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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會現場一眾
書法家獻墨寶。
書法家獻墨寶
。

書法，
書法
，是華人文化語境中反覆出現的符號
是華人文化語境中反覆出現的符號，
，因為會寫書法
因為會寫書法，
，是華夏

兒女特有的基因。
兒女特有的基因
。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
周年，
，加上有世紀報史的華文報
紙 《 大公報
大公報》
》 115 歲壽辰
歲壽辰，
， 日前
日前，
， 兩岸四地百餘位書法名家匯聚香

江，連續兩日揮筆作書
連續兩日揮筆作書，
，不僅為這份華文老報獻上一份墨香壽禮
不僅為這份華文老報獻上一份墨香壽禮，
，更
以筆墨飽蘸愛國情，
以筆墨飽蘸愛國情
，書出對香港美好明天的一片祝福之心。
書出對香港美好明天的一片祝福之心。

舞舞 墨墨」」

除在字裡行間一抒己意，
除在字裡行間一抒己意
，面對本報記者的採訪時
面對本報記者的採訪時，
，各地書法名家更

暢述在經濟領跑的現時社會氛圍中，
暢述在經濟領跑的現時社會氛圍中
，兩岸不同地域書法發展的狀況與
推廣困境。
推廣困境
。 同時
同時，
， 在場一眾書家前輩
在場一眾書家前輩，
， 亦針對學書方法講出自家觀

點，大談習書之道
大談習書之道。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張岳悅
張夢薇、
張岳悅、
、朱慧恩
朱慧恩、
、陳俊添
陳俊添、
、鄭云風

行草書法家 陸彩榮：
書法傳承「抓少也抓老」

陸彩榮是中國書法家協
會會員，本科修讀新聞系
的他，一生都與文字工作
結下不解之緣。他擅長不
同的書法體，但對於行草
書卻是情有獨鍾。「行草
書可快可慢，可長可短，
可字字獨立，又可字字相
連，自由度大，可以充分
表達自己的感情。」
■陸彩榮為
陸彩榮為《
《大公報
大公報》
》作畫
作畫。
。
在電腦年代，字體都是
一 式 一 樣 ， 莫 說 是 中 國 傳 統 書 小學就應該開始有書法課，這樣
法 ， 就 連 硬 筆 書 法 也 逐 漸 被 淘 才能把書法藝術的根扎得好。上
汰，寫得一手好字的人鳳毛麟 班一族可能沒時間從事書法寫
角。陸彩榮認為，書法始終是無 作，但退休後就有很多時間。」
可取代的，因為它是藝術性、文 他又指書法對於年老一輩除了可
化性的。書法寫出來的字代表了 以提高個人修養，也有鍛煉身體
一個人的性情，代表了個人的修 的額外好處：「因為書法牽涉到
養，或透過書法直抒胸臆，就如 『氣』的運用，而且寫的時候要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就是寫流 淨化雜念，保持心平氣靜，所以
觴曲水一事所觸發的內心感慨。 書法家都很長壽。」
傳統書法以臨帖為主，但陸彩
「電腦始終不能取代書法，因為
榮也不抗拒讓書法吸收新時代的
書法不只是用來傳意。字品即人
精神。「書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
品，書為心畫。」
此外，他認為另一個要傳承書 史，在新時代要發展的話就要將
法的原因是因書法是民族精神的 新的審美融進去，因為現在藝術
彰顯。最初的篆書就是由中國古 更普及，群眾對於書法的接受程
文明的文字演變而來，而不同的 度愈來愈高，所以書法要做到表
文字又折射了不同的時代精神， 情達意，為人們的生活增添一點
就如古樸端正的甲骨文和金文反 光彩。」
最後，如果要選一個代表自己
映了商周先民的卜問蒼天的虔
的字，陸彩榮說他會選擇用行草
誠。「寫好中國字，做好中國
人。所以我們有責任把書法藝術 書寫一個「好」字。「追求美好
是自古以來每個人的願望。生活
發揚光大。」
要將書法傳承下去，陸彩榮提 愈來愈好，身體愈來愈好，而除
出 「 既 要 抓 少 ， 也 要 抓 老 」 。 了個人，也希望身邊的朋友、國
「首先必須先讓大家熱愛書法， 家愈來愈好！」

台灣書學會主席 沈榮懷：
書法藝術是華人社會課題
台灣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沈榮懷認為
書法是華人獨享的文化藝術根脈，不過
以現時的情景來看，華人社會的書法藝
術普及和教育仍存在很大的空間，「書
法還未受到它本來應有的重視。」
即是「祖宗留下的」，為何反而不
受重視？他以香港舉例：「香港是以
經濟為主導的商業大都市，每個人每
天都在高速運轉，以產生效益為目
的，要靜下心來體會書法之美，太難
了。」至於傳統文化根基相對深厚的

台灣，他亦指出，目前台灣官方在
書法教育及推廣上少有動作，中小
學義務教育中書法也是「缺席
者」，「造成大家覺得書畫很難， ■沈榮懷創作時十分認真仔細
沈榮懷創作時十分認真仔細。
。
能書會畫，是件很酷的事。」
沈榮懷說，書法是祖宗留給所有華 書法交流逐漸增多，好像去年在香港
夏兒女、龍的傳人的一筆財富，「我 舉 辦 的 「 兩 岸 四 地 書 法 展 」 、 這 次
們應該回歸到書法裡去體悟這種文化 《大公報》舉辦的筆會，此類活動搭
基因之美」，是故他認為，書法的教 建了很好的平台讓大家再度看見書法
育和推廣措施應是被重新構思的社會 藝術，他說，「相信這些活動對於書
課題。不過他也指出，如今兩岸四地 法藝術的推廣傳播是大有裨益的。」

河南書協主席 周俊傑：
學習書法要重視臨摹
來自河南的著名書法家周俊傑，筆
名魯岩。他在研究書法的同時，也在
孜孜不倦地鑽研書法理論，無論是寫
書法還是理論研究均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
無論哪一種書體，對周俊傑來說均
手到擒來，而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
是草書和隸書。在小時候學習書法，
周俊傑便開始學習臨摹唐朝柳公權、
褚遂良的書體，及後接觸了隸書，找
到了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和自己性

格很相近的書體。此後，他又開始臨
摹元朝趙孟頫、唐朝張旭、宋朝黃庭
堅的草書。
談及寫好書法的要訣，他有這樣的
一套主張：「要寫好書法，歸根到底
是要臨摹，書法入門要臨摹，要研究
古代的東西。若要達到一定的高度，
便要在經典的作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一套語言，然後結合時代精神、結合
個人性格，再創造出比較有個性的、
能反映時代的、能跟歷史結合的作

■周俊傑習書多
年，其中以隸書及
草書最出名。
草書最出名
。
品。」當然，
周俊傑不諱言
要達到這樣的
境 界 是 很 難
的，「首先思
想要達到一定
的高度，又要結合理論的學習，才能
跟上去。」回顧周俊傑學習書法的道
路，確是由臨摹名家的書法開始，到
慢慢找到屬於自己性格書體的隸書，
再努力鑽研，才達到今天的高度。

全國政協書畫室副主任 趙學敏：
學書者，應
「碑」
「帖」
兼習
文化傳承模式也形塑出了不同的書法特點，
他指，不同於台灣、香港，內地因為官方文
字採用簡體字，所以書寫時的運筆更加靈
活，書法的表現形式也自然就產生更多變
化。
至於目前被業界廣泛討論的問題：學書
者應該臨「碑」還是臨「帖」？作為書法
界的前輩，趙學敏表示，其實無論碑與
帖，對於學習者來說各具養分，只不過，
「帖」更具深厚人文精神，也更能滋養靈
活的書寫動作。他進一步指出，因為刀刻
的緣故，初學者如果以碑入手，容易走入
一種僵化的局面，「以帖入手的話，之後
換字帖或創作都相對容易一點。」不過，
他強調，若是長期學習書法，正確的方法
應是兩者兼顧，「可以臨一臨帖，再臨一
陳添浚 攝 臨碑」。

全國政協書畫室副主任趙學敏，在筆會
中親自以草書作詩，寫道「大公文匯鍾靈
秀，妙筆回春繪彩虹」，指出大公、文匯兩
份華文老報以文字發力，裨益國民。對於兩
岸書家書法藝術風格熟悉的他，認為台灣、
香港、內地，三地書法各見韻致，但不同的

■趙學敏展示自己創作的七絕
趙學敏展示自己創作的七絕。
。

中國書協副主席 包俊宜：
鑽研透傳統書法方能創作
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包
俊宜擅多種書體，尤以篆草
見長，所作篆體古樸自然，
草體宗法黃山谷兼取王鐸，
簡樸清逸。他認為，書法是
中華民族藝術的靈魂，他
說：「從技巧上來說書法有
一定的困難性，且難以突破
和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內
地與香港相比學習書法的人
數更多，江南地區更是文人
薈萃，整體水平也更高一
些。香港的書法傳統基礎較
薄弱，商業至上的環境中寧 ■包俊宜
靜致遠的藝術氛圍不夠，尚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
他同時建議有意學習書法的人首先應將
傳統書法藝術鑽研透徹，「應下苦功用心去

理解，如果學習得不夠深
入，個人創作便無法達到
一定的高度，書法創作的
高度和鑽研傳統的深度成
正比。若是小朋友學書
法，可以從魏碑、漢隸或
篆字入手，既可以訓練扎
實的基本功，也有較好的
發展前景。若說王羲之的
行草書現代人難以超越，
而清代之前沒有寫篆字的
大書法家，也是給我們現
代人創造了新的機會。」
初學者臨「碑」還是臨
「帖」好？他答道：「二者其實不相衝突，
我個人認為，中國書法的歷史高峰體現在帖
學上，而碑寫得好也能成為一代大家，且與
帖相比更容易突圍而出。」

澳門書協主席 連家生：
書法是中華文化的總和
詞歌賦、英文、音樂。對於書
生於廣東海豐、現為澳門書
法，他有自己一套獨特的主
法家協會主席的連家生，曾撰
張。「書法跟詩詞歌賦有着不
寫發表過多部關於書法的作
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在我上年
品，此外，他在書法教育方面
所出版的十冊書中，有三十萬
亦不遺餘力，在內地不同地方
字的論文、四百首詩、二百幅
進行書法交流活動，在不同大
對聯。我認為書法不單只是寫
學講學，盼讓年輕一代更了解
字，包括詩詞歌賦、文學、音
書法。
樂都屬於書法文化的構成部
既是書法家，又是教育家，
分，所以說中國書法是中華文
連家生自言常常都要到不同的
化的結合。」
地方交流、講學。「除了一些
要使書法能夠得以傳承，年
海拔較高的地方如西藏未去過
■連家生除了鑽研書法
輕人肯學習是十分重要的，可
外，幾乎所有地方都到過。」
外，亦不遺餘力推廣書
是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誘
他說。問及現在內地的書法發
法。
惑太多，人人都成了「低頭
展狀況，他表示：「每個地方
都有自己的特色，各地熱愛書法的程度都不 族」，要坐定定學習書法，也許不是那麼容
同，像湖北、河南這些文化底蘊較深厚的中 易的事。若年輕人想學好書法，連家生給出
原地方，也十分重視書法。」他又表示現在 了三個重要的致勝之道。「第一是要耐得住
澳門學習書法的風氣也不錯，「澳門政府很 寂寞。因為練書法是個人的事，過程中總有
支持這方面的發展，澳門每年均有全澳書法 感到沉悶的時刻，故年輕人要抵得住寂寞。
比賽，各個社團亦有舉辦大大小小的比賽， 第二要坐得住冷板櫈。總有人坐一下就走，
既有專注於毛筆的，也有專注於硬筆的，故 堅持不了，這是不能成功的。第三、也是最
此當地學習書法的風氣是不錯的。」連家生 重要的條件，就是擋得住誘惑，在這個科技
發達的年代，年輕人面前實在有太多誘惑，
說。
連家生不單是喜歡書法，同時也熱愛詩 要想成功便要擋住誘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