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
许

艺

莹

电话：
（010）65389204

世纪美术

电子信箱：
wybmeishu@sina.com

2021 年 7 月 21 日 星期三

73

论书法同其他艺术融通的文化基因

谭

□钟海燕

汉字基因：书法同其他艺术融
通的文化纽带

究竟是称为书法还是诗文有时难以完全区分。例
如，秦石鼓文及秦始皇出巡的七刻石等都是四言
文学铭文与秦小篆有机结合孕育的结果。曹魏禁
碑催化了墨迹的盛行，书法开始舍弃秦汉的丰碑
巨额而走向写本。写本不论从语言学角度，还是
从美学角度而言，都达到了极高水平，产生了以
《兰亭序》为代表的大量意境超逸、精彩斑斓的诗
书结合艺术品。
《石门颂》摩崖既是具有较丰富思
想内涵和文学价值的“颂体”作品，也是一部重要
的书法艺术瑰宝。曲水流觞、诗书雅集、临壁题诗
都是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的活动。同时，文学艺
术对书法也具有反哺作用。书法与文学、宗教艺
术的节奏和意味相生相发，影响着书写者挥毫的
抑扬顿挫、和谐变化乃至思维模式、自我情趣。
从书法同其他艺术结合融通的展示形式看，
有的是以书法（文字）为主体。例如，环境艺术中
的摩崖，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中来凿刻文字，
都是针对书法作品本身；有的则是书法（文字）作
为其他艺术的配属形式。例如，龙门造像题记，
书法（文字）是在一块块佛造像雕刻之下所做的
标记、标识，属于依附性的，但仍能看出汉字在艺
术融通中的纽带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
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 3000 多年，
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
的中华基因。”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和纽带，深
刻影响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
书法具有附着文字的根性，是凝结生命之道
的精髓。这使得它成为一切艺术的基础语言，从
古至今贯穿和渗透于艺术的创造活动中。我们的
古人创造汉字，已经将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字形
之中。汉字作为物象的符号，对应万物形态。艺术
创作视万物为审美对象，审美对象的精神化呈现
即为艺术化形态。
如此，
书写汉字便具有了进入艺
中和思维：书法同其他艺术融
术的天然优势，
与绘画、青铜、舞蹈、建筑、环境、佛
通的审美核心
教、
陶瓷、
印章篆刻、
文玩等诸多门类艺术，
产生密
切的共融、对应或转借的关系。因此，作家、书画
“中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文
化结构的深层核心，影响着中华民族千百年的传
家蒋彝说，中国许多种艺术品上面写着字，有的
是为了填补不雅观的空白，有的是为了使图形更
统审美。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词义
为完整，也有的是为了增添某些含义。例如，我们
本身而言，
“中和”，既指不偏不倚，合乎规矩，也
常常在绘画和雕刻品上，甚至在墙上和柱子上写
包含结合、融合、合作。
“ 中和”体现在艺术审美
上，就是追求“和谐”与“自然”。明代项穆以“中
上一首诗或者记叙文，连最小的古玩上也喜欢刻
上一两个字。
观察这些艺术品，
里面典藏着历史的
和”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在他的《书法雅
言》中不仅设专篇讲解中和，在其他各篇中也随
过往与流脉，
流淌着奇肆千年的汉字古韵。
汉字书写作为语言符号元素，象征艺术品的
时阐发。他讲的是书法艺术本身。而书法同其
意义。镌刻或书写的汉字是视觉语言符号，而语
他艺术融通、综合，则是秉承和体现“中和”思维、
言符号是人类思想、感情、知识交流的重要传播
实现美美与共艺术造境的可行路径。青铜铭文、
造像题记、建筑匾额、景石条文以及写山、写陶
媒介。当文字、书法附着于兼含艺术因素的器
等，原本是实用为主，在美感上看似无意，但在
物、金石或建筑之上，器物、艺术品等便成为文
字、书法应用的对象，文字、书法则是器物、艺术 “中和”思想和其他艺术的背景下，产生一种“实
品等相关信息的记录和表达中介。例如，唐虞三
用起、审美归”的主客观结合效应，真力弥漫，颇
耐玩味，越品越有味道。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其特
代，刻凿或铸造于钟、鼎等宗庙祭器物和乐器上
殊的面目、技法和韵律。
的铭文，以简短的文字配合庄重美观的造型，成
为原始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的内容与当时
一是“生动静止”的形式美。所谓形式美感，
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
就是强调艺术的视觉效应。从一般意义上说，书
法的形式美感，主要是通过墨色的浓淡以及布局
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表达或象征祈
的疏密对比来呈现，是一种通过线条的腾挪跌宕
福与政治愿望。秦汉时期“以石代金”，刻石书法
乃成其大观，是传播诏告、律令、典籍而又最经得
而产生的动感节律。书法同其他艺术结合，又具
起时间洗礼的艺术形式。据研究学者估计，仅以
有不同于通常书法样式的视觉化追求，这主要缘
原石或拓本的形式保留下来的中古时代的石刻
于图（物）文互现的视象结构，使其增添了一种宏
观构成关系的静态秩序感，是一种“生动的静
史料，就超过 7000 件。有的金石器上文字多、书
法美、布局好，文物价值极高。至今保留的山川
止”。像精美铜器、古典建筑、环境艺术，以意象
古迹中，大都有宏美的书法跃然于匾额、楹联或
为主要特征的诗词、器物精品等，配上精妙设计
的书法，小中见大，形朴神异，视觉倾向突出，具
石碑之上，使环境艺术现场的情景得以聚焦，怀
古的气氛得以点醒。在台北阳明山流泉下方，有
有特殊的观赏价值。
一块“万壑烟声”的石刻，夏天雨季水量大时，泉
二是“随行赋意”的个性美。个性是艺术美
水奔溅如烟，其声如万马奔腾，轰然盈耳，
“ 万壑
的精髓。书法同其他艺术相融通的作品，场景感
烟声”是十分贴切的形容，因此刻石于此，让游客
强，是个性化唯美追求与道法自然的活笔活势的
有机统一。书法创作者把自家精神气质贯穿其
见景会意，正是书法与环境艺术的结合。
汉字书写作为空间造型元素，影响艺术品的
中，又依书法所附着的图（物）激发的灵感进行创
面貌。书法之“像”植根于文字之“形”，而书法的
作，书写虽然呈现出很多不稳定性，但正是这种
不稳定性，产生了很多意外，令人惊喜和着迷。
字型与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的图形、造型联系
最为密切。比如，
“ 周朝的篆书铭文和同时代青
深入揣摩深厚凝重的《郑文公碑》、自然率真的
铜器上的图案极为相似。在汉代，隶书、楷、行书
《瘗鹤铭》、高远浑穆的《泰山经石峪》、纵逸飞扬
的《石门铭》等书作，我们会有一种深切的感叹：
和草书都已流行，线条的形态在同时代的图画中
那个时代的先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
与这四种书体中有明显的类似之处。汉瓦和汉镜
上所刻的字和图案，同样遵循汉代书法的原理。” 缚，只是融入环境艺术、石刻艺术，书写、镌刻出
中国雕塑、雕刻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天真质朴的
一种自然、超俗的山林气、苍茫感。当代书法家
鲍贤伦描述了自己写陶的体验，或许可以从一个
风格，不能不说是从碑版书法中获取灵感的结
侧面现实地印证古人创作的这种美感：
“ 写陶给
果。这种传统得以延续至今，
许多雕塑、
绘画融入
了书法面与线的空间结构，
被称为隐性的
“书法”
。
了我鲜活而强烈的感受。当我手扶陶罐把笔涂
汉字书写作为内涵表达元素，提升艺术品的
写于弧圆起伏、粗粝不平的陶面上时，已丢失了
往昔书斋挥写的从容优雅，
只能变通笔法、
随机处
意境。汉字书写是构成综合作品意境的点睛之
理字形，
一切服从
‘就便’
原则。
”
说是在创作，
更像
笔，也是诗、画、环境艺术等意境的呈现手段。比
如在中国画中，经常配上题签，书与画相得益
在干活，感觉自己就是古时匠人。如说“不计工
彰。在艺术史上，诗书合一更为常见，书法以诗
拙”
那是假的，
欲工而不能，
反赐得些许匠气拙意。
三是“气象正大”的内质美。书法同其他艺
文为文本、诗文以书法为载体。那些以诸子百
术结合特别是地域文化场所中的书法，如昭告性
家、古典文学、佛教经文为基础文本书写、镌刻的
艺术品，书法艺术与语言艺术彼此为用、融合为
的牌、颂功性的碑、形制性的匾、标志性的额等，
一，是传统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只是这些作品
具有文化艺术的品鉴意义、点醒主题的烘托意
广

北京故宫 乾清宫 正大光明匾 顺治题
唐朝文物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蕴含着“合”的系
统辩证思维。书法同其他艺术相互联系、相互融
通，彼此吸收借鉴、各取所需，或者结合形成统一
和谐的整体。观察那些携带着远古气息的艺术
经典，有独立呈现的书法形式，也有书法同其他
艺术的完美结合，这是诠绎“合”
的文化精髓的样
本，
也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一脉。
“合”
的系统辩证思
维，
是阅读和认知中国书法传统的一个重要方法。

战国时期至秦朝的文物杜虎符
义、无言之教的象征意义，都是能聚得拢气场、点
极高的评价……而他们则忽视了题记。
”
得亮美景、压得住台面的功夫字。这类书迹，内
日用理念：书法同其他艺术融
容大多为《易经》
《尚书》
《诗经》
《礼记》
《四书》等
通的价值追求
典籍和名人诗文中的名句，既庄严又清正、浩
气。它的书写平中见奇、朴中见色，主流面貌、气
“日用即道”是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的哲学
象是方正谨严、博大沉雄，端庄、温润、雍容、敦
命题，他认为大道就在日常之中。这种日用理念
厚，展示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透出苍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
茫的“古意”、
“古气”、
“古趣”。今天我们品赏钟
书法并不单纯是文人的雅事，它在历史演进中同
鼎铭文，依然能捕捉到寓于其中的宗教观念和情
绘画、雕刻、陶瓷等其他艺术一样，都经历了一个
感象征意义。透过秦官印（篆刻）的方正威仪，会
从庙堂走进民间的过程，渗透在所有社会生活场
为其显示的突出政治性格而肃穆敬畏。驻足古
景之中。而在生活境遇中，书法与其他艺术联系
建筑的匾额前，我们会感悟到一种中华文化“知
最为紧密、用途最为广泛。究其原因，书法是线
行合一”
“无为、无声”
之示范。
条的“抽象”美，这种美往往隐匿在形态的中间或
四是“正相契合”的韵律美。书法美的基础
后面，而由绘画、雕塑、诗歌等配合则更能产生艺
源于力的平衡与和谐，主要是指微观上书法的节
术感染力。通俗而又出尘、实用而又唯美的中国
奏和人的心理节奏同步、运笔与思想共鸣、线条
书法，在融入其他艺术、融入生活中，也拓展了自
与情绪共振的状态。而以其他艺术形式为载体
身的价值实现空间。
的书法除了这一特质，书写时必须从整体上考量
一是这种融合使公共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每一笔、每一字都力求与题
文化是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人类思想和生活行为
写的场合、内容、环境和对象等因素相契合、相表
的结晶，是精神文明的体现。而书法与其他文化
里，成为诠释和凝练主题、情感的点睛之笔，体现
艺术结合，则更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
一种形质统一的“韵”。因为艺术品有严肃庄重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反映了浓厚
者，有崇礼尚义者，有大气磅礴者，有和合平静
的生活气息，形成一种融时空性和艺术性于一体
者，有典雅浑穆者，有风流多韵者……凡此种种，
的完美艺术。在古代，无论是皇家建筑还是民间
可谓千姿百态。以此为载体的书法与之相协调、
建筑，均重视利用中国书画艺术装点环境，强调"
相生发。比较森严的场所，书风温柔敦厚、雍容
翰墨风雅"传情达意的境界。地域文化是综合性
端庄、平和正大，气息古朴肃穆，体势雍容，衬托
文化艺术场所，对于提升文化品位、彰显地理特
出威仪之势。比较闲适的场所，内容比较雅致，
色，作用尤其突出。书法作品纳入其中，成为固
书风相应也洒脱。即使是题铭、题款、题签书法
定的、长久的公共审美对象，具有反复而持续的
等小作品，也是艺术品灵魂的外化，与艺术品精
长效作用。那些名胜古迹上的书法标志，体现了
神内涵契合，让观赏者依稀感到意象的相同之
民族个性化气质。作为地域文化要素的书法题
处，有时几乎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比如，
记、题诗、题铭、题赋、题联及题字等，体现着文化
庙宇题字，用的是中正雄浑、凝重有力的字风，与
的传统意蕴。汨罗江畔的“屈原碑林”、成都的
主体格调和传达的主旨相匹配。以篆字为元素， “杜甫千诗碑”，以书法石刻艺术为主体，集书法、
表达主题的远古、权威、诚信和文化积淀；端庄、
篆刻、雕塑、园林、碑刻为一体，散发出独有的人
规范的楷行书风格，彰显肃穆、安静和威武；隶
文内涵，
深刻影响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
书，形态悠闲从容，表现节奏缓慢、舒展的主题；
二是这种融合使宣传教化更加打动人心。
草书尤其是狂草，具有龙飞凤舞和先声夺人之
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说：
“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
势，装饰性强，效果好。书法家游刃有余地驾驭
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
各种字体的形式，使书写同艺术品所要表达的主
之劝惩，碑铭之训诫，不由斯字，何以纪辞？”历代
体精神、气质相配合，
艺术性十足。
统治者十分看重利用诗书合一、书画合璧、书丹
历代写经、写碑、写瓷等作品，有的艺术元素
刻石等形式以藻饰礼制，宏协教化；论者谓为与
含有量高一些，我们称之为艺术品，而更多的是
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上世纪 20 年代，洛阳陆续
艺术元素含有量低一些，书写者大都名不见经
出土了一批大小不等的《熹平石经》残石，成为轰
传，历史上也留下他们的痕迹，被称为古拙、自然
动一时的大事件。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者罗振
等美的作品。但无论哪一个类别，都具有书法同
玉《石交录》云：
“近年出土汉刻，于学术关系最巨
其他艺术形式融通的“中和”美，构成一种特殊的
者，推洛中所出《熹平石经》。”这部石经的价值在
审美类型。艺术家熊秉明在论述书法与雕塑的
于，
“它是印刷术尚未发明时代的，经官方审定的
高度融通时说：
“ 北朝造像题记应该和造像一起
儒学经典著作的标准版本，可藉以校正后世传抄
观察欣赏。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书写者就是刻像
讹误”。书法与其他艺术结合极大地强化了宣传
者，但题记的镌刻痕迹非常显著，硬化了书写的
教化功用。
笔意，造像的峻拔瘦硬风格和书法的斩刻风格完
三是这种融合使器具装饰更加古香古色。
全一致。在雕刻的成就上，北朝造像多数达到了
与书法结缘最自然、搭配最合适的是那些常用、
极高峰，但不幸的是文人向来把雕石视为工匠的
耐用、有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且流传后世的器
艺术，于是被忽视了。尽管造像和题记同刻在一
具，如陶瓷、木石和金属玻璃器皿等等。将书法
块石壁上，他们只看见文字，未看见造像。清代
镌雕、铸刻、印染、描绘于诸多日常艺术品之上，
碑派书家把题记发现了，仍然遗忘了雕刻……相
被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心生愉悦，又给
反，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对北朝石雕给予
使用者的生活带来很多改变，提升了普通人的审

美情趣。一些文化含量较高或艺术性较强的书
籍图册，用书法题签，烘托出鲜明的个性和分
量。鲁迅先生对驾驭书法艺术游刃有余，汲取古
代各种字体形式来装帧现代书籍。书法的白纸
黑字、抽象线条、中锋用笔，以及它的无限的造型
能力和宽阔的韵域，对建筑、器物设计来说，既是
简捷元素，
又是思维参照。
四是这种融合使娱乐怡情更加品位高雅。
造型艺术通常是静态艺术，难以再现事物的运动
发展过程。然而中国书法讲究的不仅仅是结果，
还有书写的过程。书法与音乐演奏相似，当观
看书法家挥毫作书之时，不一定关注他书写的
文本，而是注意他酣畅淋漓的动作。书法家写
下片纸只字，让观众体验着“心物交融”
“ 独与天
地精神往来”的状态，浅吟低唱、沉醉其中，经历
瞬间精神修为的仪式，体味不同的韵味，而获得
一次不同的审美经验。在一些群聚性娱乐活动
中，书法创作者健笔书写、尽成妙趣，增强了文化
意味。

余论：当代书法召唤“合”的思
维基因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
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
的源泉。历史上，文字、书法在其他艺术品和器
物上的应用，对书法的演进发展产生了孵化和助
推作用。比如商代的金文是最早的古汉字与雕
刻造型艺术的结合，开启了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
展的道路。魏晋之间，在文学艺术的滋养下，书
法出现第一次高峰。元代开始的画上题跋、明清
时期融书法篆刻、辞赋诗文、建筑艺术于一体的
匾额，使书法得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当然，书法
同其他艺术融通的媒质和方式，是随着生产力发
展与文化风尚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一种题刻、书
写载体不再适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就
会被其他形式所取代，它的某些要素被新的形式
吸收。当它与社会生活又找到新的契合点后，又
可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如果说造纸术发明前，书
法与青铜艺术、石刻艺术等结合是当时生产力水
平条件下的历史产物，那么纸媒广泛应用以后，
书法在其他艺术品、器物上的应用，则是薪火相
传的艺术传统。
书法史在近现代以来发生嬗变，新文化运动
的兴起，西方文化的渗透，传统书法赖以生存的
文言诗文语境和文化氛围隐退，书写工具的改变
进一步使得书法实用性削弱而变为纯粹的艺术，
传统书法在自我蜕变的同时，与其他艺术形式之
间也表现出一种新型关系。当代生活中，实用意
义削弱的书法需要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特别是
文化艺术氛围。没有相谐的文化艺术氛围，孤零
零的书法就会显得格格不入。重视书法自身的
发展规律及艺术独立性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则
容易导致负面效应，阻碍书法创新发展，使书法
艺术原具的综合性减弱，书法由此走上一条脱离
大众的偏僻小路。
新时代是艺术融合发展的契机。我们应提
倡和鼓励书法与各艺术门类彼此借鉴，融通互
进。近年来，许多书家摸索书法融入大文艺的路
子，有效拓展书法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一些积
极成果。比如，军旅书家在为兵服务中，将边塞
诗词、部队精神、荣誉称号等创作成雄浑苍劲的
诗书画合一作品，跃然于史馆匾额、军史长廊和
营区刻石之上，
使部队特色文化得以聚焦。
书法融入其他文化艺术，应坚持“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做到融机制、融平台、融策划、融产
品、融理念，既不能简单混合，也不能机械结合，
更不能生硬捏合，尤其要搭上新媒体、新技术的
快车，坚持“合”的传统思维和“以用户为中心”的
互联网思维，开拓更多艺术疆域，在文化建设中
更好释放书法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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