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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读 书 读 好 书

□支英琦

作为中国书法的母体，
篆书的历史可谓悠久。唐人
韩愈曾作诗《石鼓歌》，其中
有云：“鸾翔凤翥众仙下，珊
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
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让
诗人大发感慨的石鼓文，系
中国最早的石刻，字体为

“大篆”。韩愈偶然看到石鼓
篆文时，感叹字迹有如鸾凤
翔飞众仙飘逸，笔画恰似珊
瑚碧树枝柯交错。苍劲钩连
像金绳铁索穿锁钮，浑然又
像织梭化龙九鼎沦没。刻写
在石鼓上的一段古老文字，
竟然引起诗人如此美妙的
想象，这足以说明，篆书绝
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书写文
字，而是一种大巧若拙、妙不
可言的艺术瑰宝。

在当代书家中，有志于
传承篆书衣钵者众，而能树
立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者
寡。这是因为篆书的流传离
今天已经太久远，非涤虑静
心者难以追摹篆书之体貌，
更遑论穷究篆书之奥义。而
在其中，李建军先生无疑是
引人瞩目的一位书家。阅读
他的篆书作品，在清晰的传
统脉络中，你可以看到他数

十年磨炼和探索的印记。他
的作品出自正脉，稳健平实，
绝无乖张狂狷之流弊。他重
视用笔，笔锋直下，婉转有
序，古质中含、朴拙率真；其
线条深厚凝重、质朴圆浑；他
的字形结体，循规而不蹈矩，
疏密相间、顺意天成。在他无
为而无不为的笔墨中，呈现
一种谨严朴厚、稳中见逸的
书写之美。

在《李建军篆书中国美
诗词》中，这种书写之美得到
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屈原
的《离骚》，皇皇 2490 字，其
中不乏结构复杂、冷僻少用
的字体，书写中稍有迟滞停
顿，就会出现气势的阻断，滑
入美术字的范畴。建军先生
在书写前明显做足了“功
课”，线条起止藏锋无迹，转
折圆转而无角节，结体修长
匀称舒和，体现出书家扎实
的古文功底和清雅流美的艺
术风格。

李建军先生在进行篆书
创作时，善于从大局谋划，对
整幅作品的气势和章法胸有
成竹。在其书写的苏轼《水调
歌头》中，他强调篆书的写意
性，并不拘泥于一笔一画的
准确摹写，而是笔随意到，字
结神完，随着沉稳、含蓄、率

真的线条不断地丰富，作品
的朴厚敦实中隐含着抑扬有
致。特别是收尾时的飞白，似
断还连，妙趣无限。通观整幅
作品，实象空灵，古拙灵动，
透出浓郁的书卷气和文人
气。

何绍基在《与汪菊氏论
诗》中曾经说：“如写字用中
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
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
雄浑？安得不淡远？”意思是
说，写书法时中锋用笔，下笔
肯定，线条自然会厚实饱满、
韵味十足而雄浑撼人。李建
军先生集众家所长，潜心体
悟，深谙用笔之奥义。他的书
写强调中锋，篆籀之气盎然，
雍容之仪顿显。而这种书写
风格和古诗词的韵律相辅相
成，篆书与诗词相映，更有了
一番文化情境。在不久前书
写的李白《将进酒》中，建军
先生用修长、圆润的字体，气
贯力注，舒卷自如，书法的潇
洒自如和诗词浪漫高蹈的境
界浑然一体，使人们在融入
中得到悠长的回味。

李建军先生篆书艺术的
精进，来自他对中国文化的
钟爱和书法艺术的痴迷。而
他以篆书书写中国古诗词中
的名篇佳构，用古老文字之

美展现中国诗词之美，可谓
其篆书艺术的创新探索。他
是一位不断挑战自我的书法
家，在长期的书法研习历程
中，他曾用心于真草篆隶诸
种书体，博采众长，融会贯
通，最终执着于篆书一途。几
十年来，他心无旁骛，孜孜以
求，从小篆而入大篆，进而赋
予了书法的中正醇和之美。

从来书法如人生，这种中
正醇和之气象，在建军先生的
日常生活中也有着充分的展
现。他豪爽中不乏细腻，严谨
中满是真诚，用艺术的气质温
润平凡的日子，展现朴质浑厚
的艺术与生活美学。由此观
之，建军先生在篆书艺术上的
孜孜探索必将迈入自由无碍
之新途。

最后，需要交代一下的
是，《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
词》即将付梓之际，嘱我为
序，接下“作业”后顿感忐忑：
一则建军先生为我的领导和
学长，其在书法艺术上的躬
耕精进早已深得同道盛誉，
无需我再饶舌；二则篆书艺
术源远流长，天机流荡，以我
门外之人岂敢妄言评议？承
蒙建军先生抬爱鼓励，惴惴
之际，勉强以情为文，权为学
习心得吧。

荡涤机锋得天巧
—序《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词》

《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词》
李建军 著
青岛出版社

历史学家杨天石主编的“名
家读史笔记”丛书近日由东方出
版社出版。丛书包括邵燕祥《闭
门日札》、陈丹晨《风雨微尘》、王
学泰《写在历史的边上》三本书，
三位作者皆是文史大家，而收入
文集中的读史笔记都是通俗易
懂、适应当今“快节奏，慢读书”
的短文。杨天石在丛书序言中
说：“我们的记忆力都有限，谁记
得下、背得住那动辄万字的大
文、长文！纵观中国文化史，能够
流传千古、传诵不衰，刻入民族
记忆的名文似乎都是小文，篇幅
虽短，却小中见大，精光独具。”

《闭门日札》是著名诗人邵
燕祥先生的读史文集，辑录了
邵燕祥先生闭门读史、秉烛夜
思的 144 篇文章，这些文章或
用诗歌吟诵时代、谱写沧桑，或
用匕首解剖自己、审视历史。在

《世纪之思》一文中，邵燕祥写
道，人类还远未脱尽野蛮和蒙
昧状态。不要只看到从家用电
器到宇航飞行器的发展；把眼
光放开去，有多少场景，流血与
不流血的人际关系中，不仅残
存着几千年前的遗风，而且甚
至犹有过之！科学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
展总的说来趋向进步，但并不
是发展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进
步。社会进步中也不免掩盖着、
夹杂着负效应，何况有时还有
明显的倒退。因此，更不要以
为，在不远的将来，比如下个世
纪一来，就会达到理想之境了。

以为远大的理想遥遥无期，不
及身见，便消极失望的，固然未
必算真有什么理想；以为理想
距此一箭之遥，只需跑步过去
便是，从而起劲的，也只是受了
虚妄的鼓舞，并非真有什么理
想为精神支柱。

《风雨微尘》是著名评论家
陈丹晨先生的读史文集。书中，
陈丹晨先生怀念故人，追忆往
事，留存了历经多年沧桑的历
史风云碎片。全书共 5 9 篇文
章。每篇文章可读性强，流露出
真诚的人道主义信仰，为今日
社会和文坛所稀缺。

在《“出逃”与人生》一文
中，陈丹晨是这样说的，人在旅

途无论何种年龄，也无论主动
还是被迫，不如意事常二三，总
是要孜孜矻矻地一路走去，即
使遇到种种困顿曲折也在所难
免。就像作家金宏达游峨眉山，
不到金顶心有不甘；科技发达
已给人省心省力，有缆车就无
需挥汗攀登，但总还有一段石
阶要走，仍需不时自励和发力。
殊不知这时已丢失了多少攀登
的情趣和目不暇接的美景。人
们就是这样，既不肯放弃登上
金顶拜佛极目看世界的机会，
又在绝壁千仞前的舍身崖上不
寒而栗，赶紧回头抽身，长叹，
自娱，“出逃”，都是绝招！

著名文化学者王学泰的读

史文集则收入在《写在历史的
边上》一书中。王学泰以深厚的
文化底蕴审视历史现象、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笔下生风，兼
有文化的深度和历史的纵深
感。全书共 46 篇文章，篇幅短
小，涉及风俗、制度、史书等方方
面面。王学泰解释书名“历史的
边上”时说，所谓“历史”就是指
史学，所谓“边上”就是边边沿沿
的一些小事件、小问题。王学泰
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所研究员，以研究游民文化著
称。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曾说：王
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

“士文化”、李珺平的“门客文
化”鼎足而三。王学泰几十年的

写作都与文学有关，“私心所好
却在于史”，因此，读史书往往
比文学多，特别是退休以后，当
读书成为休闲的时候，更着意于
历史，“当然我读史不同于以研
究为目的的史学家，我也注重趣
味，或者如当今青年人常说的

‘好玩’，然而遇到问题，总喜欢
刨根问底，有时也很纠结”。

在《君子之德，常存敬畏》
一文中，王学泰说，古人不仅相
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
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
多数地方是依靠种族或宗教的
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
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是否进入
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
决定因素。朱熹在《中庸注》中
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
的是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
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
度，“道统”延续了两千多年。现
在我们努力进行社会建设，其中
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
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
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
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
争的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
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
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
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跟着大家读历史
—“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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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出乎口，入
乎耳”的读书不能到达人
的心灵深处，只有深入心
灵的读书才能化为人生的
实践，支配人的一生。

——— 王学泰

人生如寄，个人自
有悲欢，不过是风雨中
的黄叶微尘而已。虽难
免喜怒爱憎，但也不必
纠结放不下。

——— 陈丹晨

扰攘的、污染的现
实生活中，诗意已经渺
茫难寻，只不知在忘情
的读写中，能否稍有超
越否也。

———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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