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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明臣君!同好也!又为同龄!因书结缘!因

艺成友!志趣相投!常有往来"他的作品集付核

梓!约我写几句!我是很愿意的!并向他表示由

衷的祝贺"

明臣君以楷书见长!在艺术风格上分别运

用钟繇#$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褚遂良等

不同笔法意韵! 足见其在小楷上下的功夫之

深"所作小楷!法度严谨!点画精到!用笔流畅!

风姿绰约!一派淳正清雅之气扑入眉宇!处处

体现着潇散简约#平和静雅的韵趣" 通篇展现

着一种精严细腻#清逸散淡的情趣" 笔画的起

止#映带#提按!一板一眼!无不中规入矩!不激

不励!从从容容!这在当今比较浮躁的书坛!显

得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每与明臣君论及书艺!

他常说&大字观其势!小字观其精!攻小字!就

要把字字#笔笔写精到!自细微处见神采!从精

严处观雅美" '他的作品正是建立在他对小字

书法的深刻认识和刻苦实践基础之上的"

明臣君近年来书法成绩斐然!以一手清秀

隽永的小楷频频在中国书法大展中入选或获

奖"纵观其书作!从容蕴藉!体式宽绰开合!笔力

劲健!提#按#顿#挫清晰分明!晋唐遗韵较为浓

烈"其作书立足并生发于传统!又注意融入自己

深邃的思考! 从而使其在书法创作上逐渐形成

自己内秀外美#清逸淡雅的独特艺术风格"

写小楷!尤其写魏晋小楷是练笔性#练眼

力#练养成的最有效途径!是提高作品境界的

好办法"正是缘于此!明臣君行草师宗'二王(!

也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感受"他也将自己的行草

书定位于隽秀一路!并将典雅#飘逸的书风作

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连贯的章法!平起提按#疾

徐有度的线条节奏!中锋用笔的微妙变化以及

依势而成的墨韵处理!形成了他的清新隽永的

审美追求"近日在其书房中看到了一幅他书自

家论书感言的行草作品! 其辞曰&'书者抒也!

书家提笔挥毫临池作书! 实乃性情志趣所致

也!或书怀抱!或泻块垒!或发隐恻!或愤时俗!

皆出使转润枯之间耳))(可见其对书法的认

识和感悟已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

清代刘熙载 $艺概*书概 %中说 &'书尚清

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 (观明臣君书作!最

深的印象就是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书卷气 !

其书作清而纯#静而雅"我想!这一方面!固然

得益于他的文化学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

的质朴# 淳厚的人品及其对书法艺术的深刻

理解" 前人论书往往论其书品# 人品的相通

性!明臣君为人诚恳!处事严谨 !故书界友人

多愿与其来往"

温文尔雅#淡泊自守的明臣君!正值大好

时光!精力充沛!随着艺术素养的日益增高!视

野与见闻的不断拓展!相信今后他定会向更高

的境界迈进!创作出更多#更精美的作品"

%本文作者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

成员&副秘书长#

余好小楷久矣"常有好书者问!是

练小字难还是大字难!余总无以为对"

比如体育界的篮球与乒乓球! 打到高

境界皆不易+++然非同类!不可类比"

书法亦然"小字非大字之缩小!大字亦

非小字之放大! 各有其道! 亦各有其

技" 又或问曰&如何能把小楷字写好,

何谓之好,此更非一语所能详也"南朝

王僧虔曰&'书之妙道
!

神采为上
!

形质

次之
!

兼之者可绍于古人" (余以为小

楷之上品! 首在神采! 亦不可稍废形

质" 当如雅士出山!美女登台!风神超

迈!气质脱俗" 为书如斯!当有四贵&

一贵沉静" 李世民$笔法诀%云&

'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

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 ( 即言字静先

必心静" 作小字必心不忐忑! 气不局

促!目不旁视!神不他虑" 心静方能腕

实!腕实方能指稳!指稳方能使所思所

想生发于毫端! 此所谓心法统摄手法

也"在心法统摄下!无论用笔#结字#章

法!抑或气息!都要自觉追求一个'静(

字!使作品远离狂野#浮躁#粗俗#轻

佻!多几分安闲#清醇#静逸"

二贵精严"大字作品入目!往往先

有宏观!由整体之势而后局部"小字作

品!人们往往近而观之!目光常聚焦于

一字一画!故用笔务精!结字务严!方

能经得起审视玩味" 古人论书多涉及

用笔与间架! 此二者对小字尤为重

要!不可稍怠!不可偏废" 其用笔!贵

在精准细腻!一点一画#一撇一捺#一

勾一挑!须起止有法!运笔有神" 晋卫

铄$笔阵图%云&'善笔力者多骨
!

不善

笔力者多肉 - 多骨微肉者谓之 .筋

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

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明董其昌又

云&'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 (此用笔

之要诀!不可不勤践深悟也" 其结字!

贵在严谨" 字因点画而立!一笔两笔

之字!都要精心布排!粗细大小得当!

位置恰到好处" 有时一字将成!一点

即毁-或一字未立!一画出神" 故不可

稍有草率也"求结字之精严!既要师古

人之有!又要敢为古人之无-既要求严

整之象!又要戒平淡落俗-既要营造一

字之精! 又要关照前后左右" 王羲之

云!欲书!应'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

直#振动!令经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

作字" 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

整!前后平齐!此不是书("一幅小楷作

品!用笔结字既精且严!其品格自不落

庸下也"

三贵高古" 书法乃国粹! 贵有传

承" 若离根绝源!必如断线之风筝!不

知所终也" 得古法之奥!出高古之气!

此书之上品者! 不可或缺也" 习小字

者!或一碑一帖!或数法帖兼而习之!

皆为正途" 唯其师古! 或得其用笔之

妙! 或得其结字之法! 或得其气韵精

髓!于创作皆大有裨益" 人之不同!对

书法风格之所好亦多矣! 有好飘逸峻

拔者!有喜古拙厚重者!有求整肃丰茂

者!有慕欹变多趣者" 而品格欲立!师

宗宜明!不可盲目摸索!徒废时日" 余

以为!欲飘逸峻拔者!可师献之$十三

行%及褚#虞法帖-欲古拙厚重者!可师

钟元常诸帖及右军$乐毅论%-欲整肃

丰茂者!可师黄道周#张瑞图诸公" 此

为一孔之见!可因人而参酌"然不论何

种风格!皆不可远离古意"

四贵有我"书无'我(不立!然'我(

非孤立之 '我(! 是在师古基础上之

'我(! 是得古人之法又融入我意#我

法#我情#我趣之'我(" 为书完全呈自

家面目殊难矣! 非数十年累功不能成

也" 或为一种意韵!或为一种格调!或

为结字之巧!或为用笔之精!出于心而

载于手!得于古而出于新!应于时而脱

于俗!使人观其字如见其人" 立自家

品格!书难于斯而贵于斯!为书家毕

生所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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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河南安

阳人" 空军文艺创作室成员!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楷书专业

委员会委员! 中国楹联学会理

事"作品曾入展第八届全国书法

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

法篆刻展#第二届中国美术馆当

代名家提名展等!全国第四届正

书大展获提名奖" 分别在$光明

日报%#$解放军报%#$中国书法%#

$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中国

艺术报%#$中国社会报% 等数十

种报刊发表作品或专题介绍!在

中央电视台作小楷专题讲座"作

品被国家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军委

办公大楼等收藏"

王明明手卷"册页"

扇面展将办
晨报讯 !兰亭集序"#!赤

壁怀古"#!桃花源记"#!醉翁亭

记"#!归去来辞"$$十几部中

国历史经典名篇% 用中国画的

形式首次集中再现% 让观众在

赞叹古人文学典范的同时%饱

赏国画艺术的精妙神奇% 将文

学经典与绘画经典完善结合&

'怀古寄情()*王明明手卷+册

页#扇面展,将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

推出& 共将展出手卷
#!

卷+册

页
&$

幅+扇面
#'

幅%并同时出

版大型手卷画集& 这也是他近

年来继 '回归自然***王明明

中国画展,+'心迹自然***王

明明花鸟画展,之后%所推出的

又一个专题成果展示&

王明明% 现任全国政协常

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画

院院长 %北京美协主席 %国家

一级美术师& %彭利铭#

楷书节录!东方朔画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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