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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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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建科，别署鉴克，镜渊。1965年9月生，河北正定人。先后进修毕业于河北工艺美术学校、
河北科技大学。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考级中心考官，中国
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草书、隶书委员会主任，
河北省画院院聘画家，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书法作品参加省、市及全国展览，曾多次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各项
展事中入选、获奖。撰写的理论文章20余万字刊载于全国各大专业报刊。其作品被多家博物馆
收藏。

讲话情景：
198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习

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
文章原文：
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实现新老交替不是

个人或对立集团之间的权力转移，不是什么权
势之争，而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事业。因
此，新老干部的交接班必须是既合作又交替。
这里，“尊老”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是交替的基
础。交替是合作的结果，又是为着
新的合作。清人郑板桥有诗云：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
凤池。”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亦是同
理。老干部的言传身教、扶持帮
助，对于新干部来说不可缺少。中
青年干部唯有实心实意地尊重老
干部，才能在新老干部之间建立起
一种真诚融洽的团结合作关系，从
而携手并肩，共同把党的事业推向
前进。

“尊老”，对中青年干部来说，
首先要认真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
性。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经历，造就
了老一辈革命者对党对事业的耿
耿忠心，铮铮铁骨。不论是战争年
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十年动乱”的
身处逆境；不论是政治生活的大风
大浪，还是个人遭遇的大起大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他们对党始终忠贞不渝。正
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具有坚强党性
的老同志所组成的中坚力量，我们
党才有今天。

其次，要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
德。千千万万的老同志，“投身革
命即为家”，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不计名利，不怕牺牲……在离
休之后，仍然“壮心不已”，要把“余
热”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们的种种
优秀品德，集中表现出他们一辈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出处：郑板桥《新竹》
原典：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释义：
新长的竹子要比旧竹子高，它们的生长全

凭老的枝干扶持。下年又有新长出来的，会长
得更高。

比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新生力量的成长
又须老一代积极扶持。前两句是回顾，既表达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又表达了后
辈不忘前辈扶持教导之恩；后两句是展望，用以表
达新生力量将更好更强大。

肖建科

任何艺术都是来自人生，其艺术的
核心价值一定是表现人生。书法艺术不
是对现实客观的直接反映，她是对客观
事物的意象表达。因此，可以说愈单纯
愈抽象的艺术形式当是高级的艺术。比
如音乐，简单到不用任何工具材料的辅
助，只用嗓音即可传递其喜、怒、哀、乐。
书法次之，用一支毛笔写出来的点、线，
同样可以反映出作者心斋与知觉活动。
书法对生命状态的表达，对物质消长而
不可名状的微妙之处的意味，毛笔在宣
纸上运动的过程中，无不反映出作者对
个性以及当下情绪的折射，从而达到一
种满足。绘画退而求其次，自不待言。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我小时候，准确
地讲是在我记事起，先父用他那一双温
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小手拿毛笔写
下我名字的一瞬间，便开启了我对汉字
与书法的认识，这样一种认识也开始了
对汉字与书法的神秘感和敬畏感。关于
汉字的神秘知觉，来自于对这个字的陌
生感，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写，那个字为什
么那样写，为什么是这样的读音。起初，
一支柔软的毛笔很难控制，刚写一笔，父
亲说按的力太过了，笔画太粗了；我再写
一笔，父亲又说力量小了点，笔画太细弱
了。这太难了，于是，我害怕用毛笔写
字，父亲说这就是书法。由此，我对书法
既害怕又喜爱，我对父亲也一样既亲近
又害怕，对父亲与书法的敬畏是同时带
进我的情感记忆中的，更是植入到了我
的生命之中。

在我看来，书法的创作开始于对硬
件性的汉字书写，书写的过程是对每一
个作者自我生命状态的知觉活动。在这
样一个活动过程中，通过对外在事物的

个体认知及经验判断，而呈现出极具个
人心灵化的艺术——书法。

人类生命的起源与延续是自然科学
的命题，如此神秘而又美妙。汉字的诞
生与传承同样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美感。
有时像清晨的阳光，使我们感受到生命
的温暖与静谧，有时又如日落时的残阳
如血，使我们沉重而又豪迈。生命之花
开放的美丽，也如这宇宙奥妙不可探测
般洪荒中的大美。

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够回归到生命原
点的状态，其艺术一定会感动自己也会
感动他人。包括书法，书法如今已成为
我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在习字的过程
中寻找快乐；我找到了，这就是在习字静
坐时，精神翕然之后，无挂，无虑，那是耳
根灵明后的轻快。

在我想来，识字与识人的过程一样，
譬如：我们愿意认识更多的文字，我们愿
意结识更多的朋友，认识一个字等于认
识了一个人，诗人有自己喜欢经常使用
表达的语言方式，从而我们熟悉了他的
文笔风格，这也就有了其作品的个性。
经常与什么字交往，经常使用什么样的
句式；经常与什么人交往，经常使用什么
样的笔触（笔法），这与作者本人的格调
有关。书法家亦然，一个书法家喜欢用
什么样的笔触，某种笔画代表一个人的
性格，所以有了“字如其人”说，亦如刘熙
载讲：“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
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现实社会中，
我们也同样认识很多人，你如能很好地
将这些人力资源和人际关系发挥好、协
调好，你就能成功地完成一件事情。我
不知道，这两者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
知道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很

多人完成一件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业远比
写一首诗、写一幅字来得更难，这与我的
经历有关。不过，一个聪明的人在做事
情的同时，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相辅相成，当然这也需要他具备一定
的知识积累和人生经验的辅助。历史上
自然、人文、社会领域的翘楚皆是如此。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书家？别无选
择，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在具
备书法本体丰富的基础上（擅长一体，会
通篆、隶、草、行、楷、篆刻及书史、书论）也
应该熟知古今中外的文、史、哲、美学。我
想，无论他们是中是西、是古是今，这些不
同领域、不同时代的风流人物，他们之所
以开一代风气，是他们首先开启了自己的
心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取向，那
就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认识，是对生命最
基本价值的尊重，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

从先父离世之日起，我似乎对生命有
了更多的思考与认识，我在纪念先父的一
篇文章《祭礼翰墨》中，多有对生与死的思
辨。领教中外圣贤，有的在很年轻时便有
了对生与死的思考，这应该是天才的征兆；
我等愚钝，最亲近的人离去后，心亦冷灰，
失去了，知道了珍惜。谁都会珍惜生命，但
如何珍惜生命的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到的。这也就有了人生的意义，人不能像
动物一样只是活着，动物不可能认识到死
亡，人通过对死亡的认识后，确定活着一定
要有意义，要有价值。如何才能有意义有
价值呢？让我们在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
来”的指引下不断地去创造新的生活吧。

我向来反对学习书法有专业与业余
之分，这是西方社会文化的理念，所有社
会活动均以职业划分。中国文化讲究的
是和合，中医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

只是一个书写者，只有在一种自由的书
写状态下，不为入展，不在乎别人说长道
短，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心态放松，才
能够保持作者心灵的真实。孔子说：“谋
道不谋食。”反之，一旦一个所谓书法家
被贴上了职业的标签，他就很容易被外
在的物质利益支配。因为他要藉此谋
生，那么考虑的市场就多了起来，最后会
以市场的需求为目的。如此，他就不敢
轻易改变自己、寻找自己，进而一生都有
可能在重复着一个并不真实的自己。所
以，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文学、书法大师和
绘画巨匠皆是一种自然生长而成，不
是吗！

用辩证统一的思想去指导书法创
作，同样来指导我们的社会职业行为，遵
循事物内在发展规律，在其外在的形式作
用之下，“反其道而行之”。运用这样的阴
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思维方式来指导我们
的一切活动一定是有益的。古人早已有
证：写横画欲左先右，写竖画欲下先上。

关于书法的技法，我不反对任何艺
术形式的技术性，我不同意的是书法艺
术的泛技术化。我始终认为的不二法门
是只有纵向的进入历史传统中学习大师
的经典作品，因为这是被时间证明了
的。我常书写的一句话是：“不失古人
意，乃得自己心。”

书法点线文化背后的思想支撑和民
族精神，是来自我们传统文化的精义，也
就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自尊与
自觉，我们应该知道，学习书法不去从

“人”“文”双修的传统意义上展开，就很
难有高度，有格调，有价值。艺术家不仅
要有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更重要的还有
对他人的尊重，这是一种大爱，要想做到

这一点，一个人的丰富人生和开阔的人
文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再者，掌握中国
传统艺术的审美规律，才能真正进入到
书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书法的最高旨归
是“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屈
原）。同时还要重视“修能”，“内美修能”
是对人格的塑造，书法的最高审美指向
是“虚静”，古人的大多经典书画作品传
递给我们的大都是一种生命的宁静感。
在文字当中，凡是带有“青”字都是一种
美好的意思，如“倩”“菁”“靓”等，从中医
学讲，情志对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大
喜大怒都不好，心静气和对健康最有益，
宁静是自然界与生物界最美好的时刻。
先人们在发明这个“静”字时，是多么的
智慧，“青”是纯的意思，单纯而不争就是
快乐和幸福。

“书肇于自然”，书法追求至静至远，
调和天人，尊重生命。因此，中国传统的
文人、知识分子无论达和穷，书法都是他
们修为的手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理想，在提升自己的人文精神的同
时也提升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似乎看到了，社
会意义上的科学、民主、法制是多么重
要，从形而上学的精神意义来看信仰、文
化、道德，最终形成的民族精神更加重
要。更为惊喜地看到，今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顺应了人民的
意志，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个
有健全民主的、法制的、秩序的并符合我
们中国发展制度的，统一向上的民族精
神完整架构下的大中国已经展现在世人
面前，这是我们每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
共同追求和期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行藏在我——我的书法与人生观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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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4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正定

县“放宽政策，振兴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
的讲话。

讲话原文：
另外，即使有些人才有这样那样的缺

点、错误、毛病，也不能求全责备，使其一技
之长得不到发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古人东方朔曾有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
鱼，人至察则无徒……举大德赦小过，无求
备于一人。”对人才的缺点过于苛求就会埋
没他的长处，既要看小节，更要看大节，这
才是对待人才的正确态度。

出处：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原典：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
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
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伸）厥说，
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
（孜孜），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譬）若鹡鸰，
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
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
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

《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
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
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
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
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释义：
虽然这样，但是怎么可以不致力自身

的修养呢？《诗经》上说：“在室内敲钟，声响
传到室外。”鹤在深泽岛鸣叫，叫声传到天
空。如果能修养身心，哪里怕不荣耀！姜
太公亲自践行仁义，七十二岁重用于周文
王、周武王，得以施展他的建议。受封于
齐，七百年而不断绝。姜太公这样的榜样，
使后来的士人受到鼓舞，彻夜勤学，奋勉力
行而不敢懈怠。就像鹡鸰鸟又飞又叫。古
书上说：“天不因为人怕冷就停止冬天，地
不因为人厌恶险峻就停止广大，君子不因
为 小 人 喧
闹 反 对 就
改 变 他 的
品行。”“天
地 有 一 定
的 运 行 规
律，君子有
恒 久 的 德
行；君子有
正 当 的 道
路，小人计
较 自 己 的
私利。”《诗
经》上说：

“礼义没有
差错，为什
么 害 怕 人
们议论？”
所 以 说 ：

“水清到极
点 就 没 有
鱼，人太苛
求 就 没 有
伙伴，冠冕
前 悬 垂 着

旒，用来遮蔽视线；以黄色丝绵塞住耳朵，
用来降低听觉。”眼睛明亮还有看不见的东
西，耳朵聪灵也有听不到的声响，嘉奖大
德，赦免小过，不要苛求一个人的仁义完备
无缺。“弯曲的应当使他直，但应该让他自
己得到它；使他宽舒，但应该让他自己去求
取；揆情度理，但应该让他自己去探索。”大
概圣人的教化就是这样，要自己通过探索
寻求而得到它。自己探求而得到它，就会
聪敏而且宏大。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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