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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 为了迎接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总

政举办了长达两个月的书法创作班!近
#"

名军旅书坛

佼佼者集结于北京"当时我在班里任辅导员!初识空军

学员龙开胜"时年
#$

岁的龙开胜个头不高!操着浓重

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因吐字频率稍快往往让人听不真

切!总是弥漫着笑意的脸庞!很容易令人过目不忘"开

班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他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

神态自若地现场挥毫!干脆利落地当众答题!将首届

中国电视书法大赛金奖捧了回来" 出人意料的是!一

向以行草书见长的他!却获得了隶书第一名"

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龙开胜如脱缰之马#离弦

之箭! 一发而不可收了" 凡是全国性的重要展事赛

事!龙开胜入展获奖!摘金夺银!几乎次次榜上有名!

回回脱不了干系"这里不妨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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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文化

部第十二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奖'

!""$

年获全国大

字展一等奖#%羲之杯&书法大赛一等奖'

!""%

年获第

四届全国正书展全国奖'

!""&

年获第二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艺术奖二等奖#(书法)杂志中国书坛青年

百强榜%十佳&书法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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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第九届全国书

法篆刻展一等奖 # 首届京华书坛十佳书法家称

号******四年多时间!龙开胜参展密度之大!获奖几

率之高!致使书法界#收藏界和对书法稍有关注的人

们给了他一个%获奖专业户&的美誉!亦有%小龙出

手!旗开得胜&之类的津津乐道"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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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军旅书家之所以能广为人知!是

因为他建树了同龄人多所不能的显著业绩! 是因为

他的创作方式得到了众多评审者和品读者的认可和

赞同" 值得探究的是!龙开胜的作品为什么能持续数

年#三番五次博得众多评委的青睐+ 当下书坛!长久

保持良好的创作势头而居高不下的书家虽然不乏其

人!但像龙开胜这样!一鼓作气摘得书坛%大满贯&桂

冠的!却实不多见" 诚然!艺术品的获奖具有一定的

偶然性!是由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获奖的作

品未见得最好!不获奖的作品或许是精品" 问题是!

龙开胜数十次获奖!评委们不厌其烦地把赞同票投

给他!首先!偶然性是可以排除了'其次!诸多因素

都利好于他" 评委的成分决定了获奖作品的品质"

评委的成分无非是高雅者或平俗者! 抑或高雅#平

俗者的混合" 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龙开胜都照样

过关斩将#脱颖而出!这至少又说明!龙开胜的书法

是雅俗共赏的"

有人会说!雅与俗本就是一对矛盾!雅与俗其实

有质的区别!雅俗若能共赏!岂非高下不分#优劣不

辨" 持这种观点的人! 恐怕关键在于片面地理解了

%俗&的本义" 在(辞海)里!%雅&义主要有三$一是正!合

乎规范'二是高尚!不庸俗'三是美好!不粗鄙" %俗&义主

要有三$一是风俗!习惯
(

二是大众的!通俗的'三才是庸

俗和凡俗" 持%雅俗不可共赏&观点的!大概只把%俗&理

解为%庸俗&了"我曾分别听到和看到过龙开胜的口头表

达和文字叙述!他一直坚持着%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和

创作方向"近年来!他频频产出的作品!一一印证了他的

言行一致!无论楷#行#草#隶!他都照着前贤经典的理与

法!由表及里地钻研!精益求精地磨练" 细读他的作品!

不得不钦佩他如此合乎古贤笔法#结法的%规范&'字里

行间确实流溢着%美好&与%高尚&!绝无%粗鄙&之象和

%庸俗&之气"在五光十色#喧嚣噪动的生活环境中!他能

写出古时文人的静态#美意和雅韵!那么难能可贵,龙开

胜秉承了古今一贯的书法%雅&格!契合了一向通%俗&的

审美习惯!因此!其作品雅俗共赏便是必然!赢得多数评

审者的认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并不认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就一定最具艺术性和

创造力"相反!那些得不到广泛认可#一致好评的作品往

往是夺人眼目#撼人心魄的"它们或姿态怪异!或相貌奇

特!或力气剽悍!或神情诡诞!总是给人以痛快#过瘾#惊

诧#慨叹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荡!抑或匪夷所思的悠长

余韵和遐想"譬如古时代的%石门颂&%始平公&%爨宝子&

%瘦金体&和板桥字#金农书******都是决不泥古同人的

艺术创造和卓然兀立的独树一帜" 他们如同富贵的红

牡丹# 灿烂的黄菊花# 高洁的白玉兰# 神秘的紫玫

瑰******都是那么色彩斑斓#姿容艳丽"但是!他们无论

受到怎样的激赏!也只是少数人的偏爱"然而!不管是钟

情红牡丹#黄菊花还是倾心白玉兰#紫玫瑰!人们都不会

嫌弃衬映它们的绿叶" 因为绿色堪与所有妖艳花卉相

搭配!是具有高度%普适性&的%万能色&!这才是人人都

能接受的!正可谓$%雅俗共赏&"何况!花儿常谢!绿叶不

凋!绿色是最有生命力的"我想!千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

色彩便是最具%普适性&的%万能色&'当代大家启功的书

法同样呈现着%万能&的色彩!才使得内行钦敬#外行崇

尚" 龙开胜选择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最具 %普适性&的

%万能色&吧"

不能忽视的是! 书品的价值和书家的名声往往与

人品紧密相关"龙开胜之所以屡获大奖!青年成名!除了

坚持雅俗兼顾!还注重了德艺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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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间!中

国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在义乌举行%墨舞神飞&系列活

动!因当地买不到无接缝的宣纸长卷!计划中的草书名

家现场创作演示会百米长卷的共同书写活动将有失壮

观"情急之下!我电话敦请龙开胜在北京买纸速送义乌"

他接电时尚在湖南!居然二话未说!当晚飞返北京!次日

又马不停蹄选购了三个百米以上的长卷! 赶在晚上活

动之前飞抵义乌"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在
!"

多名书家轮

番上阵挥毫泼墨间!龙开胜频繁往返于卷首卷尾!抻纸

理卷!忙得汗流满面" 活动结束后!龙开胜仍然二话未

说!欣然飞回北京"

就事论事!我至少从龙开胜身上看到三个优点" 其

一!重情义" 无论在书界还是军界!我并非他的上司!他

并无招之即来的义务"其二!爱学习"他的书法造诣和影

响并不逊于草书专业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但他并不放

过这样一次名家集体创作演示的难得的观摩学习机

会" 其三!轻利益" 一次活动!三次航行!购三个长卷!皆

垫款支出!又是无偿服务!毫不计较"由此而联系到他平

日待人的友善坦诚!处事的畅快乐观!求学的谦虚谨严!

为艺的勤奋刻苦'因此!龙开胜屡获殊荣是合乎情理的!

年轻得名是水到渠成的!德馨艺湛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书协理事"草书委员会秘书长"

二炮创作室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本文有删节#

艺术简历

龙开胜!男!

!"#"

年
$

月出生于湖

南隆回!现役军官"毕业于首都师范大

学美术系书法专业本科班" 现为第十

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全国第

五届中华英才奖获得者! 中国书协第

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中国书

协会员兼硬笔艺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

书协创作委员" 荣获#书法$杂志
%&&'

年中国书坛青年百强榜%十佳&书法家

称号 ' 被中国传媒艺术委员会评为

(&&)

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书法家之

一! 被北京书协评为京华书坛十佳中

青年书法家"入选(中国美术馆第二届

当代书法名家提名展&'曾获得首届全

国电视书法大赛金奖! 第二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艺术奖二等奖! 第九届全国

书法篆刻展一等奖!(羲之杯& 全国书

法大赛一等奖!首届大字展一等奖!第

四届全国正书展最高奖等全国性大奖

十余次)入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

八届全国展等全国性大展几十次' 多

次举办展览' 中央电视台曾做专题报

道其艺术成就'出版*龙开胜书法作品

选$!上海*书法$杂志专辑出版*龙开

胜楷书千字文$字帖!其作品作为国礼

赠送给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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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杨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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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的农历三月三 !%书圣 & 王羲之等
$"

余位东晋名士在浙江绍兴举行%兰亭

雅集&! 留下了冠绝千古的 (兰亭集

序)'今天!又逢三月三!和谐盛世!国

泰民安!百位书法家将相聚京西的四

季青西华源酒店!共襄%戊子上巳*惠

尔雅集&"

京城书法雅集活动由著名书法家

张荣庆等人发起! 每年农历三月三上

巳节举行!迄今已举办了四届"今年的

雅集活动由北京惠尔集团独家赞助!

故定名为%戊子上巳*惠尔雅集&" 雅集

宗旨是$共同创造一种平等#宽松而融

洽的氛围---不论职位高低! 少长平

起平坐'相与游处!澄心论道!切磋技

艺!补短取长"

据悉! 书法家们将在今天晚上集

体创作一幅
#""

米的泥金长卷! 活动

后将编辑出版(%戊子上巳*惠尔雅集&

纪念册)"

(&&$!岁在戊子!暮春之初!会于京西之四季青!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

刘洪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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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书法家龙开胜成名缘由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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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谷满园广告公司

曙 光 电 影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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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 龙开胜

名家名家
特
约

麦饭石矿泉水
源自北京长寿村!不老屯镇

北京市食品放心工程指定用水

电话%

!"!#$%!&"'((

网址%

)))*+,-./0,123-4567

-./0-./0

买轮胎到惠尔

"##

万先行赔付

保您售后无忧

电话"

$$!%&'$$

网址%

)))4+,-./0,123-4567

时间%

8!!(

年
9

月
(

日
":;!!

地点%北京四季青西华源酒店

策划%张荣庆 王加中

承办%北京惠尔集团

协办%四季青西华源酒店 &北京晨报'翰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