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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书家：刘晓军、刘斌

刘晓军，正定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第四届国学班成员,河北
省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副秘书长，石家庄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行书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正定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书法作品2012年入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作品展（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2年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特约作品）；2012年荣获中国（芮城）
永乐宫第五届国际书画艺术节书法百佳作品奖（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2012
年荣获河北省首届行书大展三等奖（河北书法家协会主办）；2014年入展第五
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文联主办）；2015年年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
品展（中国书法家协会），等等。

正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书法之乡，源远流长
的历史为这块古老的土地留下了丰厚富赡的文化遗产。千
年古城，翰墨飘香，在书画艺术方面，可谓名家珍品荟萃，金
石翰墨氤氲。始终散发着书画这一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和
幽微神韵。刘晓军就是正定书坛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一位风
骨自标、独领风骚的青年才俊。

刘晓军出生在一个弥漫着浓郁艺术气息的书香家庭，
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中国汉字产生了特殊的情怀。他的
父母都喜欢书法，也都写了一手漂亮的字，每逢寒暑假期，课
业之余，他就坐在老房子的水泥地上，挥动一支轻盈的毛笔，
开启了饱含艰辛的书法行程。每年春节，年前的春联市场和
年后古城一年一度的迎春书法展，是他必须要去的地方。每
每徜徉展厅，望着四壁琳琅满目纵横飞舞的作品，他都会激
动不已，手挥目送，心追手摩，久久盘桓，不舍离去。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长期苦心孤诣的翰墨旅
程中，刘晓军走过的是一条书艺正道。一路走来，筚路蓝缕，
兼收并蓄。他初学楷书，主攻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大字
阴符经》，他喜欢的是其意间行草，疏瘦劲炼，雍容婉畅，仪态
万方，足具丰神。后习行书，他取法乎上，从宋四家之一米芾
入手。米芾书法源自褚遂良，天真烂漫，跌宕多姿。他的书
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极具痛快淋漓之感，富
有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尤其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
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与沉着痛快的风格。

再从米芾出发，他沿着书法艺术的传统逆流而上，直追
“二王”书法。王羲之的书法，博采众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
淳厚的书风，而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
的境界。他的行草书最能表现雄逸流动的艺术美。《晋书》说
他的书法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
龙。王献之在继承张芝、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础上，别创新
体，自成一家，进一步改变了当时古拙的书风，有“破体”之
称。其英俊豪迈、饶有气势的风格，对刘晓军影响深远。

篆书和隶书是出现较早的两种书体,是楷、行、草书演化
的源头，所以书家把篆书和隶书两种字体所体现的精神与气

息称为古意。在全身心沉浸书艺的过程中，他又深感必须强
化篆籀之气，以补书法的苍茫古意，于是又开始临习篆隶。

由于他的日常工作异常繁忙紧张，白天根本没时间练
习书法，只能是工作之余，利用节假日和一早一晚两个时间
段坚持临池。一年年，一月月，数不清的三更灯火和清早晨
曦记录了他埋首书案奋笔疾书的不知疲倦的身影。多少个
不眠之夜，他把自己关在静谧幽雅的书房里，或伏案书写或
翻阅经典碑帖，万籁俱寂，身心澄澈。在晃兮忽兮的空灵心
境中融入历代书写者内心的高古境界，神交古人，恍如古人，
以手写心，技进乎道。书艺之道，既是一种是柔和之态，也是
一种斯文之姿，是雅致的、柔和的、细腻的纸上芭蕾，笔锋裹
挟着墨汁，在雪白的宣纸上云卷云舒、行云流水，心境澄明，
万虑尽消，进入一个辽阔静谧的精神家园。沉醉其间，流连
忘返。

1997年，怀着对书法追求的梦想，他报名参加了中国书
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举办为期一年的函授培训学习，并定
期到北京进行面授。一扇更加广阔的艺术大门为他打开。
在京面授期间，认真聆听了沈鹏、刘艺、熊伯齐、刘恒、李松等
诸位先生的课程，对书法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并被中国书
协培训中心评为优秀学员。

1999年，是他书法人生的一个转折。受到鉴克先生提
携，他调入县文物旅游局工作。正定历史悠久，地势冲要，县
境内地下埋藏文物较丰，自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至明、清，
历代均有文物出土，很多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早期的中国书
法，生动地记录了古文字的演变过程。古人当年极不经意的
几笔线条、几刀刻痕，就在书法史留下了极富创造性的夺目
光芒。他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也更加如饥似渴地投入对翰
墨碑帖的狂热追求。

鉴克先生当时已经成为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工作
之余，常有机会聆听教诲。加之鉴克先生和国内的书法大家
交往颇多，如巴根汝、张旭光、刘文华、华人德、丛文俊、刘恒，
等等。这些书法名家每次到正定访碑或讲学，他都能陪伴左
右，倾听这些当代一流书法家对书法的独到理解，启发领悟，
受益颇多。

多年以来，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天下，参观展览，遍访名
碑。曾先后赴山西、浙江、河南等地参观了“纪念傅山诞辰400
周年书法艺术展”“全国第二届青年书法展”“全国第三届兰亭
书法展”等多个展览。2011年，他荣获山西芮城书法百家奖，
领奖之后专程绕道西安，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参观了西安碑林，
这是中国收藏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
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
值。他在碑林一遍遍往返，全身心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
博大与精深，近乎贪婪地吮吸古老文明的丰盈乳汁。

作为一名书法家，他还热心于公益事业，多次参加省市书
协举办的“向灾区献爱心大型书法笔会”“心系雅安”笔会等多
项公益活动，回报社会。在正定古城，他和书友王墉、崔宏波、
秦锋创办了“阳和书会”，举办培训班，与书友一起钻研书艺，
冲击国展。曾先后策划举办了正定县“大美正定·古韵新风”
书法精品展、“荣府海棠红·古城翰墨香”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
刻展石家庄市入展书家书法作品展等多项展览。

“无限风光在险峰。”刘晓军正值风华正茂之年，艺术之路
还很漫长，祝愿他不断精进，阔步登上艺术的巅峰。

风骨自标 翰逸神飞
□ 刘瘦云

刘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2018年荣获全
国四个一百“最美志愿者”称号。截至2017年，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超过
2000小时，荣获2016年中国文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的“送万福进万家”
先进个人称号，2017年被评为河北省十佳最美志愿者。作品入展：全国第
八、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楹联展、册页展、篆书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
书、画、印三项全部入展（全部入展唯一作者），渊源与流变——“简帛书法”
研究展，当代名家系统工程——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大展。作品被国内多家
博物馆收藏，获全国第二届草书艺术大展三等奖，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大展
二等奖。

2017年11月17日，正定县被评为“第五届
全国文明城市”，并在当天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喜讯从北京人民大
会堂传出，正定人感到非常骄傲与自豪：“如今
的正定，城市‘颜值’越来越高，公共服务越来越
好，居民素质明显提升，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让人更舒心、更幸福。”

古城古韵，自在正定。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过程中，正定县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
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共建共享，大力建设崇德
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县城。

以人民为中心，让群众共享创城红利
“正定是习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总书记在

正定工作时对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提出‘真
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做战略方针来抓’。在文
明城市创建中，正定县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共建共享，把群众的
呼声变成群众的掌声。”石家庄市委常委、正定
县委书记张业说。

坚持“创城为民、创城惠民”这一指导思想，
正定县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努力在精
致精细上下功夫，小到一把木椅、一株花木、一
张门票，都体现着“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的气质

和韵味。
正定县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9处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然而，一些道路两侧违章建筑和超期临建
大量存在，影响了古城的形象和环境。4月9
日，正定县吹响了决战百天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冲锋号。拆除各种违章建筑和超期临建，腾
出场地建设公园、广场、绿地，让古城宜居宜看，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数据显示，全县共拆除违建 6523 处、
76410.3平方米，清理土方374839.5立方米，平
整铺设路面453548平方米，清理拆除广告牌匾
18178块，粉刷墙体477376平方米，清理小广
告259371个，新增公益广告26000余块。

该县还改造提升了223个居民小区，大大
改善了居住生活环境；对存在了16年的梅山路
马路市场予以清除；对12条主干道路进行改造
提升；对609条小街小巷硬化、亮化、美化；新建
幼儿园、学校6所，缓解入园难、入学难问题；改
造提升恒州、盛兰、西门外等5个菜市场，缓解
买菜难。

在细节上追求极致，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
夫。开展“弱电入地”工程，对通讯外接线路进
行专项整治，城市环境更加整洁美观；去除马路

牙子，方便市民、游客停车；在公园和景区配备
便民椅，在路口设置便民服务台、引导台等。同
时，大力推动智慧旅游建设，实现城区WiFi全
覆盖；天宁寺临济寺等7个景点免收门票，在景
区设置免费直饮水机，投放60部免费游览观光
车、50辆纯电动共享汽车。在正定，游客真切体
验到了自在正定之美。

以共创共建为基础，凝聚创建合力
创城以来，正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群策群力、合力攻坚，全民动员、共建共创，推动
创城工作快速有效展开。

正定县成立了创城指挥部，下设办公室，
抽调人员充实力量，建立高效快捷的工作机制，
形成县委统一领导、县四大班子共管、创建办组
织、责任单位落实、全社会参与的领导体制和运
行机制。同时，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
的所有测评内容细化分解，挂图作战，建立台
账，明确分包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做到
创建任务、责任、人员、进度、质量“五落实”，确
保创城工作高速高效推进。

网格化的分块管理，构建起各方参与、全
面覆盖、上下联动的模式，一些小事快速得到解
决，一些大事、难事也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快了
解决进程。据统计，创城以来，该县通过网格化

管理发现问题11110个，解决问题11029个，占
99.27%。

同时，县领导进社区主动与群众密切联
系，入户到居民家中宣传文明知识，以上率下，
共同提升文明素养。干部用真情和群众沟通，
群众敞开心扉与干部交流，群众的意见反馈上
来了，老百姓的建议带回来了……在县级领导
深入社区与群众互建互动的影响下，全县上下
形成了众志成城、全民参与的创建热潮。

该县还启动小区综合治理、创城知识应
知应会宣传教育活动等工作；开展“小手拉大
手”“创建文明城、党员在行动”“红灯停绿灯
行，创建全国文明城”等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文
明交通、文明环境、文明旅游等十大文明活动，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进农村，让文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创城工作不留死角，该县制定了严格的
督导整改制度。县委抽调有督导经验的23名
干部，组成由科级干部带队的5个重点工作督
导组、1个综合协调组，围绕问题清单进行督导
解决。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无死角、无盲区拉
网式排查，问题在哪里出现，督导组就在哪里
解决。

创建没有终点，自在正定喜迎八方来客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绝不仅仅是为了拿
牌子、得荣誉，而是让老百姓共享文明成果，让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秉承这一理念，正定县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
古城保护、城市建设、承办省会首届旅发大会
等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推进。

在古城保护方面，正定县积极拓展古城
旅游发展空间，向新区疏解非古城功能。同
时，秉持习总书记当年在正定工作时制定的

“旅游兴县”战略，依托丰厚历史文化资源，以
打造中国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以旅游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精心打造“古城古韵，自在
正定”品牌，让旅游业逐步成为强县富民的支
柱产业。在恢复古城风貌、做活古城文化游基
础上，坚持全业融合，推进“旅游+文化”“旅
游+美丽乡村”“旅游+体育”等，促进旅游业转
型升级。千年古郡、北方雄镇历史风貌初步恢
复，旅游产业化迈出新步伐。

文明城市创建，没有终点。正定县将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实践，始终牢记习总书记
的嘱托，坚持共创、共建、共享，利民、为民、惠
民，不断把创建工作推向深入。

（本文转载自河北新闻网，记者：王峻峰、
刘冰洋，文章有删减。）

古城古韵展新颜——正定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 刘晓军书法作品

◎ 刘晓军

▲ 刘斌书法作品

——刘晓军的书法艺术
与刘斌相识是在一次笔会上，第

一眼就被他清新俊逸的风采所吸引，
一举一动总给人以谦逊儒雅之感，写
起字来更是挥洒自如，使观者不由得
对他的书法艺术而赞叹。于是你来
我往，对他的书法艺术有了更深层次
的了解和欣赏。辛卯八月初三我专
程对他进行了采访。

他认为，学无常师。最好的老师
就是古人留下的真迹。他的外祖父
是位学者型领导，曾任石家庄煤炭设
计院总工程师。那时曾经常教育他
说，学书法应该“取法乎上”，去直接
师法古人才会少走弯路。历史上凡
是在书法上有造诣的书家，无一不是

“溯本求源”的探索者。从2000年开
始他一头扎进隶书的天地，徜徉于大
汉风流。除两汉时期的碑刻外，还有
古隶阶段的木牍、简帛、刻石，其风格
之多样、造型的奇特、趣味的多变，这
些给刘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他
领悟其审美上的异同，寻找其规律，
在创作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刘斌
孜孜不倦地探索各类碑帖的姿致韵
度，以求兼取众家之长。他本着“察
之尚精、拟之贵似”的原则进行临摹
学习，不论寒暑，耐得寂寞地沉潜涵
泳其间。如果说，少年时迷上书法仅
是兴趣倾向的偶然，那么后来的书艺
精进则更契合于隶书的文化特质，或
者可以理解为刘斌对隶书艺术精神
深刻透彻的领悟，形成了自己高古朴
拙、自然天成的格调。可谓将自己的
生命节律、性情气质贯注笔端，运腕
挥洒，不经意间给传统隶书的庄重谨
饬增添了一份率意自然，在沉着凝重
中增添了一份活泼灵动，在浑朴肃穆
中增添了一份潇洒野逸，在豪放雄强
中增添了一份挺秀俊美，从而体现出
一种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形成了自
家的独特面貌。自然、苍润、真淳，随
心所欲而不逾矩，进入了书法的自由
境界，获得了艺术解放的快感。

刘斌深谙线条是书法艺术的重
要因素，呆板、僵直、无变化是线条之
大忌，刘斌的书法极为注重表现出力
感、动感、节奏等艺术效果。他在控
笔技巧上，总是轻重缓急、提按顿挫、
逆顺使转尽在腕指之间，已达形神兼
备、气韵生动。

艺者皆知，从事书画学习，得形
似易，得神似难，得神似而出神入化、
自成气象者愈难。刘斌深知“得形
体，不如得笔法；得笔法，不如得气
象”（见《翰林粹言》）的艺术真谛，所
以他对传统的学习和继承，入门出
师，只为取其精髓；厚积薄发，只为融
会贯通。如此日积月久，驰笔于纸，
所见俱由情性，不见某碑某帖之优孟
衣冠，自有奇采神韵。譬如在作品的
整体布局上，他为了着力蕴育端庄古
雅而又奔放灵动的气象，常对隶书单
字的结构稍作调整，并掺以篆、行、草
等书体的笔情墨趣，欲以趣生情，以
情动人，故而使近几年的隶书作品在
欹正、收纵、参差、聚散的变化中寓拙
于巧，寓生于熟，出现了一种平夷中
求险绝、静谧中求跳宕的不同寻常笔

墨的艺术效果。另外，他为了体现崇
尚质朴古拙、苍劲老辣的艺术追求，
他在用笔上特别注重一个“涩”字。
涩，即迟送涩进，是行笔的一种方
法。它要求行笔时，笔锋须在提按顿
挫、似行非行的运动中完成书写。驰
笔过速则飘，过缓则拖，都会影响笔
势、贯气和神韵。这里，既有适度的
认可，又有技巧功夫的运筹，唯有如
此，方可使隶书点线的力感和笔势的
节奏矫然出入其中。

在交谈中，刘斌兴致颇高地提到
书法的气韵。他说气韵是书法艺术
的生命，是形与神之间的桥梁，是表
达性情的介质，书家必须掌握熟练的
用笔技巧，通过腕力运气于毫端，以
气行笔，点画之间气脉相通才能体现
作品的气韵和神采。说着，刘斌展示
了他近期创作并将参加燕赵风骨
——隶书十家展的作品，有临笔有创
作，其气势宏伟令人震撼，形态紧密
而灵动，笔势舒展，波磔骏发，俯仰多
姿，气象外耀；其用笔起伏跌宕，斩截
利落，沉着痛快；其结构置陈布列均
衡，平中见奇，笔画间分布排设具有
一种匀称之美，在整齐均衡中又寓有
俯仰穿插，疏密参错富有变化。观后
给人以挪移生动、顾盼有姿、郁拔纵
横之感。

然而“丹青造意本无法”，艺术品
的价值似乎向来没什么根据。其实，
中国书画艺术博大精深，是文化底蕴
极深的艺术品，它不仅要求书画艺术
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笔
墨技巧，还需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人格
魅力以及卓然的个性。书画艺术家
只有人品高、艺术精、创作出有别于
他人、古人，而独具思想艺术性的作
品，其作品才能与世长存。由此可以
判断，决定一件艺术品价值的首先是
艺术家的思想境界、人格品位，其次
是创新精神和艺术造诣。如同宋代
大诗人陆放翁所说：“汝果欲学诗，功
夫在诗外。”学书法也是这样。书法
的诗外功夫是什么？是做人，是生
活，但更多的是文化。书法艺术，是
文化用中国的毛笔写中国字的艺术
再现，它展示的是作者的文化积淀和
独特的理解。所以，书法的竞争，实
际是文化的竞争。

刘斌正是以其人格的魅力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与修养铸就了他书法
艺术的灵魂与价值。

高古朴拙 自然天成
□ 李 健——刘斌书法印象

◎ 刘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