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亥岁尾三九的第七天! 清

晨起来"窗外灰蒙蒙一片"阳台窗

户的玻璃上" 蒙着一层薄薄晶莹

的随意凝结的窗花! 窗花的纹理

造型和大小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

各个造型独特真是上天的馈赠!

打开窗户"一股寒冷清新的空

气扑面而来# 哦" 今年终于下雪

啦$来年怎样%雪对于人类是越来

越珍贵了" 因为雪成了环境气候

是否恶化的标志" 所以" 我期待

它& 喜爱雪不仅是因为它象征着

圣洁" 还因为它能够净化这个世

界的空气乃至人的心灵& 在这清

新澄明的天地间'((任思绪展

翅"其实"心灵能够自由畅达地飞

翔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

漱洗后"恭敬地燃上一炷绿檀

香 "打开
!"

"齐豫的唱经令我百

听不厌! 它不仅内容经典)哲性温

馨"更有抒情)优雅)清澈)空明的

旋律" 给人一种源自本我的淡定

和自信! 其实艺术的提升与生命

自我的完善是一样的" 它需要向

内求而不是向外求!

人到中年以后"慢慢地就知道

了生命是有尽头的" 所以想做的

事情要尽快去做* 也知道了自己

最想要的是什么& 当然你会想很

多很多" 但要善于从中找出最适

合自己去做和能够做的事情 "以

此去探求事物的真善美" 寻求格

物致知的大快乐& 我想做的就是

书法" 在书法的研习中寻求历史

封尘中尽可能的真实" 在学习训

练书法的法度规则中享受汉字至

美的欢欣" 在书写中体会天人合

一的大快乐&

在
#$

多年对书法的学习探索

中"也许是个性的使然"我有意无

意地选择了五体书中的草书& 草

书堪称是 +宣纸上的舞蹈 ,艺术 "

更准确地应该说是狂草& 狂草是

书法五体书中最为奔放跃动的字

体" 它最能体现大千世界各种事

物的多样形态及动态的美" 最能

表达创作主体丰富而无以言说的

情感& 古有+圣人立象以尽意,的

说法" 就是把不可言说的深层东

西"以象来表达& 狂草强烈的诗意

抒情性使它具有音乐的旋律美和

舞蹈的动态美& 孙过庭说-+草书

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性情,

是无+法,的"是感性的*+形质,是

有+法,的"理性的& 二者是对立统

一的矛盾体& 当然"无+法,必须建

立在有+法,的基础之上& 仅仅有

+法, 写出来的字是匠人的字"纯

粹无+法,地乱画也不是书法& 因

此" 草书的书写是以严格的法度

训练为基础的"然而"在实际的艺

术创作中是很少能用规定性的框

框来限制的" 也很少能够对其所表现的线形和

章法提前预知" 能够安排的是汉字的基本字法

和笔法"可以预知的是书写内容"无法设置安排

和预知的则是它的线形在那一特定的瞬间舞动

的生命形态所显现的墨韵效果" 而这些在宣纸

上生发出的水韵墨痕乃是个体的生命状态和精

神追求在那一瞬间真实偶然永恒的记录" 也是

书法家在那一特定创作时期对传统的理解)对

艺术审美理想的追求和自我人格修养的全面展

示及无言写照&各种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我们也无法割裂时代对艺术家物质的生命状态

与精神铸造的影响&

书法家在宣纸上创作时" 凭借的是平时对

书法理性的严格训练" 而在宣纸上挥洒的一瞬

间"只能是潜意识地控制毛笔运行速度和距离&

手握毛笔" 根据笔锋触纸的感觉不同来调整笔

锋的距离"任心灵驰骋"任笔锋跃动"在笔锋尽

情的飞舞中呈现毛笔滑行的速度" 镌刻在宣纸

上的是点画墨色的浓)淡)枯)润&不同的笔锋距

离则表现着规定动作提按)顿挫)使转的轻)重)

缓)急)开)合)向)背"这些规定动作表现的细微

差异形成了汉字不同的造型态势" 不同的造型

态势表现着书法家不同的智性)功力)性情和艺

术修养及审美追求&

君不见在历届国展中" 行草书的投稿和入

选量都远远超过其他书体& 草书在当代的彰显

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草书起始于汉代"成熟于魏

晋"兴盛于唐代&虽然书法于今天不再是科考的

必备条件" 但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在经济发

展)民族复兴)时代精神昂扬超拔的当代"越来

越多的人喜欢这门最能高标中国人文精神的艺

术" 而且在爱好书法和从事书法专业研究的人

中" 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草书并对其进行深

入的艺术探索和实践& 也许它更利于人们思想

解放)精神自由的诗意绽放*也许在当下物华天

宝的盛世" 草书更有利于人们展现生命的自由

畅达和性情的尽情挥洒* 也许是开放时代多元

的艺术审美拣选了草书& 汉字抽象的造型性和

象征性任你无意识的深情墨舞" 线形的延展在

瞬间由性情支配"偶然地或长或短)或浓或淡)

或正或斜)或疏或密)或大或小./

水与墨)纸与笔)心与手相谐相融能生成多

少象征生命意义的色素造型"谁也说不清0因为

你心里有多少" 眼睛里就有多少" 眼睛里有多

少"笔下才有可能变现出多少"所有的一切都源

于你生命中最本质的蕴含和力量&

艺术的本质是非功利的" 是艺术家对世俗

人生欲望的超越"是对理想世界美好的向往"是

对不可知未来的好奇和探寻" 是智性对个体生

命体悟的终极思考与艺术追问" 是现实理性禁

锢下对有限生命之永恒追求&

不同艺术境界的追求" 源于人们内心不同

的生存信念和世界观"尽管生命短暂"尽管每个

人一生下就注定要走向死亡"尽管美好与激情)

梦想都会如蓝天的祥云随风而逝" 然而"+飘逝

即永恒," 毕竟活在艺术之中的人生充满诱惑*

艺术犹如生命的种子会开花结果生生不息"像

影子盘旋在未来不可知的世界" 影响着人们精

神的游弋和升华&

书法家在笔与纸)水与墨不可知的无限里"

编织着点画结构交织而成的汉字造型" 一如随

意凝结着的晶莹窗花" 自由地驰骋着精神的无

限与生命的超越"天人合一的大快乐)大自在便

在这里尽情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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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于开封"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

员会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书法艺

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河南省

诗词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书画院书法创作创研部主任"

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重大展览并获全国

中青年第三届书法篆刻展优秀奖#河南省文艺成果奖#

全省宣传文化系统第二批$四个一批%人才奖#河南省

$三八红旗手%#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会员

称号" 曾在香港举办书法联展!在郑州#镇江#长沙#马

来西亚举办个人书法艺术展览暨&胡秋萍书法艺术'首

发式" 出版有 &胡秋萍书法作品集'#&胡秋萍书法艺

术'#&秋歌(((浸月斋诗稿'#&当代中青年书法家行草

长卷)胡秋萍行草卷'#&秋萍墨韵'#&秋萍诗韵'#&中国

书法大典(((当代书法名家系列作品集胡秋萍卷 '#

&胡秋萍书法小品集'#&胡秋萍书法精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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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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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龙门追汉魏行楷对联
!

辛弃疾词草书斗方

!

杨万里诗草书扇面

!

李白诗楷书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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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句草书立轴

纪念!共产党宣言"

发表
!#$

周年
优秀书画作品展评选揭晓

晨报讯!记者 杨一"日

前"纪念1共产党宣言2发表

%&$

周年全国优秀书画作品

展览评选在京举办3有关专

家在中国民族书画研究院

对所有参选作品进行了评

选"评出最高艺术特等奖
'

名"分别由张平生 4甘肃 5)

李铁华 4湖南 5获得 "特别

金奖
(

名 " 分别由肖文经

4江西 5)金顺先 4云南 5)马

祥彪 4江苏 5)石胄 4河北 5

获得 * 另评出进入金奖提

名的
'(

名" 银奖) 铜奖提

名的
')$

名 & 通过复评进

入终评的
'**

件作品将进

行展览&

北京红旗飘飘文化传

播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共同

举办了这次大型的公益活

动 & 活动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

间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优秀

的书画作品"活动共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
'$$$

多位书画

家创作的
'*$$

多件作品 &

参加者均来自各行各业"以

严谨自律的共产党员居多"

其中也有一批寄情于翰墨

的书画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