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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的问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

谈，所以，说不清，理还乱。

实际上关联到书法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传

统书法；一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而又不同于传

统书法的以书写为手段来表现某种艺术观念的

当代艺术。

传统书法的文化属性是基于书写的历史发

展和积淀，是与中国文化关联的一种特殊的艺

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

它有着与文字关联的功能方面的表达，又有着

诸多方面的文字内容的呈现，还有着在审美上

的承前启后。因此，与文字和书写关联的各种问

题也随之产生，又有了品评和基于个人喜好的

审美判断。中国历史上的书写传续了数以千年，

代代相传，但是，成为一个复杂文化问题只是到

了如今。历史上的书写不管是从教育、还是从文

化以及应用的各个方面来论，书写的规章以及

方式方法等等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还有碑和

帖，它们作为范本以规范后学的基本动作以及

在审美上的皈依。尽管这种书法在历史的传承

过程中代有不同，尽管文化上的问题已有先贤

的各自表述，可是，彼此的关联是基于文化血脉

和基因的。在字体不同、追求各异的书写过程

中，人们用书写来表现内容，传达情感。其中用

书写来传达具体的内容又有着与辨识关联、与

审美相依的视觉问题。书写能成为书法正是因

为文化的注入，其文化的内涵是传统书法的灵

魂。有灵魂的书法成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就区别

了一般意义上的书写。

历史上像王羲之

等一代名家的书写活

动，包括此前一些没有

名或根本就没有留名

的 写 字 的 人 、刻 字 的

人，原本只是一般意义

上的写字，其目的是传

达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说个事或记个账，而字写

得好坏本不重要，只是个人能力、个人风格或后

人的认定。久而久之，人们把结构端庄、书写平

正、字形优美、风格独特的书写视为好的，从而

有了共识和拥戴，进而又有了为了审美的追求，

包括因时代不同的字体的转变，同时，还有了专

事书写以及审美和收藏。从不分好坏，到有了好

坏；从有了一般性的好坏之别，到有了讲究书法

的品格和趣味，这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

的发展，是在文化体系内的价值认同。传统书法

为什么能进入到今天被称为艺术的行列？则是因

为书写在进入到艺术的过程当中的每一个时间

段的历史累积所形成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而在艺

术发展到现代化的今天，人们发现了作为艺术的

书法的艺术价值和它独特的文化意义，从而将其

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传统的书法所具有的

特别的文化内容，以及中国书法独具的文化品

格，正是不同于其他艺术品类的这种高度的符号

特性，以及中国书写所具有的独特性的重要内

容。中国文字与书写的紧密关联度，是中国书法

的基本构成。

对于传统书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与艺术史相关的若干问题，以及历代书论中所

呈现的关联，还有与中国文人画之间的关系，如

此在今天已经是属于基本的问题，有理可据，有

章可循。对于其中的很多问题，在传统书法的框

架范围内来论都不复杂，差异只是学问和理论

的深度不同。现在的问题是超出了传统书法的范

围而在当代文化问题的纠缠中表现出了它的特

殊性，而这个特殊性并不是传统书法自身的核心

问题，却是与当代艺术和当代社会关联的现实问

题，其中有些还不是一般所论的艺术问题。显然，

传统书法的发展与艺术、与社会、与文化构成了

复杂的综合体，使得书法的问题就变得超常的

复杂，变得无法厘清，这也是当代的特点。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与书法、书写相关的是

一个复杂问题的综合体。而笼统所说的书法或

当代书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写，所反映的

也不是传统书法的核心问题，而是在当代发展

中的现实问题。传统书法的变异成为当代文化

中的一个另类，因为它既连接着传统，有着极强

的传统文化特征；又与当代艺术发生关联，同时

还反映出与之关联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书

法这一史无前例的变异，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所产生的问题，更是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

然产物。

如何看待在当代纷繁的社会问题中所出现

的书法和书写、传承与变异的问题，这是我们需

要深思和认真对待的。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传

统书法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到当代艺术中对传

统艺术的利用，关系到当代艺术中的社会关系

以及其他种种。今天的书法问题已经不像传统

的书写那么简单明了，它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超

越了文化自身而与社会发生了联系，而艺术的

发展也有了超越历史任何时期的复杂的内在结

构和内部关系，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讨论传统

书法和面对现实的书法发展，应该要做出一种

基本的选择和判断：如果要维护传统书法的尊

严和它的独特性，就应该对传统书法怀有敬畏

之心；应该在传承和发展中保持中国书法的独

特品格和它的文化尊严。如此来看当代书法的

问题，就应该把书法分成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和

理解，而不能混为一谈。基于传统发展的当代书

法，应该按照传统的基本的路数以及基本的审

美原则去发展，因为在这一历史悠久的发展过

程中，不管是真草隶篆和自我风格，或者是时代

特色和不同追求，书写中基本的与文字关联的

内容，或者是其内含的文化意义，正是传统书法

所必需表现出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另一方面，基

于传统书写而产生的艺术创作和当代艺术的观

念，作为传统的利用，或者是把传统符号作为一

种观念的标识所产生的新的艺术样式，包括利

用这一符号的书写行为，或者是用极端的身体

来书写等等，虽然和传统的书写发生某种关联，

但是，这已经不是传统的书写，更不是传统的书

法，也很难把它们置身在中国传统的书法品类

之中，更不能混为一谈。传统的艺术发展到当代

社会中，尤其是经历了 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的

发展，艺术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就是产生了一些

新的形态，这之中有的和过去有关联，而有的则

完全没有关系，如杜尚把小便池搬到了展厅，就

完全和这个展厅中曾经展出过的艺术作品没有

任何联系。面对传统和发展、发展和变异之间，

表现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其泾渭分明也是一

种能够看得见的现实的区别。

艺术发展中产生的新形态和新形式，自有

其合理的地方，或者有其合理性的存在基础，但

是，这些新的变异的书写方式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而存在，应该让其独立于传统书法之外而获

得它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在认知中，当

代艺术产生的新的品种不应该与传统书法混为

一谈，更不能用新的发展来颠覆传统书法的存

在。而基于传统书写和艺术之间的一些社会活

动，诸如杂耍以及其他的各种表演活动，毫无疑

问，它既不同于一般认同的艺术，也不是一种艺

术的书写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化的个人行为。这

种在艺术的旗帜下利用书写的杂技和表演，正如

同艺术中有杂技一样，也可以把它列为传统的书

写与当代艺术形式之间的另外一种样式。那么，

面对当下的繁杂和多样，面对层出不穷和此起彼

伏，也应该区别看待这类样式和这类行为。既然

有社会需求和个人所好，社会人之间既然有用这

种方式来发泄的权利，或者是有用这种方式来调

侃的兴致，其存在就不应该与传统的书写混为一

谈，也不应该和模糊的艺术边界混为一谈。因为

将它们和传统的书法艺术混为一谈，就会玷污或

者扭曲传统书法艺术的本质。而在现实中，这种

混为一谈又无法阻止，更无法制止。相反，混为

一谈在学术之外又成为大众娱乐而被大众过度

消费，而在当今娱乐和消费的时代，这是当代社

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另外的问题。

大众化的文化形态极其容易被大众所接

受，但也极其容易被大众所利用。显然，当下的

问题不在大众层面。从现实的状况来看，不管是

何种方式的利用，我们都没有法律去制止其利

用，也没有任何法规能够说服别人不去利用。因

此，在各种利用的过程中，如果基于社会的基本

的准则去看待传统书法的存在与发展，尊重传

统书法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存在，就应该去爱护

传统书法的正常的传承与发展。所以，中国书法

的传统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应该遵循基本的规

律，促进形成当代书写传统的传承和提高，同

时，也期望在当代文化滋养下的新的发展，让传

统形态的书法更多注入当代文化的内涵，使这

样一种书写的艺术能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

持它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如同京剧和昆曲一样。

无疑，任何一种样式面对当代社会都有可能去

融合、借鉴其他艺术形式，都有可能在融合、借

鉴，甚至是挪用的不同方式中产生新的创新和

创造，如此等等，新的样式都不应该因为融合、

借鉴、挪用而颠覆传统书法的存在，更重要的是

不能损害它的文化尊严。

应该看到，当代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特质，传

统不可能固化在已有的方式之中，传承中的发

展，发展中的提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而

让传统艺术葆有青春活力。而发展中的变异也

是必然的，其中跨界的方式和利用会表现出一

种常态。跨界是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个显

著特点，跨界能开启创新，跨界也能在利用传统

文化资源方面引导新的发展或启迪新的品类的

产生。可是，如何在跨界和利用等不同层面保护

传统书法的健康发展，维护它的独立性和自身

的价值，却是当代遇到的最大问题。不能因为跨

界的利用而颠覆了本体的存在，也不能因为跨

界而跨出边界任意发展，更不能因为跨界而忽

视了文化的存在。

显然，和传统书法一样，传统的水墨画、文

人画都遇到相同的问题，表现出了在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在 21 世纪，传统艺术形态的相同际

遇。无疑，比传统书法的变异更为严重的传统水

墨画与文人画，越来越失去本应有的文化特征，

或者是徒有其表，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传统书

法在当下的发展问题，则需要在更高层面上认

真对待。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回顾过往，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华夏大地以令世

界惊叹的速度再焕活力。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在

变革的时代浪潮中筑梦前行，与祖国荣华与共。

近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主办，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共同承办

的“京彩70年绘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展览以“京彩70年”为主题，精心甄选新中国成

立70年来70余位画家创作的70件（套）精彩画

作，围绕“时代新风”、“时代意韵”、“时代人民”、

“时代经典”四大篇章展开，时代新作与历史经典

共呈，为祖国母亲献礼。

时代新作 群芳争艳

北京，是一座举世瞩目的文化名城。皇家宫

殿，古典园林，名寺古刹，长城万里，无一不展露

出独特的人文色彩与古都魅力；

北京，更是一座活力四射的现代

化大都市，包容开放，海纳百川，

其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卓越的现

代发展成就相互辉映，形成了一

种古今交汇、文化融通的多元化

景观。北京之美，吸引了无数画

家的丹青咏赞。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

临。”新时代需要新的艺术创

造。值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此次展览的“时代新风”

篇章重点呈现北京画院画家倾

力打造的一系列最新创作。其

中，既有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大

兴国际新机场等为描绘对象的

精品新作，又有对即将举办的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畅想之作，还有画家们对北京四季新景的美

妙呈现。此外，由北京画院所有在职画家联合创

作的、以40余件小尺幅绘画所构成的大型群组

作品，匠心独运，笔墨精到，美轮美奂，反映了当

代画家对新时代北京自然风光、人文底蕴、都市

生活等方面的深切感受。为了使广大观众更好

地了解新时代语境中的北京，该板块还特别设置

了多媒体影像装置，增加观众的互动性与体验

感，使展品信息更为全面，展示空间更具趣味。

借古开今 笃力前行

北京地区的文化艺术一直以其特有的历史

价值与璀璨的文化特色，占据着中国近现代美术

史上的重要位置。北京画院自建院起，就将“北

京地区的美术创作与收藏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坚

持的任务。几代北京画院画家，敦品励学，借古

开今，留下翰墨无数。

20世纪50年代，北京画院组织大批画家深

入北京各地进行写生创作，扎根劳动一线。“以古

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为人民写真，为时代

造像。如“时代经典”篇章中展出的《十三陵水

库》《东风吹遍百花开》《力争农业大丰收》等北

京画院画家集体创作的巨幅作品，在继承中国

画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为时代

中的北京留下了可贵的经典创作。值得一提的

是，该板块还展出了长达46米的巨幅国画长卷

《首都之春》，此幅作品卷首由郭沫若题字，是北

京画院 6位画家于 195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0周年献礼的艺术巨作。此次展览是此

作进入新世纪以来，首次以全新面貌向观众展

出，十分难得。

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北京申奥成

功，使得北京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民众欢欣鼓

舞，艺术创作热情持续高涨。北京画院紧扣时代

脉搏，掀起又一股创作浪潮：其与北京美术家协

会组织策划的两大重点美术工程——“北京风

韵”与“北京意象”，前者历时6年，后者10年为

期，以丹青绘千年古都新貌，为北京绘画史增添

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两大美术工程的历年精选

之作，在“时代意韵”与“时代人民”篇章中呈现，

观众可前往一睹风采。

几千年的蕴涵与积淀，70年的探索与变革，

这座传统与现代兼蓄的古老城市将迎来更为辽

阔的前景与未来。处于新时代的北京画家们从

当代创造中探寻创作主题，发时代之先声，开社

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以拼搏之力谱写家与

国的意义。那些画家们挥毫创作的经典之作，

不仅展示了北京70年的辉煌成就，更是见证了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个又一个突破。

（李晓晨）
十三陵水库 北京中国画院山水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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