法活动上。从1988年
起，他每年都组织和带领朝阳市
学员参加省里的临帖书法班，一
带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从
朝阳赶很长的路，到沈阳、大连、
丹东和兴城等地参加学习。他
先是当学员，后当上了教员。他
和大家一样以普通学员的身份，
夜以继日地刻苦临帖和创作，诚
恳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又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所得传给学员。

1988年，辽宁省书协组织了
“北园书法展”，成员是20位辽宁

省书协的青年书法骨干，是继
“九碗”“十五人”之后又一次重
要联展。筹备会上，大家一致推
举齐作声为召集人。作声不负
众望，抓紧张罗，使展览在北京
获得了成功。

1994年，已经担任朝阳市书
协主席的齐作声在辽宁省书协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辽
宁省书协副主席，并担任辽宁省
书协教育委员会主任，和另两名
同志具体负责辽宁省书协的书
法教学工作。辽宁省书协的传
统项目——一年一届的临帖书
法学习班的教学工作，由他们来
主持。作声是尽心尽力，使每次
临帖班都办得有声有色，井井有
条，颇有吸引力。

作声很好学，兴趣广泛。他
不独爱书法，还喜欢读书，读文
史，读《周易》，喝酒、抽烟，而且瘾
很重。也喜欢交朋友，性情豪
爽，就是脾气有些怪，有时喜怒
难测。20世纪90年代初，他忽然
吃起素来，不喝酒，也不抽烟了，
打坐念佛，一直坚持了一两年，
后来又忽然恢复了，比以前还厉
害。后来，他忽然又吃起素来，
烟也戒了，吃斋念佛，心挺诚，谁
劝也不行。我曾问他原因，他说
因为好处太多，最主要的是节省
了时间，避开了应酬，那些酒友
再也不找他了。看看他，果然有
些变化，脸白净了，衣服也整洁
多了。以前有活动，可以几天不
洗脸，满脸油乎乎地也不愿洗，
邋里邋遢，曾是辽宁省书协五大

不洗脸之一。
不过，他最钟情、最投入、最

卖力的还是书法。他的一些怪诞
举动如吃素、不洗脸，似乎都是为
了书法，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和精
力搞书法。当然这是不太正常的
做法，难道搞书法就不吃荤了？
就没工夫洗脸了？要不怎么说怪
诞呢？这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
别人怎好干涉。为了书法，他几
乎每天都临池不辍。他经常组织
朝阳市的一些书友集中到一个地
方写上几天，互相切磋，互相促
进。碰上有全国大展，他更是忙
得不亦乐乎。“全国第七届书法作
品展”投稿前，他写了好多幅字带
到沈阳，深夜他又跑到我家来，定
稿后，自己还感到不满意拿不准，
返回朝阳市又写了一大堆，又跑
到沈阳挑选、比较，态度之认真，
着实令人感动。

作声以行书见长，并及楷书
和草书。起初，我看到他的字很
有郭子绪先生的味道，一招一式
都很像。他到北京学习后，字逐
渐变了，学起了北碑和于右任，
文文静静的，平和了起来，出现
于全国展和省展之中，还不时地
掺一些沈延毅先生的笔意，尤其
大字对联，平和中带些古拙。谈
到这点，他说也没特意学习，可
能是巧合吧。看来，作声和沈延
毅老先生有些相通的地方。在
这十多年中，他一边学碑，一边
学帖，进行碑帖融和的实验，他
不断调整写法，以帖代碑，以碑
融帖，把碑的棱角和生硬的地方

化掉，加强写劲，加强变化，加强
抒情性。有时还写些狂放的草
书，以加强作品的张力，所以他
的作品日见自然，日见深厚，日
见洒脱，日见老气。可以说，他
现在已经逐步摆脱了各种影响，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语言，形
成了自己的平中见奇、刚中寓柔
的艺术风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作声的创作成绩是很可观的。他
的作品一直频频在“全国书法作
品展”“全国中青年书法作品展”
和各单项书法展中亮相，几乎没
有落过。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全
国第七届书法作品展”“《中国书
法》年展”和“全国第三届楹联书
法作品展”中，他连中三元，并在

“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作品展”中
获得金奖，取得了他个人书法创
作上的头一次大辉煌。应当说，
1999年是齐作声的灿烂之年、幸
运之年。记得在审查“全国第三
届楹联书法作品展”获奖作品时，
评委孙伯翔先生对齐作声的作品
连声称赞：“写得好，魏碑写得这
么醇，这么有味道，很不容易，可
以传世，可以传世。”我猜想，孙先
生可能自己写魏碑，故对写魏碑
的有些偏爱，赞扬有加吧，当然
可以理解。但我相信，孙先生的
赞扬是真诚的，绝不是虚伪的捧
场，况且他对齐作声也不熟悉，
似乎没有什么个人关系，但不管
过头与否，起码说明齐作声的作
品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这是不容
怀疑的。

十数年来，作声在首都师大
的同窗好友王友谊、刘文华等在
全国书法展屡屡折桂，声名日
隆。有人问作声：“着急不？”作
声回答：“说不着急是假的，但我
的实力不如人家，急也没用。”他
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审时度
势，毅然再次进京，到母校回炉
深造，以副教授的身份就读国
内、做访问学者。两年之中，他
稳下心来，把功夫用在了基本功
训练上，用在了水平提高上，用
在了调整和改进写法上，扬长补
短，不急不躁，不赶时髦，不随流
俗，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
往前走，没有忽上忽下，也没有
忽左忽右，终于逐渐走向了辉
煌。这也许是齐作声成功的决
窍吧，即平稳实在的作法，对大
多数学书者来说，仍更有启发
性，更有借鉴性。因为从作声身
上可以看到，平稳不等于保守、
不等于不开化，而是一种恰到好
处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虽然
比那些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的急
促做法平淡了一些，老实了一
些，但却往往更实际、更有成效。

艺术的最高境界当是自由
境界，而要达到自由境界，必须
把握好书法。对作声来说，已经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当然值得高
兴，但前面的路还很长，还须下
更大的功夫，才能不断地向自由
王国挺进。我坚信作声的头脑
是清醒的，一定会做得更好、更
出色，这是真诚的祝福也是真诚
的期望。

平稳现风华:齐作声其人其书印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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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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培育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通过坚持不懈
的探索和创新实践，
得到了党中央、国务
院和社会各界的充
分肯定。

讲话情景：
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

讲话原文：
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成群的大

雁来到这里，雁栖湖因此得名。亚
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就好比
21只大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
青天字一行。”今天，我们聚首雁栖
湖，目的就是加强合作、展翅齐飞，
书写亚太发展新愿景。

出处：［唐］白居易《江楼晚眺，
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
员外》

原典：
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
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好着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与水曹郎。

释义：
此诗创作于唐穆宗长庆三

年（823），当时白居易任杭州刺
史，友人张籍任水部员外郎，白
居易恰逢暮色登杭州城望海楼
眺望美景，创作这首诗以寄赠远
在外地的友人张籍。

这首诗抓住大雨刚过、彩虹
尚存、海市蜃楼将要消失的一刹
那，将这一精彩场面剪辑下来，
绘成一幅色彩绚丽的丹青图

画。首联从阳光写起，描摹斜阳
余晖，由淡烟疏雨的间隙中射到
水面。这个意境就倍显清新可
人。加上江面经雨水一洗，新鲜
明净，微风阵阵袭来，凉爽怡
人。题中所谓“景物鲜奇”足见
并非虚言。

颔、颈二联展开笔墨，逐一
描绘“鲜奇”景物。颔联描绘了
难得见到的海市蜃楼和雨后彩
虹两种奇观。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
字一行”是全诗的点睛之笔。“翻”
字以诗情作画，写得生动；“点”字
以画笔入诗，下得有神。一“翻”
一“点”，使江天景物增添了无限
生机，而遣词用意之精微传神，尤
为人叹服。诗人从作画的角度作
诗，诗中有画就不奇怪了。如此
天然胜景，诗人不愿独自欣赏，赶
快画为图幅，寄给好友。张籍有

《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
就是和这首诗的。诗中有“乍惊
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之
句，从侧面也可看出白居易诗情
画笔的非凡不俗。

此诗写景层层铺设，淡墨白
描，新颖有致而明白如画；其情
则寄寓在景物描写中，又涵咏在
尾联之点题中，而使人读之有
味，味之有趣，得到了轻松愉悦
的美感享受。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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