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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技术包括用笔方
法、字形结构和篇章分布
法。每种书体、每一种用
字场合，都有其约定俗成
的作品形式，也都涉及到
技术的运用变化，是伴随
书家终身的必修课。
技术水平如何，来自
临帖积累的多少。古人的
作品并不单纯地展示技术
层面的东西，其创作高度
直接出于天资和学养，而
其根源又多关系到文化。
所以，通常的临帖只能学
其可以看到、可以总结的
技术和形貌，并且有形
临、意临之别。
本报综合中国文化网消息：6 月 9 日，金
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巴西、俄罗斯、
演讲等文化活动，并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观众
如果要把隐藏在技术
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第二届论坛以视频方式召
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国家美术馆代
观赏和互动体验。他提出，我们需要适应当
和形貌后面的东西都能挖
2022 年 5 月 27 日
表，共同签署了“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成立
前全球博物馆发展面临的全新挑战，金砖国
掘出来，再仿佛其大意， 开。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秘书长、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巴西国家美术馆馆长丹妮
宣言”，标志着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正式成
家美术馆联盟可以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元
不是借助于学术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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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泰拉，俄罗斯国家东方民族艺术博物
立。联盟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美术馆。联
的线上展示交流活动。
可，而学术又在天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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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馆长亚历山大·谢多夫，印度国家现代美
盟成立以来，联盟兄弟单位为推动广泛深入
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馆长阿德维塔·查
养和文化之外，是对作品
术馆馆长阿德维塔·查兰·戈拉纳雅克发表
的文化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和联盟机制作
兰·戈拉纳雅克在演讲中分享了印度在如何
所见艺术原理和审美程度
主题演讲，南非 Iziko 博物馆联盟首席执行
用，先后在北京举办了“特色·融汇——金
推动美术馆发展过程所策划的各类文化艺术
的概括提升。
官鲁克萨娜·奥玛尔作书面发言。论坛分
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特展”、成立 《金砖国家美
活动，尤为重视艺术家与建筑师、科学家、
傅 山 《赠 太 原 段 孔
“主题演讲”和“联盟工作会议”两个议程。
术馆联盟通讯》
专刊、印制展览作品集，俄
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等不同领域群体的
佳》 称赞自己临帖“安详
首先，由论坛主持人金砖国家美术馆联
罗斯国家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开辟
跨界合作，营造一个良好艺术氛围，以美术
连忭，日益精进。即此喻
盟秘书长、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会议
“金砖专栏”等，馆际交流不断，人心交流更
馆为立足点，将艺术和艺术家带到社区和更
之，亦学问事，不可以技
历史沿革和举办此次会议的意义。他说，此
暖，这些举措增进了联盟成员间友谊，更使
广泛的生活群体中。他提出，要在小城市建
观也”，就是着眼于此。
次“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第二届论坛”在线
金砖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更加丰富多彩。
设相应规模的博物馆，推动文化生态建设。
上举办，尤为不易。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全
随后，联盟单位代表分别作主题演讲。
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秘书长、中国美术
球，对博物馆、美术馆已有的艺术展览模式
此次论坛聚焦两个议题：一是“后疫情时代
馆馆长吴为山在演讲中强调，文明因交流而
——线下展览造成一定冲击，促使文博机构
美术馆的交流与发展”，二是“同一片蓝天下
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因交流互鉴
“古、雅两字一生无
展开了对“我们怎样办展览、观看展览”等
的艺术创作”
。
而和谐共生。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论坛成立
分。”这是宋代一位大家
问题的思考。
巴西国家美术馆馆长丹妮拉·马泰拉非
以来，工作成果颇丰。我们秉承共商、共
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第二届论坛现场
所言。说明“古”与
近年，许多机构纷纷在线上积极深耕。
常重视美术馆作为建筑实体和文化载体两个
建、共享的原则，坚持互学、互鉴、互利的
“雅”关系十分紧密，古
中国美术馆也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拓宽传媒
维度功能的延展，对美术馆未来的发展充满
理念，推动联盟活动持续举办，切实保证联
意是作品中显现出来的一
渠道，策划了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的展示与
信心。她认为，美术馆是一块“活化石”，为
盟互动合作的长效化、机制化，借由人文交
期待艺术界能从这些互动中获益，得到繁荣
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的指导及中国驻金砖各
种气息，并非完全是时间
传播，获取良好的社会效应。吴为山强调，
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渠道保护文化传统，
流将增进民心相通落到实处。他提出，从相
发展。
国使馆文化处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金砖国
文化交流的本质在于：一张脸，一颗心，一
并推动当代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
互办展、学术研讨、增加学术人员之间的互
上的概念。
为发展壮大金砖联盟，进一完善联盟工
家美术馆不断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取得了
个魂。一张脸，是指民族、国家的文化特
中，我们尤其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为世
访与学习、云上交流、艺术创作、翻译文化
固然岁月的磨砺，风
作机制，经会议表决，一致通过 《金砖国家
丰硕成果。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博物馆、美
征。一颗心，是彼此坦诚、真挚、温厚之
界多元文明共存与发展做贡献。
经典六个方面继续加强联系与往来，发掘美
雨的侵蚀，会造成表像上
●刑事辩护：
保释、
盗窃、
无照按摩、
家庭暴力、
性犯罪等各类
美术馆联盟新成员单位入盟办法》，并就在疫
术馆需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合作，讲好打动
心。一个魂，是共同珍爱、维护世界和平之
俄罗斯国家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馆长亚
术创作的发展动向，展现不同民族的文化面
的高古，但有一个不争的
情常态化形势下“搭建小型藏品交流展框
人心、引领价值、弘扬精神的金砖国家故
魂。只要我们大家面对面，心连心，就能魂
历山大·谢多夫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议题，
貌。
犯罪辩护及出庭
事实，即一幅书法作品自
架”的倡议以及 《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通
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递金砖国家的
相依，脉相连，在人类共同命运的海洋里，
并在发言中给予充分回应。近年来，受到全
南非 Iziko 博物馆联盟首席执行官鲁克
其诞生之日起，无论历经
●交通违规：
超速、
无照驾驶、
鲁莽驾驶、
酒后驾驶辩护
讯》
向联盟单位征稿事宜达成共识。
精神力量。
相互依存，扶助前行。
球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国家东方民族艺术
萨娜·奥玛尔祝愿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论坛
多么长的岁月，其用笔、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得益于文化和旅游
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13 日，本着开放包
博物馆开展了多项线上导览、教学、研讨、
取得圆满成功，希望本次讨论富有成果，并
结构安排、章法布局均不
●餐馆买卖：
餐馆买卖及过户、
餐馆租约、
减房租
会发生任何变化，故其所
●移民案件: 政治庇护、
移民案件上庭、
绿卡和公民申请及
蕴含的古意应当自创作之
时已经存在。
面试、
EB5 投资移民、
跨国公司高管 L1 签证
若以古今时间上的远
近为标准来划分是否具有
●婚姻家庭：
离婚、
婚前协议、
财产分割、
子女监护权
古意，那么后世书家就永
●遗产遗嘱：
遗产分割及继承、
遗产申报、
立遗嘱
远无法追及古人。历史证
明，后代书家超越前代的
chengyunlaw@gmail.com，wwwchengyunlaw.com
●税务信托：各类税务问题辩护及出庭，
设立信托基金
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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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古意与书体也
无十分对应关系。汉字书
本报综合中国文化网消息：2022 年 6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多次对此做出
轻文化内涵，要以融合发展思维加大非遗
体出现的次序大致为篆、
展厅营业时间:
月 11 日是中国第 17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传播普及力度，积极打造产学研平台。
隶、草、行、楷，从发生
周一到周五 9am-5pm
日”。值此之际，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
提供了根本遵循。
易介中会长的报告题为 《Z 世代非遗
周六、
周日 10am-4pm
的时间上看，书体确有其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主办的首届“非遗馆里
他指出，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
时尚传播高质量发展模式》。他从传播学角
仓库营业时间:
先后之分，但就艺术表现
话非遗——文化数字化背景下非遗保护与
度生动地描绘了在现代传播中，非遗应关
周一到周五 8：
30am-5pm质文化遗产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办本
而言，则不能说篆比隶
教育”论坛在线上成功举办。
次论坛，充分体现了国字头非遗展馆的责
注 95 后、00 后等 Z 世代群体，通过数字化
其他时间请电话预约
古、隶比草古、草比行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任担当，也是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
赋能，关注“竖屏经济”，采用更生动、鲜
古、行比楷古。
司长王晨阳；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关于加强公共数字资源建设，增强公共文
活、更“萌”的语言和年轻人对话，体现
厂
直要销
古风古意是书法的一
●A 级建筑商执照，
百万全额保险
一级巡视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文明办主任
化数字内容供给能
力家
有关
求 的 具 体 举 电话:
非遗的“疗愈型”产业特征。
个重要艺术指标，但不是
当天取
魏黎耕；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
措。他强调，文化数字化是中华优秀传统
陈岸瑛教授在 《非遗馆建设对于非遗
●免费估价，
高档设计，
数十种实木橱柜选择
全部，还有古意之外的一
高档橱柜
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
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的重要途径，希望本次
传承创新的意义》 中，从艺术学角度，通
●拆旧，
安装到台面一条龙服务 论坛可以助力新的文化体验方式和文化传
些元素，如空间、构成、
平民价
传真：
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过对民俗和非遗的对比视角，认为非遗馆
风格、生熟等等。
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资深媒
播业态，将非遗蕴含的深厚价值内涵，通
的使命应包括再现和参与两种模式，既包
●拥有华府地区最大现货橱柜仓库，
当天提货，
5 年质保
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北京阳光未
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呈现，增强非遗的吸引
含对已消亡的历史的静态和活态展示，也
据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消息：
内美特·佐尔旦表示，中匈两国友谊源远
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杨澜；中国城市
力、感染力，推动中华文化瑰宝活起来。
应与传承人、保护人、研究者等一起构成
6 月 7 日，
“对画杰尔·筑梦未来”中匈青少年绘
流长，匈牙利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厨卫橱柜设计师/销售。待遇优！
发展研究会文化和旅游工作委员会会长、
韩子勇院长在发言致辞中，从信息文
活态的展示参与模式。
画比赛颁奖仪式暨湖北省、河南省与杰尔州姊
杰尔州也与湖北省、河南省等中国省市长期保
www.WcabineT.com
（黄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
明、双重宇宙、文化数字化和非遗数字化
文化制作人何为先生在题为 《神秘的
妹学校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以线上线下相结
持着合作。青少年交流和教育合作是加深两
Email:
frontdesk@wcabinet.com 571-279-3494
究员、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与创新研究
等四方面阐述，提出了在数字化的“旋
觉醒——非遗的现代重构：数字艺术、仪
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杰尔州州长内美特·佐尔
国友谊的最佳纽带，中匈两国少儿绘画比赛和
病毒无情人有情，
病毒无情人有情
，
疫情期间
营业，
营业
，
服务大家！
服务大家
！
地址:45448
E Severn Way,Ste .100, Sterling,
VA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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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院长易介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
涡”中，人们成为新数字空间中的“新移
式与情感》 的报告中，关注数字时代下文
旦、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河南省副省长何金
校际合作将会更好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史论系主任、教授陈岸瑛；浙江省非物质
民”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工艺美术馆、
化内容的表现趋势，重点展示了数字化转
平出席讲话并为获奖学生颁奖。中国驻匈牙
赵海山表示，湖北省与杰尔州友好省州关
5-164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馆） 主任、研究馆员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将加快推进数字博
化在非遗保护传承中走出当地、走向国
利大使馆临时代办刘波线上出席并致辞，文化
系融洽稳定，自 2014 年签署友好省州合作协
郭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物馆的内容建设，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注
际、走向线上的探索性呈现，并提出希望
教育参赞王峥陪同参加。
议以来，青少年之间互访交流不断，是湖北省
副教授、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B重实物的展示交流结合信息、数字化技术
更多领域的有识之士能够参与其中的愿望。
刘波在致辞中指出，自中匈成为全面战略
和匈牙利开展合作的亮点。湖北省将不断探
DB） 中国地区学术支持者向帆；中国社会
手段，在活态呈现上下功夫，完成对中国
本次论坛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
伙伴以来，两国关系进入“提速换挡”新阶段，
索、创新交往形式，为中匈两国青少年搭建友
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
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陈列，
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苏丹主持。他在总
“一带一路”倡议与“向东开放”政策不断深度
好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民心相通；加强中匈
创意产业研究会秘书长意娜；大英研究
更多、更好、更快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结发言中指出，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
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人文领
地方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友好省州关系；共
院·国际牛顿学者、历史录音特藏学会
随后，参会嘉宾分别做了主题报告。
物质文化遗产馆作为收藏、展示我国工艺
域的交流合作走在中东欧国家的前列。新冠
同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进一步推动
（ARSC）· 华语及内亚区分会主理人魏小
范周教授的题目是 《非遗保护与教育中的
美术珍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高殿堂，
疫情期间，中匈两国携手树立了团结合作抗击
匈牙利和湖北省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石以及文化制作人、艺术家，咀嚼间创始
数字化思考》。他提出，国家实施文化数字
肩负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国各民族优秀
疫情的典范。匈牙利稳居中国对中东欧投资
“对画杰尔·筑梦未来”中匈青少年绘画比
人、纽约新美术馆“艺术+科技”部
化战略对非遗保护和传播教育是重要发展
文化遗产的重任。
目的国首位，中匈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潜力巨
赛由杰尔州州政府、湖北省政府和河南省政府
NEW INC 首位中国成员何为等出席本次
机遇，特别是需要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
本次论坛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
大、前景广阔。
共同举办，活动共向中匈青少年征得 118 幅作
论坛。
系，通过标识编码体系对非遗资源分类、
物质文化遗产馆主办，腾讯新闻知识、腾
刘波表示，此次儿童绘画比赛为两国文化
品，作品表达了中匈友好交流、中匈两国的发
王晨阳司长在开场致辞中指出，非物
价值判断形成标准，通过建设数字化文化
讯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搜狐新闻客户
交流与合作增添了纯真绚烂的色彩。希望两
明创造、环保、科技发展、时尚生活、家乡风情
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消费新场景，推动非遗数字化与实体经济
端、雅昌艺术头条 app、博物馆头条 （中
等主题。经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共评出一等
国青少年可以加深交流，成为推动中匈友谊世
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赓续中华文脉
发展的深度融合。另外，在非遗保护与教
华文博共享平台） 等 10 余家媒体同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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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数字化发展中应特别注意避免重技术而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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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草书起始，就不是为
求实用，而是为了欣赏。
于右任曾花费很大精力试
图将草书规范标准化，但
始终也没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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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请扫我
书法只所以被划归艺
术范畴，与草书有很大关
系。如果仅有楷书、隶书
大的专业设计建造团队！
和篆书，想挤身与中国画
并行发展的艺术领域，其
一流品质，
保证时效！
难度能够想像的到，甚至
完全不可能。草书的存
质优价，
温馨舒适的生活
在，确立了书法实用性和
艺术性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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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最佳经纪人奖得主
20 余年全职房地产经纪人的丰富经验，
竭诚为您服务！

703-622-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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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宏
David Hu

全职服务于维州、
马里兰、
DC 地区

成云律师事务所
Cheng Yun & Associates PLLC

法学博士(JD、PhD)、
律师、
会计师

弗吉尼亚、马里兰 及华盛顿 DC 律师执照
美国联邦法院、
税务法院律师执照

常年招
聘

免费培训
护理人

并

最具竞

·由政府健康护理质量管理办公室颁发执照

真正的

时薪，

免费 CP

·公司护理人员的资格审批及培训接受政府监督
公司护理人员的资格审批及培训接受政府监督，
，并定期更新
并定期更新。
。
·为确保您安全无忧
为确保您安全无忧，
，我们直接和您及您的家人一起努力
我们直接和您及您的家人一起努力，
，并协同您的医生
并协同您的医生、
、日间护理机构
日间护理机构、
、
养老院和医院做好护理工作。
养老院和医院做好护理工作
。每一步
每一步，
，我们都将和您在一起
我们都将和您在一起！
！

员

争力的

乐康，期

R/ FIR
ST

待和您

AID 培
训！

一同成

长

乐康居家护理服务
Loving Care Home Services

私人订制：

服务马里兰州所有郡县
服务时间灵活
马里兰最大的华人护工队伍

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共同制定最好的护理计划
每项计划都是为专门为您设计。
训练有素的护士和护工
家庭成员和客户培训
日常锻炼计划及培训
洗浴及卫生护理
服药提醒和帮助

行动上协助
杂货店购物
器材培训
餐饮准备

饮食计划及监控
晨间常规协助
护士监管
个人协助
安全监督

410-358-4415 301-358-1514
传真：
传真
：
410410
-358
358-4417 Email: LCHS.SDMS@gmail.com

巴尔的摩总部：
巴尔的摩总部
：25 Hooks Lane, Suite 200
200.. Pikesville, MD 21208

基本家务
陪伴
翻译
洗衣

443-538-1082

（国语、粤语分机号请按 2）

汉语、
汉语
、英语
英语、
、韩语
韩语、
、越语
越语、
、乌兹别克语
乌兹别克语、
、俄语
俄语、
、菲律宾语

蒙郡 办公中心
办公中心：
：481 N. Fredrick Ave. Suite 215
215,, Gaithersburg MD 20877

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首
电话：703-887-6786
传真：
888-510-6158
电邮及网站：
届“非遗馆里话非遗”
论坛在线上成功举办
维州地址：
6088 Franconia Road Suite C , Alexandria, VA 22310

“对画杰尔·筑梦未来”
中匈青少年绘画比赛颁奖仪式开幕

华
府
橱
柜
Washington Cabinetry
703-466-5388
703-476-8485

急
招

安全

张文进博士网络财务论坛

讲座时间:
讲座时间:
周六 10:
30pm
10:30am~
30am~12
am~12：
12：
30pm

讲

(美东时间）
美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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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后，
题：年金:
年金:提供终生收入及本金留子孙（6/4）
发送网络连接
投资理财问答会（6/11）
11）
退休促进法对退休规划和遗产规划的影响（6/18）
18）

报名从速：301-928-9573 or admin@uprightplanning.com 地址：15245 Shady Grove Road, Suite 310, Rockville, MD 20850（North Lobby）

华人第一建商 ANCHOR HOMES 安客新居

我们只建新房！

强
超
优

Avon

$399
399,,900 起

WWW.MyAnchorHomes.com
$499
499,,900 起
$474
474,,900 起

Hazel

Mclean 全砖豪宅
全砖豪宅，
，新近建成
新近建成！
！！！

Willows

Bristol

info@anchor-homes.com 地址：45448 E Severn Way Suite 100, Sterling, VA 20166
电话:703-997-1618 邮箱：

美林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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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选刊
吴建华,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
家协会理事、淮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曾多次参
加中国书法家协会及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研修
班学习,2014 年于清华大学进修书画理论和创作。作
品入展中国全国首届大字书法艺术展、中国全国二
届扇面书法展、中国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等，入编
多种作品集。
用线条进行艺术的歌舞，对于一个书者来说，
不仅需要积极的人生态度，还需要勃发的艺术才
情。一颗激荡的心，决定着一个书者的胸襟和视
野，当然也决定着一个书者的书法品质。军人出身
的吴建华，坚守着军旅生活给他带来的简单与纯
净，他在黑白线条中宣泄着灵魂深处的风起云涌，
且乐此不疲。
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建华有欢乐、有痛苦、
有执著、有彷徨，那灵动的点线，有时似水，有时
像火，让他慨叹生命之轻。
建华师从著名书法家姜华先生，在跟老师的习
书过程中，他从适园获得了更多的理论滋养和人生
感悟。比如豁达、比如热烈、比如雄健、比如大
气，把自己的秉性和气质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字法、笔法、墨法、章法乃为技；情感、架构、学
识、修养可近艺；人文合一、文书合一、人书合一
可臻道也。鉴于此，他对自己的书法理论学习和书
法技艺探研要求得更高。建华知道，近些年来新书
派和传统书派构成了中国书法创作的独特风景，新
书派在注重内容的同时更注重形式，而传统书派则
对书法进行传统意义的坚守。所以建华有着自己清
醒的认识，在他心中书者首先要打下坚实的书法功
底，有了功底作铺垫，作品的神采方能展开。无论
新书派或传统书派，只要处理好创作中的“本”
“末”问题，一切的矛盾都会迎刃而解。新书派不
能脱离传统书法的滋养，传统书法也不能固守“传
统”而一层不化。脱离了书法传统的新书派是无源
之水，没有创新意识的传统书派也会与时代背道而
驰。理解了“本”“末”的关系问题，新书派和传

统书派的书法创作就多了一份沟通和理解，就多了
一份圆融和豁达。展现在我们面前建华的书法大小
皆擅、五体俱佳、文墨并重，其楷书清丽内敛不失
儒雅稳健，行草潇洒飘逸不失力量对比，隶书厚实
质朴不失俊朗灵动，篆书古朴方正不失月朗清风。
在建华的书房里呈现着“水润淮安”的坚韧与柔
情，在他的理念中，书法是表达内心世界的波澜壮
阔。
笔墨当随时代，每一个特定时代的书者，都必
须有历史的责任和担当。就书法创作而言，书者对
工具材质、笔墨技巧、情怀格调、社会审美的考究
是应该具有的基本创作态度，都应当遵其性、明其
理、变则通，所以建华提出“字理、笔理、艺理和
技术、艺术、学术”的三理三术的习书观念。
建华将作品的内核和灵魂上升到对人生、对
命运、对社会的理解和把握。所谓“书者舒也，书
者如也。”比如王義之的 《兰亭序》、颜真卿的 《祭
侄稿》、苏东坡的 《寒食帖》，每件艺术珍品无不饱
含着对时代的记述、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人生的喟
叹。《兰亭序》 看似恬静优美的江南田园，实质却
暗藏急流，汹涌不已; 《祭侄稿》 以血泪文字，在
淋淋洒洒中写出了颜真卿在失去亲人之后的悲愤和
斗志; 《寒食帖》 则读出了一个落魄诗人面对命运
的无奈与抗争。这旷世绝伦的三大行书，每一件都
不是情感的娇纵和诗意的撰造，而是情感的流露与
情怀的绽放，是脱离了结字、章法、气韵的书学、
文学、美学的深层次境界表达，作品的神采之处，
都是他们纯净而又宽广的心灵挥洒。只有追摹大
师，才能认识自己。建华认为大师的作品永远像太
阳，昭示着他如何前行。“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调整好心态，轻装前行，
这样就可以简单生活、淡然处世、倾心向艺，才能
在书法创作中做到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心向往
之。其人、其书、其志饱含率真、奔放与孤独，建
华未来可期！
(文/龚正 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淮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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