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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中国书法史，我们就
会发现，在悠久的艺术史长河中，书
法被蒙上了种种成见，其精神实质
在某种程度上也被遮蔽了，如果不
以穿透性的眼光去审视它，就难有
新见。具体来说，比如《龙门二十
品》，它是碑学中的精品，当我们今
天对其进行审美和形式分析的时
候，往往是把它放在当下的审美环
境中，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进行判别，
而不是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
景中来考量。在经过刻工的匠心创
作，经过时间流变中的日晒雨淋和
后人不断捶拓的改变毁损之后，我
们看到的《龙门二十品》已远远不是
当初作者书写的《龙门二十品》。

我也曾斗胆说过，张旭和怀素
的狂草不狂。狂草是人的情绪达到

极端亢奋时的情感宣泄，它的生成
带有瞬间性，容不得太多的理性思
考。但我们若仔细分析张旭、怀素的
《古诗四帖》《自叙帖》《千字文》就会
发现，它们书写的内容篇幅很长，但
在技术上却没有任何失误，这种完
美让我产生疑问。完成如此长篇大
论而笔法又如此圆熟，只能说明作
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冷静的、理性的，
是非常注重技术色彩的，这样创作
的草书怎么能称得上狂草呢？怀素
曾闭门谢客 30 年，留下“蕉叶伴笔
冢”的佳话，他的《自叙帖》曾写过几
百遍，传世的只是最好的一稿。由此
我主观地断定，其他那几百幅在面
貌上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一种技术
的锤炼与重复，所以，我把张旭、怀
素的狂草定名为“理性狂草”，但徐
渭的狂草却是“感性狂草”。这样的
“感性狂草”只顾个人瞬间情感、情
绪的宣泄，不计工拙，其草法表达甚
至多有潦草的成分，有很多败笔，但
数量不多，少有重复。

如果按照正统的审美观念和品
评标准，徐渭的狂草似乎不会被流

传到今天。可为什么会留了下来，并
且成为了经典作品呢？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徐文长这个人在书法以外的
成就也很高，他的书法是作为名人
手迹保存下来的。中国几千年的书
法发展史一直带有鲜明的官本位特
征，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达官
贵人的书法艺术史。从王羲之、颜真
卿、苏东坡直至康有为、于右任，都
是显赫一时的士大夫文人。清代以
前，论书者一直以视“二王”为宗的
帖学为正脉，因为它体现的是士大
夫的审美情趣，品评的标准也是以
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标准。而碑学，
包括写经、汉简、石刻等民间书法传
统，直至清代，在邓石如、康有为等
人倡导下，才被提升到和帖学同等
的地位，至此碑学和民间书风才受
到重视。实际上，历代的大师无一不
是从民间书风中汲取营养的，书法
史却并没有给民间书法家应有的地
位，因为他们身份卑微。流传下来的
只是科举入仕、青史留名的士大夫
文人的作品，这是旧时代中国文化
的特质决定的。 （3）

曾来德讲书法

翰墨英气，霜刃纯芒。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经历了 20
多年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书坛一道靓丽的风
景，引领着当今国际刻字艺林之风气。回顾现代刻字艺
术在中国当代书坛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展望经济与
文化高速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刻字艺术的未来前景，足以
令人豪情激荡，满怀信心。如果对 20多年来现代刻字艺
术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大致概括的话，似可分为自立———
自强———自觉这三个阶段。

一、自立
1991年 10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在广西

柳州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
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权希军，
副会长张源、邱零；同时举办了“中日刻字艺术展”，展出
了中日刻字作品 200件。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的
成立，标志着中国刻字艺术告别了过去由各地自发、群
众自行组织活动与散兵游勇式的个人“游击”活动，摆脱
了盲目效仿日本现代刻字，进入到在中国书协领导下方
向明确、组织有序，持续提高的自主、自立、自新的现代
刻字艺术阶段。这对当代书坛而言是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在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前后，一些刻字创作起步较早
的地区如黑龙江、天津、浙江、广西等纷纷开展各种展览
与培训活动。其展览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传统
的刻制形式与技巧来刻制创作者自己书写的书法内容，
材质从竹、木、陶、瓷到紫砂、漆、铜、石等种类不等；二是
效仿日本现代刻字形式与技法的少字数作品，以木材材
质为主，风格与装饰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因为在当时，
什么是刻字艺术、什么是现代刻字艺术，这二者在形式
上的主要区别以及在审美取向上有何差异，绝大多数人
都是模糊甚至茫然的。各地队伍也大都是由喜爱篆刻、
版画、雕塑、工艺美术的人员组成，这种状况在 1993年举
办于洛阳的“全国首届刻字艺术展”上仍然没有多大改
善。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同时举办的“全国首届刻字理论
研讨会”上，一些论文作者已经在开始探讨传统刻字与
现代刻字的不同定义，探讨现代刻字向本土化与中国特
色的转型与确立。这种强烈的自立意识在此后的几年中
迅速扩展成为各省刻字家的创作实践，一批骨干刻字家
脱颖而出，更多的刻字爱好者也积极参与，一些省的书
法家协会也成立了刻字委员会，将刻字艺术纳入到有组
织、有规划的发展轨道上来。中国书协刻字研究会还组
织了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刻字家参加的国际刻字
交流活动。到 1995年在山东青岛举办“全国第二届刻字
艺术展”时，首任刻字研究会会长权希军期望的“创造出
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木质阳刻刻字”已占据了主流地
位，而投稿也达到了 2400余件，创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
高。王志安发表的《传统·现代·开拓》一文，表明中国现
代刻字艺术从范畴、概念到创作取向与审美倾向已经越
来越清晰了。

二、自强
1997年 11月，“全国第三届刻字艺术展”在天津举

办，此次展览被称为“以全新的形式、全新的语言展示
于世，初步形成了中国刻字的艺术特征”。此后，1998年
9月，在厦门召开了“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
讨会”，“现代”作为“刻字艺术”的定语在这届研讨会上
形成了共识，各地的一些刻字展览也开始不再收传统
刻字以及木材材质之外的其他材质的刻字作品。2002
年 6月，在济南举办了“全国第四届刻字艺术展”，主题
性刻字作品的明显增多是本届展览的一大亮点，表明
了刻字作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创作意识愈来愈强，中国
气派与民族风格的凸显是中国现代刻字创作队伍由自
立步入自强的重要标志。2004年 10月，“全国第五届刻
字艺术展暨第八届国际刻字艺术交流展”在厦门举行。
同年，笔者发表了《“主题刻字”刍议》一文，对“主题刻
字”概念与范畴的所指与能指做了有益的探讨，试图为
中国当代的现代刻字艺术从理论上做出梳理。2007年 1
月，“全国第六届刻字艺术展”在黑龙江大庆举办；2008
年 10 月，“全国第七届刻字艺术展暨第十二届国际刻
字艺术交流大展”在江苏无锡举行；2009 年 11月，“全
国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在无锡召开。笔者
的特邀论文《主题创作是现代刻字艺术的自觉》首次指
出，随着“主题刻字”这一创作观念的提出以及刻字创
作理论乃至刻字美学研究进入到中国现代刻字艺术整
个体系构建之中，当代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已经从美
学思想、审美理念、创作实践进入到创作主体的自觉时
代。2010年 7月，“全国第八届刻字艺术展”在上海举
行，时逢世博会举办期间，展览的辐射效果得以更大
化。2011年 5月，“全国第九届刻字艺术展暨第十四届
国际刻字艺术交流展”在浙江永康举办。同年，现代刻
字被正式纳入到中国书协的届展当中，与书法、篆刻并
为大书法范畴之下的三大展览版块。十届国展中有 44
人（件）刻字作品入展，3人获奖提名，2人获奖。据不完
全统计，自 1991年以来，单是省市级以上举办的刻字展
便多达 120余次，而近几届的全国刻字展每次的收稿
量都在五六千件，可以说现代刻字在当代书坛已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大户。现代刻字作品进入“国展”，标志着
现代刻字艺术从组织到认识、从理论到创作、从主体到
作品内容等，已经进入到全面自觉的时代。
三、自觉
对现代刻字艺术的认识、创作、理论体系的构建，经

历了由一开始的自为与迷茫，到对其概念与范畴的逐渐
明确，再到“主题刻字”的提出以及后来的“义形创作”理
念及实践的形成，一个有着中国气派与民族特色的现代
刻字艺术大厦框架已经基本构建成型。现代刻字艺术已
经可以做出如下界定：

现代刻字艺术是指在中国传统刻字的基础上，吸收
当代哲学、文化、审美诸现代观念，借鉴日本等外国现代
刻字艺术的成功经验，深入民族化、本土化的创作实践，

探索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刻字创作。
中国现代刻字中的“现代”，不是西方艺术中专指与

传统相对立的那个现代性，其概念及含义是指既继承优
秀传统又区别于传统刻字，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的
中国当代刻字艺术。当代刻字艺术以构筑中国刻字艺术
整体框架为旨归，以形成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刻
字艺术的全新范式。其表现特色为：

1.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审美价值判
断准则，根植于中国刻字艺术的优秀传统而不囿于传
统，以与时俱进的理念、技法、形式、内容等审美要素，以
汉字书法为创作本体与底线，去创造具有时代风采与改
革创新精神的刻字艺术作品。

2. 由传统刻字中创作主体的书家书写刻工锲刻的
书、刻分离，变为当代刻字家的自书自刻（包括自己设
计、装饰），即书刻合一。

3.倡导主题刻字与宏大叙事，以反映积极向上、健康
活泼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取向，传播正能量，营造百花齐
放的良好艺术氛围。

4.强调以木材为主，以阳刻为主，以凸显现代刻字艺
术日益丰富多彩的技法与表现形式，同时鼓励对材质与
技术的积极探索，创造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地域和
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推动现代刻字艺术的可持续发
展。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现代刻字是指当代
中国刻字艺术，准确一点说，现代刻字更多的是指当代
中国刻字中的现代部分。中国刻字在当代仍有大量的传
统刻字以及介于传统刻字与现代刻字之间的艺术创作，
这种广阔的创作取向与多样化的创作群体，使当代中国
刻字既有着传统刻字的深厚人文积淀，又有着当代刻字
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着现代刻字的探索与实
践，使中国刻字益发深厚博大，闪耀着鲜活生动的时代
精神与民族性格。

若用简洁的语言将现代刻字这一概念表述出来，可
以界定为：在汉字书法本体规定下的、一定物质材料与
技术规定下的创作主体自书自刻的艺术创作自觉；更为
简洁的表述是：刻字姓刻，刻的是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刻字艺术从创作主体到创作

主题，从理论到实践，其自觉意识都在逐年深化与提
高；中国刻字艺术网官方网站的建立；曲阜师范大学书
法学院刻字专业的设立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志安书
法刻字高研班的设立；中国书协各团体会员中刻字委
员会的成立；地域风格与一批刻字家个人风格的形成；
大学专业刻字教材《现代刻字艺术美学》《现代刻字艺
术技法与创作》《现代刻字艺术鉴赏》等即将出版……
这些都在见证着刻字艺术自觉乃至文化自觉的快速步
伐。特别是 2010年王志安提出了“义形创作”的创作理
念与刻字教学、创作等相关的方法步骤，表明当前现代
刻字艺术主体自觉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其致思方式与
方法论价值已在近几年的教学成果与理论积累中得到
体现。“义形创作”的教学提纲提出了“书刻共进、义形
创作、强化修养、长远发展”的要求。在创作中，以文字
的形与义来传达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与内容深意，通
过义与形的有机结合，营造意象之境，诠释书法、文化
之象，使刻字作品更有思想性、主题性、哲理性。现代刻
字艺术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姿态与时俱进，向人们展示
着它更加广阔而绚丽的前景。

阔步迅进的中国现代刻字艺术
阴李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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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笑 1976 年生于

广西桂平市，现为一级
美术师、中国书画摄影
家协会理事等。

地址：（510000）广州
市白云区金沙洲沙凤钟
村大街 39号 3楼（39号、
41号信箱）

电话：15817123676

王大江 内蒙
古美协会员、中国书
画家协会理事、北京
书画家协会会员（了
解更多百度画家王
大江），为答谢新老
藏家现惠售以马为
题的新作。
手机：13209377038

18993701387

王泽培 男，现为河南省濮阳市文联主席、
国家一级美术师、省美协山水画艺委会委员，大
量中国画作品参展、发表、获奖和被收藏。《民意测
评》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并被评为获奖提名作
品，后到韩国展出，出版有中国画作品集等。
地址：（457000）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中段政

府 7号院市文联
电话：0393-6661928、13193582003
邮箱：wzp309@vip.sina.com

张志 现任六安市金
安区政协委员、六安市青
年美协副主席、安徽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专仿传统
山水，每平尺 1500元。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
金安区张店镇新街学校

电话：13956138306

mailto:zgshb0607@163.com
mailto:wzp309@vip.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