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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起耳朵，聆听身体轻声的抱怨
中秋将至，昆明的表妹寄来一大盒云腿月
饼，说是给二姨（我妈）和大姨的。表妹是小舅的
女儿，
每年都给两个在成都的姨妈寄月饼。
老妈高高兴兴分出一袋月饼，让我送去大
姨家。幸好我出发前先打了个电话，大姨在电话
那头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没在家，在骨科医院，
你姨爹住院了。
”
赶忙一问，还好，不是严重的毛病，但也很
恼火：
椎间盘突出。
一听病情，我已明白了七八分原委：姨爹肯
定是又逞强去锻炼了。
姨爹年轻时摔伤过腰部，但他天性好强，尤

其不服老，一直坚持锻炼身体：50 岁还能劈叉+
倒三角身材，是他最为得意的成绩，长期“傲视
群老”，
走路都带着风。
细问果然：今年入秋后他和几位老友相约
去爬山，过了没几天，单位组织秋游，又坐了很
久的车，回来腰就不太舒服，姨妈劝他休息，他
却坚持认为没关系，多活动活动就行，头天还出
门晨练，第二天，也就是我打算送月饼的当天，
直接起不来床了……
关切一番后，挂电话前我顺口问大姨，表哥
（大姨的儿子）去医院了没。
不问还好，一问之下，大姨的怒火瞬间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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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讨千家米
煮一锅粥
以客观包容之心态，
进行当代书法创
作，
以四川汉砖文字和崖墓题记作为部分的
书法资料，
取法
“民间书法”
，
也是冷柏青的
当代书写之旨归。
冷柏青用了
“讨千家米，
煮
一锅粥”
这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书法习得。
“大名家的作品往往技法完备，
学习、
临摹的
人多，有规律可循，但基本定型结壳，习气

青
书

5 岁的点点确实比同龄孩子身体瘦小许多，
可以说是先天较弱的那一种，因为他有严重的
食物过敏，面食、鸡蛋、牛奶、鱼虾等等都不能
吃，只能吃米饭、精瘦肉和蔬菜。
幸好从 3 岁起，他的过敏症状渐渐减轻，但
体质还是比较弱。然而我表哥也跟我姨爹一个
脾气：好强——从点点 4 岁开始，他就希望通过
锻炼来增强孩子的体质，尤其是今年夏天，我经
常碰见他和表嫂带着点点去游泳，前些天还约
我国庆一起带娃去爬山，
“上周我们才带点点去
爬山了，他爬得挺快！”表哥得意地说。
当时我就想问他，点点身体扛得住不，但是

忍住了没出口。
多少次想当初，我上高二那年，参加校运动
会，傻乎乎地在同一天里上午跑 1500 米、下午
跑 800 米，全部第一；到了大学加入校足球队，
大一打满全场，大四只跑得动半场。
人近中年的我，开始学会竖起耳朵，聆听身
体轻声的抱怨，并作出反应：膝盖不舒服了，就
少走点儿路；脚踝有轻微的疼痛，就减少下蹲动
作；偶尔需要提下重物的时候，尽量把东西贴近
身体，先绷紧肌肉再慢慢发力……我变得谨小
慎微，凡事都不再逞强，只想与这血肉之躯和平
共处，妥善而温存地使用它。
（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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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不易变；
小名家的作品尚不成熟，
技法有
认为当下书法作品多有炫技的色彩，而表
缺失、
却时有生气，
可塑性强。
”
现真性情和个性的作品太少。
“ 技进乎
冷柏青此次展览呈现的作品，很多就
道”，光有技术还远远不够，好的作品更应
属于古今结合、经典与民间相融合的结
该表现一种内在的精神面貌。
果。一直对传统汉砖文字、图像感兴趣的
冷柏青深信，学习书法，眼界很重要，
冷柏青，借鉴了不少汉砖文本自由开放、 临池读帖也很重要，人生阅历同样重要。
富于想象力的气息，将经典书法的技法和
什么样的人生阅历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艺
民间书法的风味进行某种创造性的结合。 术风格。苦难的人生，其作品必有苦涩的
据了解，这次冷柏青所呈现的作品类
味道；平淡的人生，其作品也将波澜不惊；
型跨度很大：真、草、篆、隶、楷书皆有，篇
快意人生，其作品就会显得潇洒、风流。
幅上，
大的有几米，
小的仅手掌大小。
“书法是讲共性和个性的艺术，共性就是
在他的书法作品集前言中，冷柏青写
书法传统的核心——笔法、结体、章法、墨
道：
“字如其人。字写得圆滑，其人也必会
法。个性就是作品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
圆滑；字有棱角，其人也会时常透露锋芒； 言。书法的魅力，就在于那无穷的变化、无
有风骨之人，其字也必定有风骨之气。”他
限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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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纪念碑性质的民间书法形式，它与民间
的信仰、伦理、人生观念等紧密相连，在
“现代书法”方兴未艾的今天，四川东汉崖
墓题记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书法”同样具
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冷柏青与另一位四川省诗书画院的
学者刘鹤翔在论文《巴人下里歌 犹和阳
春弦》中提到：目前，四川地区的汉砖，按
记者了解到，为配合本次展览，提炼
文字内容分，主要有纪年砖、地名砖、人名
展览本身的学术性，除书法作品集外，冷
砖、记事和其他杂类砖。每一类汉砖，都呈
柏青还同期出版两本研究崖墓题记、汉
现了一个丰富的民间书法世界。
汉代四川的砖文作者具有写意、
变形、
砖的专著：
《四 川 东 汉 崖 墓 题 记 研 究》、
装饰、
规范等突出的艺术特色，
充分体现了
《四川汉代砖文研究》。这在全国书法界
砖文作为典型的民间书法形式的独特魅
也是第一本以书法创新为旨归的崖墓题
记研究专著。
力。四川砖文整体上无不呈现出线条自然
冷柏青提到，四川东汉崖墓题记属于
酣畅，
造型生动的特点。
经过拓片的图像转
译，
砖文书法呈现了丰富的笔墨趣味；
更具
民间书法范畴，无论是就体势还是用笔而
价值的是，
四川砖文饶于自然意趣，
非常符
言，都体现了与典型的庙堂隶书大异其趣
的审美意味，帮助我们在深入研究经典书
合现代人对艺术个性的期待视野。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艺术想象力，从
著名书法家沃兴华在《论民间书法与
书法的点画造型、结体造型、章法造型与
名家书法》一文中认为，民间书法“字体书
空间想象方面，投入更多的创造性思维， 风因时损益，始终处在量变过程中，就字
体来说，有许多作品篆分兼备，分楷包容，
创作出具有新颖的形式感和观念内涵的
现代作品。
章草与今草合一，旧意未离，新态萌生，稚
此外，对书法传统的考察，也离不开
拙朴茂中充满奇思妙想。就风格来说，因
对书法应用的具体环境和媒介的考察。一
为创作时不做千秋之思，发乎情止乎礼，
件书法作品的文化内涵如何，总是与其具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以恣肆放逸为主要特
体的实用情景相关。崖墓题记作为一种具
征。
”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深入两千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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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问我的书法取法哪家哪派，
我说只要是符合自己心性的作品，不论
是经典还是民间，碑或者帖，古人还是
今人，有名抑或无名，都可为我所学所
用。”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冷柏
青说自己努力追求的书法，是要“书中
有诗，书中有画，书中有歌，书中有舞，
书中有情，书中有我。
”
在他看来，
草书创作切忌平淡，
在章
法上要敢于造险，打破常规，在险中求
胜，
在险中求奇——
“无限风光在险峰”
。
但能“造险”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
要能“化险”，就是还要善于解决矛盾。
“造险”和“化险”，制造矛盾和解决矛
盾，二者同样重要。
“ 书法之妙，在于情
理之中，又出于意料之外。”这也许是冷
柏青书法作品被业内称怪的一个原因。
四年前，冷柏青从湖南调入四川省
诗书画院任专职书法家。此次书法个
展，便是他来蓉四年后的一次正式的
“工作汇报展”，内容较为丰富，加之其
研究对象和他的书法创作又紧密相连，
所以展览备受业界关注。
冷柏青将他研究的书法分为
“经典”
和“民间”两类。他认为经典书法笔法完
备、法度谨严；民间书法则技法简单，书
写自然，同时造型结构很有想象力。
“那
些经典书法虽然很好，
近乎完美，
但再创
造发挥的空间不大，
民间书法虽然粗糙，
但可以用经典笔法加以补充，把自然的
原生态的造型借鉴、融入经典法度的创
作中，
这样的重构和融合，
有趣。
”
经典能成为经典，自有其颠扑不破
的珍贵价值，当代的书法家们，也绝大
部分都从经典碑帖入手，学习技法，在
此基础上创作。冷柏青认为，这同时也
造成一个致命问题：写得都差不多，同
质 化 严 重 。然 而 造 型 却“ 和 古 人 差 远
了”，他说，
“ 古人很有想象力，很大胆。
经典的东西容易束缚人、限制人。古与
今，经典与民间，学术与艺术，各有优
势，要辩证地看，
才能参透一二。”
人们对利用经典古代文字“创作”
的书法作品，通常有一种期待，即符合
书写经典书法的笔势和结构的基本特
征，又呈现了个人鲜明的个性特点。冷
柏青说，越是创新的作品越是需要深厚
的传统功力，
“就像盖高楼大厦一样，楼
层越高，基础就越要扎实。”

讨千家米
煮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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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入手的后果：
写得都差不多

忧愁：
“ 别提了，他刚带点点（表哥的儿子）从医
院回家。”
“啊？点点又怎么了？”
大姨犹豫片刻，叹了口气，
“你信不信嘛，一
个 5 岁的娃娃，
竟然直肠脱垂了……”
我听说过这个词，但是从未想过一个小孩
子也会出现这种症状。回家跟爸妈说起此事，
妈扭头就给大姨打电话去了，爸爸则告诉我，
这种症状俗称“脱肛”，在营养不良、身体虚弱
的儿童身上时有发生。
“ 我们小时候吃不饱饭
的时候，村里的孩子常有，你三叔和五叔小时
候都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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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知名书法
家冷柏青的特别个展“巴
蜀书画传承与创新工程
——冷柏青书法作品展”
将在四川中国书画美术
馆（青 羊 区 百 花 潭 路 10
号）开幕。展览汇聚冷柏
青近十年来在书法创作
中的成果，
“带领观众感
受书法家澄明纯净的个
人精神世界，也为冷柏青
的下一步的书法创作带
来思考与启迪。
”
冷柏青在书法创作
之余，还收藏了数百块四
川汉砖（字砖、画像砖），
并着手进行书法创新的
研究。在冷柏青此次展出
的新作中，能看到他数年
来对文字汉砖这类“民间
书法”灵活、动态和自由
等气质的吸收与萃取。
在四川书坛甚至在
国内书坛，冷柏青的书法
特色经常被业界评价为
“怪”
“奇”，内里究竟有几
番奥秘，这场筹划已久的
展览，相信会给出些许答
案。展览持续至 10 月 29
日，
免费对公众开放。

千山落日发幽色，
万谷归云任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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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苦方为志士，
肯吃亏不是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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