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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书法”，原本是指“书之
法”，即书写的方法——唐代书
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
面：“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
裹束。”周汝昌先生将其简化为：
用笔、结构、风格。它侧重于写
字的过程，而非指结果（书法作
品）。“法书”，则是指向书写的结
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
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是对先贤
墨迹的敬称。

只有中国人，让“书”上升为
“法”。西方人据说也有书法，我
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到过印刷
术传入之前的书籍，全部是“手
抄本”，书写工整漂亮，加以若干
装饰，色彩艳丽，像“印刷”的一
样，可见“工整”是西方人对于美
的理想之一，连他们的园林，也
要把蓬勃多姿的草木修剪成标
准的几何形状，仿佛想用艺术来
证明他们的科学理性。周汝昌
先生讲，“（西方人）‘最精美’的
书法可以成为图案画”，但是与
中国的书法比起来，实在是小儿
科。这缘于“西洋笔尖是用硬物
制造，没有弹力（俗语或叫‘软硬
劲儿’），或有亦不多。中国笔尖
是用兽毛制成，第一特点与要求
是弹力强”。

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书
法”比起来，中国法书更感性，也
更自由。尽管秦始皇（通过李
斯）缔 造 了 帝 国 的“ 标 准 字
体”——小篆，但这一“标准”从来
不曾限制书体演变的脚步。《泰山
刻石》是小篆的极致，却不是中国
法书的极致。中国法书没有极
致，因为在一个极致之后，紧跟着
另一个极致。任何一个极致都是
阶段性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风骚数百年”，使中国书法，从高
潮涌向高潮，从胜利走向胜利。

工具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
中国人使用的是这一支有弹性
的笔，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
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化无
尽，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又
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飘逸、张旭的
飞舞流动、欧阳询的法度庄严、
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

“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
刃般的锋芒、徐渭犹如暗夜哭号
般的幽咽顿挫……同样一支笔，
带来的风格流变，几乎是无限
的，就像中国人的自然观，可以
万类霜天竞自由，亦如太极功
夫，可以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

中，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
我想起金庸在小说《神雕侠

侣》里，写到侠客朱子柳练就一
身“书法武功”，与蒙古王子霍都
决战时，兵器竟只有一支毛笔。
决战的关键回合，他亮出的就是
《石门颂》的功夫，让观战的黄蓉
不觉惊叹：“古人言道：‘瘦硬方
通神’，这一路‘褒斜道石刻’当
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观。”以书法
入武功，这发明权想必不在朱子
柳，而应归于中国传统文化造诣
极深的金庸。

对中国人来说，美，是对生
活、生命的升华，但它们从来不
曾脱离生活，而是与日常生活相
连、与内心情感相连。从来没有
一种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孤悬
于生命欲求之外的美。今天陈
列在博物馆里的名器，许多被奉
为经典的法书，原本都是在生活
的内部产生的，到后来，才被孤
悬于殿堂之上。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
秦汉碑帖，在这些碑帖中，我独
爱《石门颂》。其他的碑石铭文，
我亦喜欢，但它们大多出于公共
目的书写的，记录着王朝的功业
（如《石门颂》）、事件（如《礼器
碑》）、祭祀典礼（如《华 山 庙
碑》）、经文（如《熹平石经》），因而
它的书写，必定是权威的、精英
的、标准化的，也必定是浑圆的、
饱满的、均衡的，唯有《石门颂》
是一个异数，因为它在端庄的背
后，掺杂着调皮和搞怪，比如“高
祖受命”的“命”字，那一竖拉得
很长，让一个“命”字差不多占了
三个字的高度。“高祖受命”这么
严肃的事，他居然写得如此“随
意”。很多年后的宋代，苏东坡写
《寒食帖》，把“但见乌衔纸”中
“纸”（“帋”）字的一竖拉得很长很
长，我想他说不定看到过《石门
颂》的拓本。或许，是一纸《石门
颂》拓片，怂恿了他的任性。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大量
的汉代简牍，这些简牍，就是一
些书写在竹简、木简上的信札、
日志、报表、账册、契据、经籍。
与高大厚重的碑石铭文相比，它
们更加亲切。这些汉代简牍（比
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大多是
由普通人写的，一些身份微末的
小吏，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工
作。他们的字，不会出现在显赫
的位置上，不会展览在众目睽睽
之下，许多就是寻常的家书，它

的读者，只是远方的某一个人，
甚至有许多家书，根本就无法抵
达家人的手里。因此那些文字，
更没有拘束，没有表演性，更加
随意、潇洒、灿烂，也更合乎“书
法”的本意。

在草木葱茏的古代，竹与
木，几乎是最容易得到的材料。
因而在纸张发明以前，简书也成
为最流行的书写方式。汉简是
写在竹简、木简上的文字。“把竹
子剖开，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
去上面的青皮，在火上烤一烤，
烤出汗汁，用毛笔直接在上面书
写。写错了，用刀削去上面薄薄
一层，下面的竹简还是可以用。
（注：内蒙古额济纳河沿岸古代
居延关塞出土的汉简。）”烤竹子
时，里面的水分渗出，好像竹子在
出汗，所以叫“汗青”。文天祥说

“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源于这一
工序，用竹简（汗青）比喻史册。
竹子原本是青色，烤干后青色消
失，这道工序被称为“杀青”。

那些站立在书法艺术巅峰
上的人，正是在这一肥沃的书写
土壤里产生的，是这一浩大的、
无名的书写群体的代表人物。
我们看得见的，是这些“名人”；
看不见的，是他们背后那个庞
大到无边无际的书写群体。“名
人”们的书法老师，也是从前那
些寂寂无名的书写者，所以清
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在
《平碑记》里说，那些秦碑，那些
汉简，“行笔真如野鹤闻鸣，飘
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
出”。

假如说那些“无名者”在汉
简牍、晋残纸上写下的字迹代表
着一种民间书法，有如“民歌”的
嘶吼，不加修饰，率性自然，带着
生命中最真挚的热情、最真实的

痛痒，那么《故宫的书法风流》写
到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
蔡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
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
祥等人，则代表着知识群体对书
法艺术的提炼与升华。唐朝画
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我的理解是，所谓造化，不
仅包括山水自然，也包括红尘人
间，其实就是我们身处的整个世
界，在经过心的熔铸之后，变成他
们的艺术。书法是线条艺术，在
书法者那里，线条不是线条，是世
界，就像石涛在阐释自己的“一画
论”时所说：“此一画收尽鸿蒙之
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
此而终于此。”

这是一本关于法书的书，但
它不是书法史，因为它还涉及文
学史、音乐史、戏剧史、美术史，
甚至是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
文化史，最重要的，是生活史、生
命史、心灵史。

千百年过去了，这些书写者
的肉体消失了，声音消失了，所
有与记忆有关的事物都被时间
席卷而去，但他们的文字（以诗
词文章的形式）留下来了，甚至，
作为文字的极端形式的法书（诗
词尺牍的手稿）也留传下来，不
只是供我们观看，而且供我们倾
听、触摸、辨认——倾听他们的
心语，触摸他们生命的肌理，辨
认他们精神的路径。

人们常说“见字如面”，见到
这些字，写字者本人也就鲜活地
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早已随风
而逝，但这些存世的法书告诉我
们，他们没有真的消逝。他们在
飞扬的笔画里活着，在舒展的线
条里活着。逝去的是朝代，而他
们，须臾不曾离开。

据《北京日报》 祝勇/文

在故宫这所“大学”里
回望千古书法风流

汉字是国家民族聚合的纽带，还
是世界上最具造型感的文字，而软笔
书写，又使汉字呈现出变幻无尽的线
条之美。中国人写字，不只是为了传
递信息，也是一种美的表达。对中国
人来说，文字不只有工具性，还有审美
性。于是在“书写”中，产生了“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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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大军驻扎下
来，只围不攻，劝其顺
从。但是，大军围困了三
十天，三苗没有归顺的意
思。如此继续围困，自
己 的 军 队 食 物 供 应 不
足，三苗内部也生活困
难。这可如何是好？辅
佐大禹的益建议撤军。
他告诉大禹，要想感动
别人，唯有依靠道德。
道德可以感动老天，无

论多远都会前来归顺。
满招损，谦受益，这是自
然规律。当初，虞舜被
赶出家门，来到历山耕
田，每天委屈地大哭，从
不怨怪父亲和继母。他
宁肯自己背着不孝的骂
名，也绝不说父母的过
错。再见到父亲瞽瞍，
依然恭敬孝顺。久而久
之，瞽瞍不再横眉冷对
虞舜，态度变得和善可
亲 。 至 诚 能 够 感 动 神
灵，何况三苗呢！

大禹觉得益言之有
理，欣然听从，带兵撤
退。果然，七十天后三苗
放下武器，前来归顺。一
场流血厮杀就这样避免
了，为此《尚书·大禹谟》
记下了这件化干戈为玉
帛的事情。这件事对于
管控群发事件，造成不必
要的人身伤亡，很有借鉴
作用。

无独有偶，在漫长历
史中管控群发事件何止
这一起。我们再看一例：

春秋时期，楚国和梁
国相邻。相邻的农田里
都种着西瓜。梁国人善
于农耕，西瓜秧长得绿油
油，蔓延一地。楚国的西
瓜秧稀稀拉拉，难掩地
皮。楚国的县令见了，很
没脸面，叫来亭长，大声
训斥。亭长回去，恼火仍
在，下令给梁国个颜色看
看。梁国瓜田的秧苗被
拔了一片。梁国的亭长
得知，也很恼火，报告县
令，打算报复楚国。如果
县令也不冷静，一场报复
在所难免。即使他们报复
楚国，也不会遭到指责，应
该是出于正义的自卫。正
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试想如此报复的
后果会是什
么。

丹巴和宁
布把马车赶到

杭盖山后的草场，他们
把草一捆一捆抱过来，
用钢叉子叉到车上。这
些 草 被 露 水 浸 湿 ，很
沉。铁木耳抱不动草
捆，只能拖着草捆走，走
一会儿就腰酸背痛，手
心火辣。他咬着牙，把
草一捆一捆地拖过来。
丹巴和宁布抱着草，大
踏步走到车边。不一会
儿，他们身上的衣服被
汗湿透。铁木耳看到，
爸爸用钢叉子把沉重的
草 捆 举 到 车 上 ，好 有
劲。在车顶码草捆的牧
民也有技术，草捆横一
层竖一层垛好，越垛越
高 ，渐 渐 达 到 两 层 房
高。如果码垛人没技
术，马车行走一晃，草垛
就会塌下来，坐在草垛
上面的人不知被甩到什

么地方了。一上午，他
们从几片草原拉满两车
草，慢慢往回走。铁木
耳和牧民坐在草垛顶
上，爸爸丹巴赶车。

丹巴是个唱歌跳舞
的人，他怎么还会叉草
赶车呢？乌兰牧骑的演
员原来都是牧民，他们
在牧区长大，什么活都
会干。

铁木耳坐在草垛上，
马车走起来，草垛晃晃
悠悠，但不用担心，草垛
用绳子扎紧了，塌不下
来。坐在草垛上就像坐
在房顶，任意眺望。最
舒服的是什么呢？是马
车在草原上晃来晃去，
人在草垛顶上晃得幅度
更大，但掉不下去，简直
像躺在摇篮里，这个摇
篮像在海水里漂荡。而
且，你的身体周围传来
青草的香味。怪不得牛

羊这么喜欢吃草，它实
在太清香了，香味里含
着微微的甜味，直直钻
进人的鼻子里。

马车进村，铁木耳在
车顶上看见海兰花、金
桃、巴根和江格尔每人
背着粪筐往前走。他们
头发湿漉漉的，粪筐由
大到小里边分别装着牛
粪、马粪和羊粪，铁木耳
不禁哈哈大笑。

泰山刻石

石门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