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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刚来的时候我们去街子镇。镇口有一
条岔路，拐进人烟稀少的山沟里。也就几百米
的距离，我们发现了松鼠一家子。

它们有肥硕的尾巴，很机灵，在树丛里上
蹿下跳。那一瞬还以为身处人迹罕至的丛林。
但其实几分钟路程以外就是喧嚣。

我们默默地停下来，欣喜地看它们。等一
家子走远，我们才敢发出低低的欢呼。

没有用手机拍照，拍不到。在孩子那儿，
眼见即为实。我三岁的女儿一一小声对着它
们的背影说，松鼠，我在泰国也看见你了。

在兰塔岛的树丛里，她和2岁的妹妹肉肉
一起蹲在地上研究各种昆虫，在沙滩上用手捉
寄居蟹。她们在一米之外看尾巴足有半米长的

大蜥蜴，竟然丝毫不觉得害怕。一一更小的时
候，在海南岛上，第一次看到活的鸡。我永远不
会忘记她的兴奋劲儿。

我小时候是常常见到鸡的。楼下的小院
儿里就有人养鸡。每天在阳台上做作业，就听
见楼下的母鸡咕咕咕咕，百无聊赖，也并不心
烦。但公鸡就很吵。春节前后，整个家属区会
突然增加很多公鸡。乡下的亲戚来串门，最好
的礼物就是自家养的鸡。清晨，这些来自全县
各个乡镇村所的互不相识的鸡们，开始在此
起彼伏的打鸣儿声中较劲。鸡叫声越密，新年
就越近了。

通常，鸡被麻袋套住头，麻绳拴住脚，大
人在屋外寒暄，鸡被暂时扔在洗手间里——这

样它可以随地大小便，然后用淋浴头冲走——
鸡屎是一种非常臭的东西，现在城市里的小孩
儿应该都不知道了。

如果实在憋不住尿，就只好蹑手蹑脚进
去。我和鸡彼此都非常紧张，生怕哪一方突然
逾越边界。鸡嘴戳到光屁股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没有体验过，却是儿时常常思索的问题。

我也喂过猫。那时我练字儿，一时淘气，在
猫额头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王。过两天猫不见
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受辱而逃。

后来也养过兔子。那时我因为生病短暂
地休学。我妈就给我买了两只小兔子，每天
要到郊外去割草。车前草，铁线草，都是那时
认识的。

每个小孩都把自己养的动物奉为至尊之
宝。我的一位叔叔发明了一个管用的逗我哭的
法子——每次见我，就双手在空中一拧。我就
要马上咧嘴准备哭，因为他说那是打兔子的手
法。我们老家，杀兔子叫打兔子，两只手各握住
兔子的头和身子，迅速将脖子一拧——是不是
真的，我没考证过。

当然，兔子最终还是死了。有一天早上我
起床去喂，手一摸，都硬了。那时心里一惊，慌
得哇一声就哭了。一开始是大哭，后来是干嚎，
最后累得只能抽泣。午饭时人才活泛过来，也
许是哭饿了，把桌上的一盘肉吃个精光，还问，
什么肉这么好吃。我小姨说，是你的兔子。

我愣了愣，竟然也没有再哭。

养蚕是童年必修课。那是观察生命成长和
蜕变最好的过程。几天光阴，看它从小黑点变
成白胖子再把自己吃透明最后化茧成蝶，心中
充满惊奇。生的课题基本是随着宠物的出生、
孵化、长大而被领悟的。亲爱的鸟、狗、猫咪，松
鼠、蝴蝶和蜥蜴，谢谢你们。而关于死亡和离别
的第一课，通常也还是动物们教给我们的。

有人小时候养了很漂亮的名贵金鱼，死了
之后被厚葬。她的两位心善的闺蜜悄悄咪咪去
把鱼挖出来，给它打针，想要救活它。而另外一
位朋友养的狗死了，便在村头挖了坑，放了帽
子、碗和拐杖，一起埋了。按照当地习俗，这样
狗来世就会轮回成人。他那时并没有好好想一
想，成为狗和成为人，谁会更愉快。 （潘媛）

亲爱的鸟、狗、猫咪，松鼠、蝴蝶和蜥蜴，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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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在探索求变

王飞把书法风格的形成视为一个
自我锤炼、自我塑造的过程。他推崇朴
雅厚重，造型端庄舒展，笔调浑圆苍茫。

“书法调子要正，格局要正，取势要正，
正中寓奇。不讨巧，不作态，要有主笔支
撑。书法之正大，不一定指形体之大，而
是气质上的庄严。”他还特别强调书法
的书写性，抒情写心，注重“写味”，不能
去刻意描摹和拼凑。

作为在书法理论和创作上有独立
见解的书家，王飞谈到自己对书法的技
术考量。笔力能否入纸，可作为是否得
笔一个基本判断。还要过提按关，首先
要把力量按下去，在提得很空之时力道
仍在，才能挥洒自如，这就是提按关。书
法的起、收与行笔中段，书写运笔还涉
及铺毫、裹锋与转换，还要讲求韵味和
气势，真正好的书法是力、韵和势都要
具备，这很难做到。书贵精熟，精熟而后
能得体势，得势而能变化，此又一难关。

艺术要找规律和方法，而不是单一
的形式。王飞认为，“当代不一定写不过
古代，艺术都是向前发展的。”问题在于
一定要追本溯源。比如很多人学八大，
学弘一，学谢无量，他觉得这个东西很
好，但是人家能修炼到那样的程度，写
出自己的精神面貌，是学了很多古代经
典，做了很多功课，提纯出来的。这都需
要几十年的修养和积累。“想把前面的
过程省了，直接学后来的面目，天下没
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

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
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是苏轼的评
价。颜真卿的字从技术上分析是来路很
多的，单就一点来讲，他是如何从王羲
之的调子变成他自己的调子，就值得分
析。从王羲之秀美的书风变为颜真卿的
壮美书风，反映了大唐气象，这就是颜
真卿的伟大之处！他的开放度很大，他
一生写了那么多楷书，但每一通都不一
样，任何时候都在探索求变，他不是一
个故步自封的书家。颜真卿书法和杜甫
诗歌一样，具有集大成的特点，所以能
够开出后代的千汇万状。”

重在写心，而非写形

书法是个技术活，但又不止于技
术。书艺之诉求和人的文化涵养、学术
修养、审美训练、人生阅历综合一体。王
飞提到，“书圣”王羲之以后出现的书法
大家可谓灿若群星。就说二十世纪初的
这些书法家，同时也是文化巨匠，学养
深植，对传统文化既有传承之底蕴，又
有变革之精神。像黄宾虹、齐白石这些
画家的书法拿出来，远远地走在当代人
前面。刘熙载《艺概·书概》说：“书者，如
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
其人而已。”做学问讲究才、学、识，书法
亦然，“综合看，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地
方，又各不一样。比如章炳麟、鲁迅、陈
独秀这些人，以书法为余事，写得好极
了，原因是有其他的东西‘养’他，眼界
和意趣很高，这是当下这代人比不了
的。”王飞说。

从王羲之到颜真卿、米芾、再到徐
渭、王铎、傅山，直至当代，有人得出一
条结论，认为书法的创变轨迹就是开合
对比越来越大，形式感越来越强。王飞
表示这说法值得商榷，中国书法重在写
心，而非写形，否则就无法解释像八大、
良宽、弘一等人的创作。中国艺术讲究

“复归平正”，推崇“绚烂之极归于平
淡”，有时候内心的定力会体现出比外
在的飞扬更强的势。良宽写“天上大
风”，弘一写“悲欣交集”，谢无量写“法
海圆融”，都当做超凡入圣观。书法真正
写到圆融，也就无论碑帖了。

流芳百世的书法作品，往往都是书
家自己的诗文手稿：《兰亭序》是草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

也是，徐渭、何绍基、黄宾虹写得最好的
还是自己的诗文或者题跋。“这样一个
现象，说明书法艺术从根本上还是源于
一种内心的情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技法精熟是前提，用真情才能动
人。都说为文为艺要有赤子之心，不能
装腔作势，不能有所矫情。“就像杜甫写

《客至》‘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
余杯。’免去形式上的客套，家常便饭，
自家烧酒，拿个土碗盛着，捧出来的是
一颗滚烫的心。”

要读出艺术家的“心电图”

王飞的欣赏习惯，是面对这些古代
书法作品，要建立起一种亲近感，这种
亲近来自对作品的情感体察，也就是

“理解之同情”。
“比如《兰亭序》的”之“字有二十多

种写法，固然在艺术上非常高明，但这
个不是书法的内核，要看文字后面的精
神表达：永和九年的上巳节，大家一起
游乐，非常美好的景象，他会想到百年
之后是什么样，‘俯仰之间，以为陈迹’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古今之思
被带进之后，就会有很多哲学思考，很
多人生苦短这些方面的感慨。他还边写
边改，改动里边就带出许多心思，这种
东西出来它就鲜活就跳跃就洋溢挥洒，
后来书家无法追摹，王羲之自己也不能
重复，这就是艺术家的心电图。”

“书法的鉴赏，一定要读出那种让
你内心怦然心动之情，读出字里行间会
心一笑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才是艺术
品鉴真正的内核。”如孙过庭《书谱》，洋
洋洒洒那么多字，作为他自己的一篇论
文，他对这些文字极熟悉，这和他其他
的书法作品明显不一样。为什么呢？因
为他胸有成竹，特别有底气。技术上的
极度精熟，加之极度的理论自信。你能
在他的笔法中分析到他的享受，他的映
带关系，上一个字和下一个字的气息连
贯，顿挫变化都和他的思路同步同构。

“这些东西都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孙
过庭写书谱，有点像钱钟书写论文，在
写《谈艺录》《管锥编》的时候引到一个
材料，发人所未发，字里行间就会有一
种非常享受的快感甚至一丝似不经意
的狡黠的微笑，行笔轻快到飞起来，再
翻上一个筋斗。”

杜甫草堂博物馆
副馆长王飞，研究诗
歌，发表过愈20万字
的论文；爱好摄影，出
版过几本摄影集；研
习书法，出版过几本
书法集；欣赏古典音
乐，收藏了几千张
CD。王飞的意思是，
各门类艺术在精神层
面是相通的，“学书多
年，一直在跟毛笔较
劲，写到会心处，每恨
笔不能到。观前贤法
书，似不经意，而浑然
天成，你朝它走了很
久，以为接近了些，抬
头一看，它依然如一
带远山，静静地横亘
在你面前，让人仰
止。”

书似青山，
路为纸，地成
册，行作笔，心
当墨，这是修
行。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录音整理 牟欢

作篆如曲水流觞，不疾不涩，行止
安和，乃得从容闲雅之度。

作隶如说书，长衫、折扇、檀板等
等，一应摆设，样子好做，行头易置，难
在古调新声，引人入胜。

楷书如打坐，或者发呆，看去很静，
意思很远。一个人总是正襟危坐，二目
直视，看着就累。偶尔走神，便见风致。

行书如打太极，下盘功夫越好，就
越能放松，可随处发力，收放自如，关键
要看运动过程中的韵律。

草书好比远行至荒无人迹处，撒个
野。撒野有多种姿势，有的题个“到此一
游”；有的立于天地间抒发怀抱。是脱衣
狂奔，还是放逐灵魂，见仁见智吧。

生于 1968 年，
毕业于川大中
文系。成都杜
甫草堂博物馆
副馆长、研究
馆员、一级美
术师，《杜甫研
究学刊》副主
编，四川省杜
甫 学 会 副 会
长，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
多次入展重大
书法展览，出
版《王飞书法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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