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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让慢下来成为可能

长大后的韦斯琴回忆小时候，发现错过了
很多花开。有一天扁豆花透出的胭脂色令她怦
然心动，她还看到空心菜居然开出一片香雪
海，才想起生命一直有花陪伴。妈妈说：“乡
下什么都开花。”想要看到花开，必须慢下
来。但坐着发呆不等于慢，当你开始关注一件
美好的事情，关注一盆花从含苞到绽放，关注
笔墨深处的情感、法帖背后的历史时，才有了
慢的可能。

“我20多岁时没办法安静地去写。有时会
梦见自己写得跟王羲之一样，说白了就是急于
求成。年轻人都容易这样，希望写两年就获
奖。但写得越久胆子越小，发现笔墨之外的东
西太多太多。”那时韦斯琴感觉五千字的《道
德经》完全无法完成，写三行就不想干了———
不要说《道德经》，就是临《洛神赋》这样一
个手卷，从头到尾都没法统一气息。“都说梦
笔生花，对那时的我来讲，果然只是个梦
啊！”后来生活把性子磨慢了，才知道用一个
星期写《道德经》是件很愉快的事情，这显然
不仅仅是笔墨的体验了。体验到愉悦，写起来
就一发不可收，有段时间，韦斯琴一天要写十
几个小时，有个朋友一周回来一次，后来对她
说：“每次都看到你在同样的位置干同样的
事，我都怀疑自己没离开过！”

韦斯琴说：“年少时，很多风景我们不
懂，长大以后才知道。我30岁之前登山，只能
看到松树云海。”关注细微之处，显然是在慢
下来以后。“有时我正在写字，但春天院子里
的花美得你没办法，只好停止写字去画画。那
些花，可能我在春天勾勒了它，秋天才染色，
冬天才想到适合的文字题上去，有的作品甚至
好几年才完成。这个慢的过程很好。染色时，
觉得花不是开在纸上，而是在你的手指尖上，
也住在你心里。”韦斯琴是个诗意的女子，她
的书画、文字包括脱口而出的话语都是如此，
这些东西如同花的香氛，缓缓地萦绕终生。

诗和远方的代价

在于你愿不愿意放下

我们整日忙来忙去，若有人说：“我们去
远方走走吧！”你觉得怎么样呢？

女人扮演的角色太多，琐琐碎碎磨完了一
生。但有时，美的瞬间闪现就可以令你走出小
世界，你会变得宽阔、充盈而滋润。只是，韦
斯琴说：“诗和远方也需要代价。”

现在女书法家当中，出类拔萃的不算多。
虽然从小写字的女孩子不少，但很多人慢慢就
放弃了。女性因为思维的细碎、社会关系的复
杂、角色定位的局限，常常在书法上难以坚持，甚
至很多成名的女书家都得忙完生活再写字。

但无论如何，艺术是我们的财富和伙伴，
会安慰你、带领你，养活你的性灵，并且它如
此真实。能不能拥有诗和远方，就在于你愿不
愿意放下——— 放下不必要的计较，放下对世俗
的追逐，放下别人的眼光。当然，代价当中也
需要勇气。“有时候不快乐是因为欲望太多，
是因为太追求快乐。放下心来，拥挤也是美
好，孤独也是美好，无论环境如何，心情却可

以一直在阳光里。”
更重要的是，人生有了笔墨就更不一样

了，笔墨让你眼前瞬间就是大山大水、花开花
落，那一刻，不想慢也慢下来了。正如韦斯琴
所说：“你突然发现，人生所有的忙碌不过是
为了凭栏观月，坐看雪飞。”若不是为了追求
和谐的、有品质的世界，我们何苦走这一生
呢？灵魂的高境界，是爱与自由。

发现不一样的美

瞬间变成永恒

此次讲座，开启了韦斯琴的第一次泉城之
旅。她在趵突泉公园看到月色下的垂柳，思念
李清照、辛弃疾、李苦禅等山东名士，想到连
杜甫这么忧郁的人到了山东都能写出“一览众
山小”的豪迈诗句，越加感叹南北方之差异，
造就滋生了不同的美。

900多年前，苏东坡想念在济南做官的弟弟
苏辙而来到山东，后来去密州(今诸城)做了太
守，在那里写了著名的《超然台记》。那时苏
轼生活条件一般，只能吃枸杞和菊花，大家都
笑他，他却说，我吃了两年白发都变黑了，人
也胖了。在这样穷困的环境下，《超然台记》
依然用“乐”字贯穿全文。“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大境界一出来，芝麻小事皆不足提。

这也是人们喜欢苏东坡的主要原因，我们
甚至因为喜欢苏东坡而希望元代不要出现。有
了用豁达的情怀书写人生的状态，随时发现诗
意和美，可以让瞬间变成永恒。

好好储备吧

所有的绽放都有前因

初春的北方，很多生命还在地下埋着，但
从江南过来的韦斯琴告诉我们，那里的牡丹芍
药都开始出芽了。韦斯琴总是惊喜于这样的萌
发：芍药刚冒芽就是胭脂色，那不是叶子，而
是花；牡丹也是一发芽花苞就出来了，所以它
开得硕大；粉玉兰是玉兰中开放最早的，它的
花苞外面有一层毛茸茸的“小棉被”，不怕
冷，春天的气息刚一透露，它就迫不及待地开
放了；枇杷也是靠着一层小绒毛，才能从七八
月份一直开花到明年。由此可见，所有的绽放
都有前因——— 经历过严寒，经历过储备，才能
积攒更充足的能量、拥有最灿烂的盛放。而我
们何其有幸，享受了它们的美丽和果实。

韦斯琴非常感恩自己遇上了好时代。曾经
的汗水都成了财富，也成为幸福的参照物，过
去的一切都成了今日的前因。艺术也如此。大
段的对自然和心境的体验和描述，都是走向艺
术高峰的历程，生活中到处是艺术，有一天你
用笔墨来描述这些事，尘埃就越发远了。

别惧怕岁月

它推你走过三重境界

《兰亭序》开头四字“永和九年”，好像
就在眼前，我们能感受到王羲之微醺的愉悦，
当读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会觉得自
己也舒畅了。但多年后再读会有所不同。韦斯
琴说，年轻时只觉得《兰亭序》特别美，到了

中年，就感受到了羲之对于生死的思索。王家
是大户，不必为生计忧愁，但有些事他掌控不
了。过了50岁再读《兰亭序》，就读出一种忧伤
来。“羲之说，一死生为虚诞。但从某种意义上讲，
死亡也意味着永生。但羲之还是觉得生很美，
死是悲哀的。所以最后感叹：‘悲夫！’”岁
月让我们衰老，也让我们步步有所悟，因此要
耐住性子体会各种境界的层层递进。

韦斯琴很乐意讲述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
被贬到黄州时，人生已是悲哀到了极点，但我
们在《黄州寒食帖》里看不到忧伤，这反而几
乎是他最刚强的书作。一个文人在最低谷的时
候，最强大的东西出来了。那年七月十五日，
他和一帮朋友去江上喝酒吟唱，听朋友的萧声
忧伤，就问：你凭什么忧伤？朋友说，曹操那
样伟大的人物都灰飞烟灭了，我们这帮人和鱼
虾也没啥区别。东坡说，不是这样。如果你从
变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在变，转身就结束了；
但从不变的角度来说，从天地日月里面就能看
到风情，耳朵竖起来就听到风声，一切都是美
的。

先是精彩地活着，然后追求艺术的境界，
最后到达类似宗教的澄明，这是艺术的几重台
阶，东坡最终达到了。他在劝一个吹箫的人历
史地、辩证地看问题，改变情怀，何尝不是劝
我们？

书法也是一件

关乎文字、色彩、性别的事

学书法的人看法帖时，若只盯着笔墨结
构，就容易忽略书写的内容。韦斯琴担任过多
次书法大赛的评委，她很看重你写的是什么。
文字本身都是有故事、带感情的，如果带着曹
植对甄宓的思恋去写《洛神赋》，肯定大不一
样。

而结构、美感的差异常常需要在生活中解
决。“为什么我们自己觉得结构对，老师却说
不对呢？差异就在于对美的驾驭上，差异也需
要在日常中解决。想要你的字气息清朗，首先
你的家要气息清朗。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你
住在诗里面，才会写出好的诗来，拥有了情
怀，就会自然流露。”

写字是自由的，但最终要选择适合的书
体，不能什么都想要。韦斯琴引用庄子的一句
话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
无涯，殆已！”

经常有人为写字遇到瓶颈而苦恼。韦斯琴
说，光写小楷是写不好小楷的，可以停下来写
写大楷、隶篆。写字不是搭积木，而要有书写
性，楷书里也有草书的节奏和舞蹈，让它活起
来才有血脉，否则就仅仅是字。

“我常跟学生说，写楷书是三维的问题，
甚至是四维。有时点横的起落不是在纸上，而
是在空间里。冥冥之中感觉在把这个点往深处
推，再拉出来。这并不玄妙，只是需要时间、
需要基本功的练习，更需要境界的提升。”

“有人写小楷，写着写着容易结构上出问
题，并且越写越不对。我就会跟他说不要再写
了，用半年的时间写写《玄秘塔碑》，写写大
楷，再回过头来时，你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缺
点了，然后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再比如欧阳
询的楷书，写着写着容易僵，这个时候你需要

放手，写写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
襄)，写写行书，让笔灵动起来，让气息韵味出
来，再回去写欧阳询就生动了。这是互相滋养
的关系。”

韦斯琴经常被一些参赛作品奇葩的色彩搭
配所震惊，红的绿的金的都有。“有的字可能
结构不错，但作者贴了个大红图腾上去，本意
是让画面丰富，却画蛇添足。色彩是有寓意甚
至是有性别的，不能乱用。我认为黄色是男
性，蓝色是女性，绿色是二者的融合。而红色
就是爱。”书法用纸，用浅浅的冷色调做底是
很雅的，无论如何，不能违背书法基本的审美
原则。

红色正暖

心有琴弦

“齐白石年轻时是木匠，他会在床上某处
雕个小虫、小花，恰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傅
抱石起初也没有老师，他父母是修伞的。他在
隔壁裱画店里看到的、学到的，成为艺术之路
的基础。进入书画没有太多程式化的东西，只
是想要做得更好，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
父亲是兽医，母亲60岁以后才开始认字，今年
70岁了，有时还戴着老花镜读唐诗。我有一位
忘年交——— 写《画魂——— 潘玉良传》的石楠，
77岁开始画画，80岁办了个展览，每次观众过
来交流，她都赶紧把红围巾系上：我是女人，
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风景。这令我无限感
动。”韦斯琴说，拥有美好的心态，什么时候
写字画画都不晚。

喜欢红色的韦斯琴，去年和十岁的女儿合
作了一本书《心有琴弦》，有人说，这本书温
暖了一座城。刚才不是说红色就是爱吗？当你
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算真正活着。你爱这
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世界就是为你而
来。

在郭振宇的画面上埋藏着一种视觉感知，它能够
触及到与绘画有关的情感、内容、形式甚至语言。

郭振宇大量的绘画都充满了灾难意识，充满了对
人类命运的担忧，在充斥着基因学、核武器、人工智
能等各类不可预知的危机重重的现实中，灾难的感受
力既是精神性的更是身体性的，郭振宇以此为基点，构
建出一个充满生命表现力的肌理世界，无疑申明了一
种明确的态度：进入生活的暗处——— 一种“阴影式”的
生存模式。

对郭振宇而言，生活是由矛盾构成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矛盾，在绘画中呈现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即是呈现自身生存的触及性。他的绘画就是他建构自
身真实的一个途径和方法，也只有这种“真实”的触
及能够开拓观者的内在空间，从而产生相应的共鸣。
在振宇那里，生活与精神不是相互退让以求和解的，
而是一种互不退让、互为参照的关系，一种斗争性的
关系，因而，他懂得如何让这种斗争性拥有持续的效
应，拥有尖锐的陌生感和疼痛感，这是感受生命存在
的一种直接方式。因此，在振宇的画里，我们能不断
看到正与反、表现与理性、绘画语言与实物材质等的
对抗，这种对抗强化了他绘画内容的生命体验，以至

于我们不得不面对他绘画的可见性激情的时候，也不
得不审视他绘画的可述性感受，简单地说，他的绘画
让我们不得不将生命的存在感受置放进他表达的矛盾
性建构里，让我们的情感也与他一样，在一种互斥的
搏斗形式里显影。

郭振宇有一整套“燃烧”的方法，让自己进入
“火焰”，所有生活的琐碎全方位地进入他情感、思
想及其语言的燃烧，一切都被燃烧触及，显现出事实
本质的底料。换一种说法就是，一切都被燃烧抽离出
来——— 抽象对郭振宇而言，是一种燃烧的抽离，一种
本质化的状态或者姿态。

郭振宇的绘画正是试图将这种触觉力量引入到视
觉认知的维度上来，用以考证表现性激情是如何转化
为观念性激情的。此时，触觉就成为一种思想，触觉
就是思想观念本身。

郭振宇选择“废墟”，除了对现实的反思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一种“当下”性，“废墟”不
仅是他的判断，更是他的状态，一种刻骨的悲剧意
识。郭振宇的绘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当下叙述的常识
性语法，他的态度：真实是一切艺术的最终力量。

这就是他的触目。

触目——— 视觉实践的绘画
——— 郭振宇作品简论

□ 孙磊

时间简史之三 综合材料 120cm×160cm

莽林·月夜·星空 综合材料 120cm×240cm

郭振宇 1969年生，山东诸城人。1995年毕业于山东艺
术学院，1995年至2013年任教于山东省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2013年调入山东美术馆工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
东省美协理事，山东美术馆副研究馆员、收藏部主任。

2018年3月8日，“山东省书协第十一届王羲之书法论坛暨女子书法创作活动”在济南举行，活动主体是一场为“三八国际妇女节”特设的书法
讲座，中国书协理事、安徽省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韦斯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泉城带来了不一样的书香、墨香与花香。在讲座之前的采访中，韦
斯琴坦言一天的时间解决不了太多书写的问题，她将着重就书写的心态、审美的格局等进行解析和分享——— 事实上在习书之路上，这些才是更重要
的。3月8日，乍暖还寒，阳光耀眼，一身红衣的女书家轻声慢语纵览岁月、诗话江南，与数百听众一起，聊聊苏东坡赵孟頫，谈谈曹子建王羲之，
韦斯琴说，古人留下的不光是笔墨，还有整个文明的脉络。至于艺术本身，不在纸上的墨色，而重内心的情怀。

韦斯琴 1966年出
生于安徽芜湖。1995年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
术系书法专业。中国书
协理事、女书法家委员
会委员，安徽省书协副
主席，安徽省文史馆馆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芜湖书画院专职书画
家。

书法作品曾获第二
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
奖、全国第六届书法展
全国奖、全国第九届书
法展提名、全国首届扇
面书法展二等奖等。

出版有散文集《六
月无痕》(获第五届安
徽文学奖)、《让我慢
慢地靠近你》(获安徽
省 政 府 文 学 奖 ) 、
《蓝》《弦情岁月》
《心有琴弦》，书画集
《云为诗留》《且听风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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