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书法正书展侧记
——全国大书法正书作品展终评感言

一、坚持走守正创新之路，传递时代声音

2020 年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展览年，“全国

大书法正书作品展览”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楷书委

员会、中国硬笔书法协会隶书委员会、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篆书委员会、陕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联合承

办，是展览年系列展览之一。自征稿启事发布以来，

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的各级协会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会和看稿会，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书法创作热潮。展览组委会

共收到来自广东、山东、四川、山西以及辽宁、浙

江、江苏等全国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来

稿 15000 余件，创下历届单项展览征稿数量之最。

经过初评、复评等阶段的严格筛选，共评出入选作

品 1000 件，终评阶段共评审评选出入展作品 200

件。其中，毛笔书法作品 100 件；硬笔书法作品

100 件（手卷、册页类作品 50 件，小品类作品 50 件）。

由于稿件数量多、作品质量高使入选和入展的竞争

显得异常激烈，有鉴于此，在终评阶段高继成副主

席代表组委会承诺，本次展览将会给每位投稿作者

颁发纪念证书。此举也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本次正书展的终评在古城西安举行。在评审工作

会议上，张华庆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中央会议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弘扬中华文化，践

行大书法。努力提高我们书法作者的学养、涵养、修养，

让我们这些文化艺术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先倡者，努力创作出了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

时代、伟大民族的优秀的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的那样，拿出更多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张华庆主席指出，在当下，

我们书法创作的导向就是要高举传统大旗，全方位地

继承中华文化，守正创新，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

的中华文化，让我们的书法艺术，进入到一个百花齐

放、万紫千红的时代。

为了确保评审的公平、公正、公开，切实能够推

出精品、推出人才，本次评审启动了中国硬笔书法协

会展览评审机制，制定了详细的《全国大书法正书展

览评审标准》（下称《评审标准》）《全国大书法正

书展览评审委员守则》《全国大书法正书展览评审监

察委员守则》和《全国大书法正书展览评审新闻观察

员守则》。《评审标准》中要求，评委在评审中要遵

循大书法正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突出作品

的品位，尤其是要能体现出新时代大书法作者的审美

及个性追求。作品既要有高雅、简约、和谐的外在形式，

更要注重传统功力和艺术内涵，一定要抵制和摒弃那

些“媚俗”“野俗”的东西。

本次评审过程中可圈可点的亮点很多，其中，最

大的亮点就是作品的面目经常会给评委们带来惊奇，

作者把扎实的传统功力，转化成别出新意的形式，让

作品熠熠生辉，传递着时代的声音。李冰书记在新闻

发布中指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从第一届“国展”开

始，始终秉承坚持传统、百花齐放的创作导向，特别

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硬笔书法在创作方面取得的累

累成果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硬笔书法的创作观念和发展

局面，甚至影响了当下中国书法的发展走向。

二 . 正书展终评作品创作风格及创作水平综述

正书，亦称楷书﹑真书，以其字体笔画平整，形

体方正而得名。《宣和书谱》称：“在汉建初有王次

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也。

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染

为正书。降及三国钟繇，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

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

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从古至今，正体文字

为治国之礼器，正式公文、铭石之书均用正体，如古

之碑志，一般以篆书题额，内容则用工整的隶书或楷

书书写；钟繇的《贺捷表》就是最早使用楷书书写的

正式公文。自从文字创制以来，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

己的规范正体文字，传说中，夏代用古文，考古资料

显示，殷商用甲骨文，两周用大篆，秦代“书同文字”

有小篆，汉代删繁就简用隶书，汉末魏晋楷书开始通

行，正书的演变由此定型，通用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讲，

正书的本意为正体书，可以理解为篆、隶、楷这三种

书体的总称，与行楷、行书、草书等草体字对应地存

在着。从正书的社会功用角度来考察，正书的审美特

征在本质上是趋向正态和规范化的，换言之，正态和

规范化是正书书体审美的共性特征。

在今天，书法展览中所使用的“正书”一词，则

是指以篆、隶、楷这三种书体为创作对象的书法艺术

形式。那么，即为艺术，就要讲个性，所以，正书作

品除了要具备正书书体所具有的共性审美特征之外，

更要体现作品作为艺术的“唯一”所具有的个性审美

特征，这是考察一件正书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此次正书展览的投稿作品除了作品数量创下历史

之最以外，在书体类型和艺术风格的取法上更是丰富

多样，应该说涵盖了当今书法发展阶段正书中几乎所

有的类型和风格。

（一）篆书类作品。按今人研习篆书书写的笔法

可将篆书分为三个体系，即大篆体系、小篆体系、清

篆体系。

1. 秦代以前的篆书我们暂且将之笼统地归为大篆

体系，其中包括夏代古文、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

春秋战国篆书体文字（方国文字）等，这些书体类型

在终评作品中都有体现。其中，所见古文六尺书法作

品 2 件，硬笔小品 2 件，古文类字体因遗留资料不多，

且多由于后人摹写，字形虽古，却失之窘迫，这些弊

端也都反映在这几件作品上，由于没有解决好这种字

体的书写性问题，所以，几件作品的表现力都略感不

足。所见甲骨文类六尺书法作品、硬笔小品各 1 件，

一件以金文篆籀笔法书写，情形与古文类作品类似；

另一件以《中山王器》细劲笔法书写，单字表现力稍好，

但整体感觉上略显单薄。金文类作品是篆书作品中的

大宗，稿件多集中在六尺书法作品中，有三种主要风

格：第一种是用小篆裹锋笔法书写，多忠实于原拓字

形，可谓中规中矩；第二种是以长锋绞转笔法书写，

书写性强，字形经过整理且合乎当今审美时尚，有一

部分功力深厚且表现力较好的成功作品，也有一部分

作品功力较弱且紧跟时风，作品就显得有些单薄；第

三种是加入楚简笔意的金文作品，作品强调单字结体

的笔画组合与构成意识，往往结合以酣畅的笔墨技法，

表现力较强，也比较抢眼。方国文字类作品是近些年

来篆书作者们的新宠，主要有三种风格：第一种是以

取法楚简为主，所见作品 2—3 件，可称道之处不多，

问题都出在章法上，主要是字轻纸重，故失于疏弊；

第二种是取法《中山王器》者，所见作品较多，不下

7—8 件，这些作品的总体水平居于中上位置，没有太

精彩的，但也没有太差的，感觉问题处在作品的形式

设计上，多数作者在处理作品形式时都使用了颜色较

深的纸张，或者使用带有颜色的墨液，这些做法使得

笔画细劲、形体偏小的字形失去了应有的张力和表现

力，感觉作品“灰”；第三种是取法石鼓文者，所见

作品 3 件，或实临或借鉴吴昌硕，作品因功力不足而

显得表现力稍弱。

自秦小篆以往，凡取法秦小篆的汉、唐、宋、元、

明、清的篆书，均归为小篆体系或称秦篆体系，其结

字纵长严整，具备“等粗、等距、等长、等曲”等特征；

笔画细劲，用笔圆起圆收，如铁线、玉柱。此类作品

在本次入围终评的篆书作品中数量远不及金文类，其

取法对象多为李斯《峄山刻石》、李阳冰《三坟记》

《谦卦》，作品多能表达出铁线篆书体的劲健、静雅

之精神气质，作品的书写功力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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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件取法汉金文作品入围终评，线质略弱。

清乾嘉以后，金石学兴起，书法多受碑学思想影响，

我们把以碑学思想为基的篆书均归为清篆体系，其中，

清人篆书以小篆成绩最为显著，代表性人物如邓石如、

吴让之、赵之谦等，除恪守中锋用笔之外，行笔中多

用提按转折之法。本次正书展览的稿件中取法清篆者

数量较多，其中，尤以取法吴让之、赵之谦篆书写法

者居多。总体来看，这类入围作品整体格调不高，究

其原因，除作品因取法不高，难得古雅之气之外，最

主要的是功力不足，有四种表现：其一，用笔偏弱，

线质扁平、不圆厚，经不起提按、转折等笔法变换；

其二，线条缺乏弹性感，笔势短促，做不到“引笔而书”，

使篆书线条缺乏应有的张力；其三，分间布白不合理，

字形的通透感不强，使画面显得“脏”；其四，是字形、

字距、行距之间关系处理得不好，直接影响了章法上

的疏密关系和作品的格局。在这类作品中，使用界格

的作品在章法上的疏密关系处理得稍好。

（二）隶书类作品。结合字体演进和用笔特征，

我们把隶书分为四个体系，即古隶体系、今隶体系、

楷隶体系、清隶体系。

1. 早期隶书可导源于大篆，最迟战国时期就开始

出现隶书，我们把这一时期基于大篆演变而来的隶书

均归为古隶体系，大致可以包括先秦隶书、秦隶、部

分汉代刻石、帛书等。此类作品在终评稿件中仅见7件，

其中取法秦简硬笔手卷 1 件，取法汉帛书硬笔手卷 2

件，取法汉刻石及帛书六尺书法作品 4 件。此类作品

取法高古，有别于成熟时期隶书，在取法起点上略胜

一筹，且取法古隶的作者多具备汉隶的功夫，所以我

们看到，这类作品数量虽少，但质量都很高。

2.隶变的过程就是汉字由象形走向符号化的过程，

主要特征是汉字自此具有了自己的笔画，字结构摒弃

了模拟象形，代之以笔画组合。我们把隶变之后的隶

书都归于今隶体系（汉隶体系），主要包括成熟期的

汉简、成熟的东汉碑刻等。习隶者向来都是以汉隶为

宗，取法汉隶是学习隶书的不二法门，所以，取法汉

隶一路的作品一直是展览投稿中的大宗。在取法汉隶

的作品中按其取法对象及风格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取法摩崖刻石者，此类作品以大字为主，风格多为

粗狂、野逸一路。本次展览六尺书法稿件中有两件以

取法《石门颂》为主的作品受到评委们的关注，一件

是大字对联，挂在墙上的视觉效果非常抢眼，笔力、

气势做得都很足，形成了较好的冲视觉击力。不足之

处在于落款，未能与大字正文形成很好地结合关系，

略略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格局。另一件是取法今人《石

门颂》写法的六尺中堂，作品从笔法、字法、墨法、

章法等方面都比较完整，问题在于拾人牙慧、去古甚

远而显得线条内质不足。也有取法《杨淮表记》者，

作品创作均具备一定的质量。第二类是取法东汉碑刻

者，这类稿件数量庞大，其中以取法《张迁碑》《礼

器碑》者为多，亦有取法《西峡颂》《祀三公山碑》《曹

全碑》《史晨碑》者。当代隶书创作取法的情况比较

复杂，就取法路线而言，初学者往往只习得一两碑，

笔意单纯；老作者则会遍临众碑，笔下丰富；取巧者

多会跟风当代名家，以入展为目的；质实者则会坚持

己意，不随波入流。就研习隶书的方法而言，大约有

四种：一是以篆籀笔法做隶书，二是以魏碑笔法做隶

书，三是以行书笔意做隶书，四是专以隶书碑拓为务。

就字体形式而言，有榜书、大字、小字三种类型，其

笔法、字法、章法等亦各有专攻。诸此种种，上述现

象在此次展览的投稿作品中均有充分体现。在硬笔小

品类作品中，隶书作品入围终评的数量不多，但进入

入展名单的比例很高，所见 4—5 件作品多以《张迁碑》

《西峡颂》宽博古拙一路为主。在六尺书法类作品中

小字作品多取法《礼器碑》，用界格，且多掺以《张

迁碑》笔意，最终入展的作品多是技法娴熟、功力深厚、

气息静雅者；大字作品多取法《张迁碑》《西峡颂》，

兼有取法《祀三公山碑》《史晨碑》者，笔法中多掺

以篆籀、魏碑、行书笔意，最终入展的作品多是用笔

干净利落、讲究墨法、富有表现力的作品；榜书作品

多取法《张迁碑》《西峡颂》，笔意中多掺以篆籀、

魏碑笔意，此类作品入展较少，究其原因，多是因为

作品单字的大、壮、重有余，整体布局的字势、变化、

墨法不足有关，使得作品空洞，缺乏表现力。另有取

法汉简者，所见作品约 3—4 件，直接以汉简笔意创

作的作品效果不佳，而借鉴汉简章法形式的作品却能

略胜一筹。

3. 魏晋时期楷法乍兴，隶书古法渐失，人们用楷

法做隶已成为不得已的事情，此时的隶书我们暂且称

之为楷隶，除了魏晋时期的隶书以外，唐至宋、元、明、

清前期的隶书均可归为楷隶体系。唐楷成熟以后，唐、

宋、元、明、清前期的隶书均受到唐楷书写观念的严

重影响，其笔法、结字、章法都烙有鲜明的唐楷印迹。

当代书法因为接受了清代的碑学思想，隶必言汉，所

以，很少有研习受到唐楷影响的隶书。此类隶书中唯

晋代《爨宝子碑》《好大王》受到当代书家的青睐，

在进入终评的稿件中取法这类隶书的作品约 3—4 件，

其中有一件取法《爨宝子碑》的硬笔册页，主体文字

部分尚可，然款印不佳，使作品失色。

4. 自乾嘉以来，隶书的书写方法受到碑学思想的

影响，特别强调“金石味”，所以，形成了有别于汉、

唐隶书的清隶书写方法和隶书体系，以伊秉授、金农、

邓石如、赵之谦几人的隶书最具代表性。入围本届正

书展终评的稿件中取法清人隶书的作品占据一定的比

例，其中，以取法金农漆书和《临西岳华山碑》者居多，

所见 4—5 件，其中一件取法金农漆书的作品受到评

委们的青睐，究其原因，结字紧俏、用笔生辣、墨色

浓烈、神采外溢，故而表现力略胜一筹；另有取法赵

之谦、邓石如、伊秉授隶书的作品，相较之下，表现

力略逊。

（三）楷书类作品。依其时代及风格可将楷书分

为魏晋楷书、北魏楷书、隋唐楷书、写经楷书等四个

体系。

1. 楷书萌芽于汉末，奠基于钟繇，成熟于羲献父子，

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楷书及其追随者的楷书均归为晋楷

体系，如王宠的小楷就属于晋楷体系的楷书。在书法

史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书法美学追

求和审美取向，这种具有时代性的审美取向就构成了

后世书法学习和创作所追求的一个共性内容，例如，

魏晋时期楷书的用笔以平动为主，这构成魏晋楷书“质

古”的一面；其书写由笔法生字法、字法生行气、累

行以成篇，这又构成魏晋楷书“自然”的一面，“质古”

与“天然”就构成了魏晋楷书所独有的精神气质，也

是学习魏晋小楷需要把握的一个共性的审美特征。在

小品、册页、手卷类稿件中，取法魏晋小楷的作品数

量最多，作品质量也最高，在这类作品的评审过程中，

与其说是评审，倒不如说是优中选优。如何对作品进

行取舍呢？在同等功力的作品中间一是品味作品够不

够“味”，即作品中具备不具备魏晋楷书“质古”“天

然”之气？古人讲“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品位与格调直接决定作品的高下；二是看作品的个性，

书法创作不是简单地临摹、模仿和抄袭，需要有自己

独到之处，这就是所谓的“变”，凡是被评为集体认

可的作品，除了格调超群，还会有一些作者独特的东

西在作品中显现出来，这就是作者“变”的功夫。“变”

不是故意做作之变，应是多方的功力积累和积极的艺

术追求所致。很多功力上乘的作品可能会落选，问题

就出在个性追求不强，不得变化之法上。不懂得“变”

的作品，往往审美趣味趋同，风格类似，面目雷同，

把这种水平接近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在审美上就会

产生一种集体趋“平”的感觉，让评委们在选择上产

生纠结不是一件好事，取舍可能就是刹那间的事儿。

在评审过程中，评审经验丰富的熊杰英监事长一针见

血地指出：“这种作品就是不会‘变’”。

2. 北魏时期，南北隔绝，北朝书法一直沿用古法，

及其洛阳时期出现的“洛阳体”，虽然楷法精美，但

仍是北方特质。今天所见北魏摩崖、造像、墓志等构

成魏碑体系，清乾嘉以后，直至今日，以碑学思想为

基取法魏碑楷书者，皆可归入此系统。碑学思想奠基

于阮元，笔法之研究始于包世臣，“中实”之说在碑

学书法实践中影响深远；其后，有邓石如、何绍基、

康有为等实践者将碑学书法逐步推向高峰；就魏碑笔

法实践而言，以清末李瑞清对后世影响为广，当今仍

有追随者。初用笔之外，魏碑结体亦在演进过程中，

按沙孟海先生所言，有“平画宽结”“斜画紧结”“平

画紧结”“斜画紧结”等发展阶段和类型。取法魏碑

类型的作品本次入围终评者数量亦较多，大致可分为

这样几种：方笔大字者多取法《龙门造像》和《爨龙

颜》，圆笔浑厚者多取法齐鲁刻石，方笔严整者多取

法北魏墓志，方笔峻拔者多取法《张猛龙》，结体开

张者多取法《石门铭》，小字工稳者多取法《张黑女》，

至于灵动者多取法《姚伯多》等等，在这些作品中，

大部分作者都借鉴了当代名家和流行书风的手法，如

全国大书法正书作品展览评审工作会议现场



借鉴孙伯翔先生的写法、《姚伯多碑》的流行性写法等，

也有一部分作品借鉴了清代何绍基、赵之谦的写法，

但绝大部分作品在风格上都集中定格在方笔工稳一路

上，从而使得雷同化作品较多，有个性的作品则如凤

毛麟角。得到评委青睐者多是用笔爽利、结字新奇、

用色协调、章法完整的作品，过于趋同、喜跟时风者

往往不被重视。上述类型都集中在六尺书法中，小品、

手卷、册页类魏碑作品不多，然不乏佳作。

3. 隋唐以往，楷书法度完备，以欧阳询、褚遂良、

颜真卿楷书为代表的隋唐楷书形成了唐楷体系，其后

宋、元、明、清初楷书，除部分取法魏晋楷书者，其

余皆可归入此系统。取法唐楷体系入围终评的作品数

量亦也较多，其中，小品、册页、手卷和六尺中堂等

小楷类作品为一大类，主要以取法赵孟頫、文徵明小

楷及唐代《灵飞经》为主。这类作品在取法上受到唐

楷书写观念的约束，多以技法取胜，追求用笔周到、

结字谨严的精致性，功夫胜过情趣，这类作品能够胜

出者实属不易。六尺书法大楷类作品亦占据一定数量，

其中，以取法颜真卿楷书者数量较多，所见作品多达

10 余件，写法面目多样，有以魏碑笔意写颜者、有篆

籀笔法写颜者、有以何绍基之法写颜者，可谓各具千

秋，然格调超然者甚少；另有取法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及欧阳通、赵佶者。

4. 佛教于汉末传入中华，自此，以隶法楷书抄写

经卷一直延续到唐代，传抄经卷所用书体亦自成体系，

我们称之为经楷体系。此类小楷作品在本次展览中所

见不多，仅在复评中见到一件。

结语：

李正宇先生在《敦煌古代硬笔书法》（ 甘肃人民

出版社，2007 年）一书中把中国汉字书法史分为四个

时期：汉字书法的酝酿与萌芽阶段为中国汉字书法史

的序幕期（公元前 15000 年左右—公元前 2000 年左

右结绳记事到原始刻符）；先秦硬笔书法时期为中国

汉字书法史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硬笔书法首先

揭开了我国汉字书法史的序幕，并成为中国汉字书法

史的第一个里程碑，包括甲骨文、大篆（包括应用变

体及方国变体）、古文、秦篆、秦隶（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公元前 207 年）等；传统毛笔书法时期为中

国汉字书法史的第二个时期（公元前 206 年—公元

1949 年），是中国书法史的辉煌时期（硬笔书法居次

与之并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为中国

汉字书法史的第三个时期（1950 年至今），这一时期，

毛笔书法由盛转衰，硬笔书法随之再度兴起。在这一

分期方法是建立在李正宇先生对中国硬笔书法工具及

硬笔书法遗迹深入挖掘和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颠覆

了“毛笔书法论”的分期方法。

时代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信息

时代的到来，电脑手击和语音打字，逐渐代替了硬笔

书写工具，李正宇先生所预言的第二个硬笔书法的黄

金时代也很快就要过去了，应该说，现在的中国汉字

书法已经进入到了后书写时代。张华庆先生早在 2006

年就提出了“大书法”概念，经过十余年的实践与完善，

“大书法”理念已臻成熟，其核心是“弘扬中华文化”，

这一理念的提出为中国书法进入后书写时代寻找到了

适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前进之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传承初心之志，创造艺术

之美，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是本届全

国大书法正书展始终坚持的思想导向，紧随时代，守

正创新，是我们从事艺术工作和艺术创作的定律。

庚子深秋   张俊于问樵居 

（作者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渤海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