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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坚

四明草堂主人方向前喜临北碑，于造
像记、墓志铭之类用功颇勤，又喜临汉
隶，取法于 《礼器碑》《石门颂》，北碑承
汉隶而来，故其书融贯汉隶与北碑，有稚
拙之气，亦不乏飞逸之态。《礼器碑》《石
门颂》 均属瘦劲雄健一路，前者俊丽，后
者烂漫，而二者俱飘逸多姿，疏秀超妙。
北碑中，方向前多年所追之 《崔景播墓
志》《源延伯墓志铭》，均存隶意，笔画瘦
硬，书写爽利。从方向前的真书、隶书作
品中明显可看到他的读碑、临碑体会，他
的行草作品亦从中来，源流一致，巧拙互
参，率真恣意，骨力劲健。真行草隶，四
体皆通，这本来就是书体演变的规律。遗
憾的是，习书者大多专攻一体，视野狭
窄，有的人即使涉猎广泛，却又缺乏悟
性，打开不了机关。方向前多年沉浸于汉
魏之中，笔性与心性逐渐融合，每每得到
大朴不雕、逸笔草草之发现，几近浑然忘
我，纵横无拘。

有人说方向前写的是“丑书”，这其
实是误解，因为方向前是一个恪守传统之
人，可以说，他的创作是笔笔都有来历，
只不过是多欹侧而少平正，多萧散而少精
密，不避夸张的形态，但是，总体上把握
了鲜明的碑味。他把隶书、草书的用笔法
融入其中，譬如，加大了方折使用的幅度
和比例，加入了铺毫使用的幅度和比例，
既有骨力，又有姿态。相较于“二王”一
脉之妍秀温润，方向前的作品显得放纵激
厉得多，在江南之地，倒是很容易不受待
见。而且，这样的写法一旦把握不好，可
能暴露出习气，失之于鄙野粗劣。

这里，顺便提及碑帖之辨。
对于学书者而言，学碑还是学帖，至

清中期突然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明清碑版
出土数量大增，可以让学书者汲取到更多
的新资源；清初复兴篆隶，希望改变越发
靡弱纤巧的书风；金石之学日益隆盛，在
证经补史的同时，显明了劲质深沉的审美
向度——久被“二王”趣味遮蔽或禁锢的
北朝书风，迅速醒人耳目，引起知识阶层
重视，碑学思潮随风而起。山阴杨可师著

《大瓢偶笔》，在金石学基础上提出了碑学
思想，“南北朝书，虽多生强而古意犹
存。若 《张猛龙》《崔敬邕碑》 则精粹拔

美，妙不可言矣。”他批评帖学之弊，“大
都法帖与时递降，是以宋不如唐，明不如
宋，明末又不如明初，今则又不如明末
矣，可叹也！”同为金石学家的阮元，在

《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 中指出，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
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
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
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短笺长卷，意
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
刻，则碑据其胜”。阮元书分南北派之
论，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之论，都是对古
代书画传统及源流迁变的重新认识，以求
脱 时 俗 而 得 古 意 ， 钱 泳 赞 之 “ 真 为 确
论”，康南海赞之“伐木开道，作之先
声”。邓石如的书法成就得到包世臣的大
力推崇，其篆隶之作被列为“神品”。与
阮元尊唐碑的看法不同，包世臣尊北碑而
轻唐碑。在 《艺舟双楫》 中，包世臣赞美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
取势排宕”，“北碑体多旁出”，“画势甚
长”，“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
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
刻”。康南海《广艺舟双楫》发扬了包世臣

《艺舟双楫》之见解，将碑学推至极高地
位，指出“今人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
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
尊南北朝碑”。他的书法作品碑意鲜明，雄
强率直，影响一时。会稽赵之谦也是身体
力行的碑学大师，他认为六朝古刻“乃入超
妙地位”，其真书、篆书成就俱高，既刚健拙
朴又圆通自如。概而言之，清人重碑抑帖
之风气，影响很大。

当世书法大家沙孟海对碑帖的认识更
具有历史眼光。他认为，“刻手优劣一
层，阮元、康有为两人好像都没有想到。
他们认为凡碑皆好，这是偏见。今天我们
看到历代书法的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都比
阮元、康有为看到的丰富得多，证明他们
的话是有局限性的。”沙孟海也具有辩证
眼光，既重碑，又重帖：“把碑与帖对立
起来，那也是偏见。明朝人对帖学功夫最
深，书法名家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
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
……继承宋、元传统，大有发展。”“我们
学习书法，应当兼收碑帖的长处，得心应
手，神明变化，没有止境。我们对待历代
碑帖，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吸收其精

华，扬弃其糟粕，决不可盲目崇拜，也不
能一笔抹煞。”沙孟海的书法作品确实也
能够兼收碑帖的长处，有金石气，又不乏
书卷气。

方向前学碑为主，也没有放弃学帖。
其自谓从北碑学结字，从汉隶学笔法，从

“二王”学章法。他的笔法，前面我已经
说过，对四体皆通的意思有些感觉了。其
近作融合了隶书、草书、北碑的笔法，以
隶为主，隶中有草，纵横自如。“秦造隶
书，以赴急速”，隶书与草书的用笔是暗
合的。北碑上承隶书，下启唐楷，学北碑
者可体会用笔的源流关系。关于笔法，赵
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用笔千古不
易”之说，向来聚讼纷纭，而我一直信以
为然，奉为圭臬。“用笔千古不易”，并非
专指写帖，写碑亦然。书法首先是线条的
艺术，点画质量决定了雅俗高下。用笔千
古不易，意味着用笔须从古法，与古为徒，
在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注入书者之个性，
驾驭书写之共性。这个共性，是尊重毛笔所
具有的尖锋软毫之性，是文人守中道、行正
道的修为规则。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说，

“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这就把心与手的
关系、文与质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了。点画
的变化看似无穷无尽，其实，这一笔也是那
一笔，那一笔也是这一笔，笔心始终归一。
轻重、疾缓、润枯、平侧、粗细、浓淡、连断、
健妍、虚实，都不影响笔力，都未减弱点画
的生气，反而，在辩证的关系中加强了张
力，丰富了趣味。

写碑之用笔与写帖之用笔是如何贯通
的？当世另一位书法大家启功 《论书诗百
首》 之三十二曰：“题记龙门字势雄，就
中尤数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
锋看笔锋。”在启功先生看来，刀锋可以
还原为笔锋。“学书如不知刀毫之别，夜
半深池，其途可念也”。书家临帖、观
碑，都要懂得“出入”，按照执笔、运笔
的常道而写，按照毛笔、墨迹的特点而
写，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而写，不要为了
所谓的“刀味”“碑味”而矫揉造作，必
须不离笔法的根本。书家应该知道碑刻对
于古人笔法原貌的损失，包括书丹、勒刻
环节的走形，刻工的粗劣处理，风雨的剥
蚀，虽然或可发现其中亦有拙趣、天真的
因素，但是仍需辨识并重建碑刻与墨迹之
间的联系。启功与沙孟海在这方面的看法

是一致的。时下，有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
斑驳效果、棱痕效果，追求所谓的视觉冲
击力，故意把笔毫剪破，把宣纸揉碎，甚
至违背执笔法、运笔法，这实在是缘木求
鱼。我的师兄陈新亚曾说过，你让毛笔不
舒服了，写出的字能让人舒服吗？这是经
验之谈。透过刀锋看笔锋，启功说的道
理，就是要“出”得碑刻字迹的形态，

“入”得千古不易的笔法。
方向前的用笔，使转波磔的起伏幅度

较大，书写速度也很快，但是，总体上坚
持了千古不易的笔法，所以，他的作品有
古意。笔意古雅、古拙、古健，而不是古
怪、古板、古执。碑帖并非对立，学碑、
学帖之间并无矛盾，在笔法、笔意上尤其
如此。重法还是重意，侧重不同，但是笔
法、笔意是不可分的。雅者，正也，合度
得体即为正。拙者，不事雕琢，一任天
真，大巧若拙。健者，骨力强劲，不浮不
躁。古雅、古拙、古健，是笔象，更是心
象。方向前在高校任教，注重人文修养，
他的性情有率意放达的一面，也有斯文沉
着的一面，本来就不会竞奇骇俗，也没有
顽冥不化，所以，他的笔下线条表现了出
方入圆、刚用柔显的内在气质。假若心生
迷惑，刻意为之，不但古意全无，反而俗
病难医，或僵死生硬，或执拗横蛮。在笔
势的形成上，方向前一方面从北碑中求险
峻多变、骨多锋劲，另一方面以隶笔之展
捺而扩大开合，侧锋方笔随势而出，写得
果敢而连贯，超逸而峥嵘。当然，方向前
的作品也有时动而开张有余，静以内敛不
足，如果用笔多些圆婉，书写速度多些节
奏变化，善于迟留，就可能做到缓而不
滞，更见涵泳。这大概也是不少写碑者之
难以取舍之处。

今世美学家邓以蜇说：“书法以笔画
始，亦以笔画终也。”笔画之于结构、体
势，之于形式、气韵，非常重要，是书法
的根本。方向前从学碑入手，兼及学帖，
用笔已然入心，其作品个性鲜明，真我流
露，有出入古今的自觉。用笔之事，学碑
还是学帖固然路径不同，最终殊途同归，
归于一个人的本心和悟性。如是，学碑、
学帖，都不会机械从事，而能够求通善
变，有血有肉。

（本文作者系宁波出版社总编辑、宁
波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方向前书法的审美取向及笔法源流

枕 流

家有学龄儿童的父母如果去看新近上
映的印度电影《起跑线》，一定会有强烈共
鸣。影片中那对夫妻为了能把女儿送进理
想的私立学校，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可说
也是当下很多中国家长的真实写照。这部
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电影以喜剧形式，展
露了中产阶层愈益加重的教育焦虑。显而易
见，《起跑线》通过艺术手法夸张呈现的“可
笑”背后，掩藏更多的是感同身受的家长们
与片中拉吉夫妇如出一辙的无奈与错愕。

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时下流行语谆谆告诫的则是：“不能输在起
跑线上”。出于对后代成长发展的考虑，家
长群中不知何时滋生出了一种“一步落
后，步步落后”的群体恐慌心理。《起跑
线》中的母亲米塔即是如此，她固执地认
定：“如果女儿皮雅进不了顶尖学校，以后
就会进不了一流大学，进不了一流大学，
毕业后就无法去跨国公司上班”。多米诺骨
牌一旦倒向不堪的方向，再要补救，便为
时晚矣。为了将这种负面可能性压到最
低，米塔说服丈夫拉吉，誓死要将独女放
进一个最佳的学习环境当中。然而当拉吉
夫妇真正投身到那场艰苦卓绝的择校“战
争”中后，才发现现实的严峻程度远超想象。
为了抢占私立学校的入学名额：凌晨时分，
校门口等着放号的家长就已将队伍排成了
长龙；而那些早早被富有高瞻远瞩目光的父
母送进学前培训机构的“小神童”们，也都能
在口头上娴熟切换多种外语了……拉吉意
识到，自己的女儿可能已经落后了。但是为
了孩子，他们必须奋起直追！

《起跑线》毫不讳言地告诉观众：被现
代教育制度考验的远不只是孩子，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更是家长。身为人父的拉吉
能言善辩，头脑灵活，开了一家生意兴隆
的服装商店，是新晋的中产阶层。在贫困
人口众多的印度，拉吉绝对是个值得羡慕
的成功人士了。可几所私立学校拒绝录取
他女儿的原因，恰恰是：这个小女孩的父
亲仅是个店铺老板。那位教育咨询师的解

释更是入皮入骨：择校失败该归咎的不是
你们的女儿，而在你们。言下之意：顶级
私立学校只愿接收精英子弟——上流社会
对中下层民众的歧视一目了然。

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已然成为阶层特权
的标志。中低层家庭的孩子想要分得一杯
羹，难度可比上天揽月。在片中，拉吉为
了女儿能被私立学校抽中，连连遭罪，焦
头烂额。走投无路之际，他也找黑中介，
走后门，甚至不惜用作弊手段去抢占原本
属于穷人孩子的入学名额——在印度，政
府规定，寒门子弟必须占据名校 25%的入
学名额。荒诞的戏剧情节往往是无奈现实
的最真实反映。拉吉得知这个情况后，一
不做二不休，伪造身份，假扮穷人，蓬头
垢面住进了贫民窟。可阶层之间巨大的差
异叫他们瞠目结舌。哪怕他去工厂打工，
妻子学穷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是“不合
群”。对此，有个穷人一语点破了问题实
质：贫穷是无法被教授的。

中产其实是一个挺脆弱的社会阶层。
一来他们深知自己实现阶级跃升的道路已
非常狭窄，同时他们又担心自己的孩子若
不抓住机缘，好好努力，会连现在的阶层
利益也保不住。他们固然不信什么“朝为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可却深
知：良好的教育环境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意
义。可惜拉吉夫妇削尖脑门所做的种种，到
头来不过是一场西西弗斯般的闹剧。更叫人
不寒而栗的是，他们拼尽全力挤占的是那些
本属于穷人小孩的入学机会。然而没有观众
会忍心谴责这对夫妻。将心比心，在子女教
育问题上，谁都不甘落后，谁都不甘就范。

文明社会总是告诫孩子：学习的目的
是追求自身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可《起跑线》中的家长们只认同一点：教育就
是一辆向上攀升的阶级直通车，“德智体美
劳”等科目，不过是区分阶级层次和品位的
点缀。片中，小女孩皮雅不会说英语，立刻遭
到精英阶层小孩们的排斥。母亲米塔也表达
过这样的意思：在印度，英语不仅是一门外
语，还是阶级标志。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让
女孩有机会突破原生阶层的局限，不被囚禁
于阶级遗传性的困境当中。

社会引导着家长，家长支配着孩子。
片中焦虑万般的“他们”也就是我们，每
一个人都活得好累。是杞人忧天，还是庸
人自扰？《起跑线》没给出答案。电影只是
提醒着家长们，提醒着这个优质教育资源
供需失衡现象严重的社会。

《起跑线》：

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黄浓珍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在宁海，有位
叫叶亦荣的藏家，将淘玉、藏玉、琢玉、
赏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真假难辨的
市场中，他以玉修身，坚守情怀，赢得业
界尊重。

叶亦荣是宁海县力洋镇文正村人，与
玉结缘已经十六年。此前，他曾钟情于古
陶瓷，也爱上过古玩。十多年前，他在网
上结识了几个玩玉的朋友，闲暇时间跟着
他们买料、把玩、鉴赏。或许是玉石的坚
韧、圆润、含蓄的特质契合自己温和、细
腻、内敛的秉性，慢慢地，他发现自己深
陷“玉”中，不能自拔。在收藏界兜兜转
转十几年，叶亦荣确认找到了“知己”和
值得为之追求终生的事业。当时叶亦荣还
开着一家手机店，但他一有空，就跑到宁
波、苏州、上海等地，泡在古玩城或是玉
器市场，不知疲倦地淘玉，虚心向玩友们
请教。看得多了，学得久了，叶亦荣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甚至和一些远在新
疆的玩友成了朋友。不久后，叶亦荣毅然
关掉手机店，全身心走进了玉石世界。

玉石行业水深人杂，鱼目混珠，稍有
不慎就会上当受骗。玩玉的人首先要学会
辨别玉器的真假。作为一个门外汉，叶亦
荣最初也交了不少“学费”。他通过可靠
渠道，高价买进真玉，然后请教有经验的
玩家，再收集一些假货，对真玉与假玉进
行对比、研究，细细分辨它们之间的区
别，渐渐地摸到了一些门道。如今他对真
假玉石只要扫一眼、摸一下，就能判断个

八九不离十。叶亦荣说玉分为硬玉和软
玉。硬玉其实就是翡翠，好的翡翠颜色
正，种水好；软玉就是和田玉，讲究的是
密度、纯净度和油性；随着对玉的了解，
叶亦荣发现自己对和田玉情有独钟，于是
花更多的精力研究和田玉的产地、品种等
情况。

“玩玉的一大乐趣就是‘捡漏’。”叶
亦荣说。捡漏是古玩界的一句行话，指的
就是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值钱的古玩，而
且卖家往往不知情。但“漏”却不是那么
好“捡”的。2011年，叶亦荣在宁波的一
家古玩店，相中了一块清代的玉扳指，不
仅玉质干净，而且用手一摸，细腻油润，
一看就是好东西。老板叫价6000元，叶亦
荣嫌贵，当时没有买。但晚上回到家，叶
亦荣失魂落魄，茶饭不思，一个晚上没睡
着。过了两天，叶亦荣又去了趟宁波，那
个玉扳指还静静地躺在柜台中。他这次没
有犹豫，把扳指带回了家。不到两年，这
个玉扳指被一位爱玉的朋友以 8.5 万元的
高价收藏了。“并不是什么玉都可以买，
都值得收藏。买到好料看眼力，藏住好料
看修养。”叶亦荣讲起了自己的收藏心
得。2008年，叶亦荣花一万元从新疆玩友
手中买到两块和田玉料。当时，他看中的
只是其中一块鸡心状的只有 12 克的原石。
这块玉料古朴圆润，通体金皮包裹，品相
完美，没有一点杂质，是和田玉中的上
品。多年来，很多买家出高价想从他手中
买走，他都不舍得。2016 年，因为要买
房，他决定忍痛割爱。陕西宝鸡一位玩友
在网上看到后，非常喜欢，专程来到宁
波，一探究竟。当他看到这款和田玉后，
激动得手都发抖。第二天，两人谈好价
钱，这位玩友出资16万元，将这款和田玉
买下。这是叶亦荣出手的克价最高的和田
玉。

近年来，叶亦荣不再满足于藏玉、赏
玉、卖玉，而是学会了琢玉。他说市场上假
货太多，深度加工后的和田玉真假难辨，但
原料相对比较好辨别。于是他不断收藏玉
料，买来机器设备，自学雕琢技艺。近年来，
他一有空就窝在工作室里或切或磋，或琢
或磨……一件件精致的玉佩、古朴的挂坠

从他手中诞生。叶亦荣说，干了玉器加工
活，他深深体会到工匠精神的重要意义。

这些年，随着和田玉的价格持续上
涨，和田玉的造假到了疯狂的程度。同为
和田玉，产地不同，质地悬殊。新疆和田
玉温润如脂，拿在手上把玩，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而俄罗斯、韩国和我国青海等
地的和田玉，价格只有新疆和田玉的十分
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有些不法商贩甚至
一些名家，受利益驱动，将山料 （山矿出
的） 通过做皮染色来仿冒新疆和田籽料

（河床出的） 坑害消费者。叶亦荣说，他
和大多数同行对此深恶痛绝，积极抵制。
他说，玉石是大自然的精魂，自古以来，
玉总是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象征高
洁的品行，寓意着吉祥、美好和温馨。他
和很多玩友彼此靠诚信往来，支持不满意
退货。在买卖过程中，即使双方从未谋
面，也没有其他约束手段，如果收到玉石
后不满意，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货款都会
如数退还。十几年来，他和玩友们往来的
生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货到不付款”
或者“卷款逃跑”的事情。

《国风·秦风·小戎》 说：“言念君
子，温其如玉。”叶亦荣说，和玉打交道
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像玉一样的
人，宽厚、温和、沉静、淡泊，希望喜欢
玉的人越来越多。

修身养德
温其如玉

叶亦荣在工作中叶亦荣在工作中
（（图片均由叶亦荣本人提供图片均由叶亦荣本人提供））

一万元收藏的原石一万元收藏的原石，，卖了卖了1616万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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