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祺德是成就卓著的书画名家。我
对其书法作品的关注，可以说是因近其
人而识其书：疏朗、简约、雅逸、洒脱又略
显朴拙，果然书如其人！后来随着接触
日深，引为同好，他还曾不耻垂顾嘱我为
其书画作品集作序。可以说这是我较为
全面地研究和学习他书画作品的因缘和
契机。最近有幸又读到他近些年的书画
新作和结集，竟致爱不释手，遂循研习之
心得体会，梳理出对其书法作品管窥蠡
测六重境界之我见：曰形、曰神、曰情、曰
韵、曰学、曰识。

形者，形式、字形之谓也。这是欣赏
俞祺德书法作品，最先也最显在的视觉
冲击。俞祺德自幼学习书法，在传统的
大河里浸润了深厚的翰墨修养，又在继
承守正的基础上，兼收近现代名家书作
之长而勇于创新，从而在书法艺术上形
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点划潇洒、轻
松而飘逸灵动，自由、奔放而充满活力；
或折钗，或壁坼，激石波，屋漏痕，率真质
朴，天趣盎然。其结字遒劲、洒脱而气度
非凡，雄健、朴拙又富于变化；或纵而横
之，或正而敧之，或偃而仰之，或险而救
之，跌宕生情，顾盼多姿。尤其是大胆应
用夸张变形甚至以丑化奇的结体笔法，
曾经让笔者一度产生过犹不及、恐类丑
书的担忧，然细细把玩之下，竟能使人顿
悟到一种纵性入法、收放有节的化境之
美——一种由习气而脱俗进而归真返璞
的审美境界，一种由内美向外美蜕变、涅
槃的再度超越。

神者，神魂、意象之谓也。由独特的
象形、形声、会意等造字方法所决定，大
多数汉字的字义与其字形和读音，都有
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俞祺德认为，汉字
的形体构成“有其逻辑的语言，包容社会
学、伦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问和道理，
有情有义，博大精深”，因而“学习书法应
该懂得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深刻意
蕴”。正是基于对汉字的精心研究揣摸，
他的书法创作才能做到赋形以神，写出
字的内涵和意象。《百字榜书例话》中，一
个“箭”字，呈右上势横向造型，主笔收束
飞白疾掠，使转如强弩，点划似流星，借
整体之势向右上射出，活灵活现地传达
出本字的风神。而“平衡”二字，无论运
笔之凝重、用墨之厚实、结字之端庄，还
是章法布局之沉着方正、衬底用印之精
致典雅，都显示出一种形神互动、相映成
趣的整体和谐之美。其他如“追”字“走
之”一波三折兼万毫齐力之迅疾动态，

“忠”字主笔之神魂贯通凛然正气，“路”
字主笔之收放使转写意传神，“戏”字挥

“戈”之俯仰顾盼游情舞趣，都无不是书
情画意，生动传神，墨迹文采，妙趣天
成。他的隶书创作，则力求格局阔大，气
象雄浑，追随清人邓石如、伊秉绶等书家
的路子，笔墨酣畅厚重，笔意含蓄内敛，
风格古朴遒劲，结体化扁为长，时有楷体
结构和篆书笔意融入，体现出一种不断
创新突破但风神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

情者，情致、性灵之谓也。论者迥远
称道俞书“时而惠风和畅，时而惊涛裂岸
的书法风格，很具有感情色彩”，是很有
见地的。俞祺德书作的感情色彩，首先
源于其对书法艺术的钟情。俞祺德自己
曾说过：“书法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的
心灵栖息之所，我深深地迷恋着书法艺
术。”这可以说是其为书用情的基础。然
而能够将一腔爱忱、满腹激情准确传神
地倾注到笔端，特别是熔铸为“以点划为
情性”的草书作品，书家显然是经历了一
番“由生到熟再到生，由形到神再到韵”
的艺术历练和“由内美到外美”的刻苦追
求，才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笔笔生情的艺
术境界。在《以德治国古训百例》一幅别
出心裁的“视死如归”作品，书家采取罕
用的淡墨血法、别具一格的结字和布局
章法，以及夸张、变形、对比、“壁坼”“折
钗股”“屋漏痕”等多种笔意交融的特殊
笔法，刻意营造出一种毅然决然、洒脱淡
定的视觉冲击和情致意蕴。

俞祺德对榜书情有独钟，认为“时代
呼唤大字艺术”，“大字更能体现伟大时代
精神”，因而创作了大量榜书作品，还曾专
门举办过个人榜书作品展。其大字作品，
气势磅礴，雄强豪放，既体现出对伟大时
代精神的鼓呼与张扬，也体现出书家阳刚
豪迈的气质与情愫。其《心画》一册中，一
个“云”字，生发出多少书家心灵与古今过
往的对话和交汇，与天地万象的缱绻和共
情！一幅“玄妙”，更是活画出王右军阐发
的“幽奥深远”“神奇工巧”的情趣与境
界！《百字榜书例话》中，一个浓墨大写的

“淡”字，与“水火共存，冷热相济，才能淡
定平和”乃至“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释
义联系在一起，既揭示了这一古老汉字的
传统文化意蕴与时代精神的交融，也充分
体现了其精神情操的本色流泻和对书法
艺术热切追求的性灵外化。

韵者，韵律、节奏之谓也。一幅好的
书法作品，其运笔之虚实、肥瘦、疾涩、刚
柔，用墨之浓淡、枯润、飞白、血法，结字之
大小、朗茂、敧正、巧拙，章法之行气、对
比、穿插、揖让，布局之形制、开合、留白、
印款等等，都如同一首乐曲的旋律、音符、
节拍、速度等一样，体现着书家和音乐家
的美学修养、艺术旨趣和精神境界，决定
着作品本身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感染力。

俞祺德也认为“书法乃无声之乐章”，称那
些优美动听的草原歌曲，常常激发出自己
书法创作的想象和情感，使自己更好地发
挥书法艺术的创造性。由此他产生了以
草书和行草书写草原经典歌曲歌词的创
意，于是便有了被草书大家贾才赞誉为读
之赏之“就像听一首首美妙的草原乐曲”
的《草原颂书画集》。书家在谈及创作这
部书画集的体会时说：“听着草原乐曲，瞑
目凝神，展纸挥毫，我似乎感觉到了书法
形式上的节奏变化与音乐的乐感和节奏
在交流，在对话。”笔者遗憾没能读到这部
书画集，但是在欣赏书家其他作品时，也
常常获得类似的审美感受。例如其录王
勃滕王阁诗的横幅，诗韵则如歌如乐，抑
扬顿挫，铿锵跌宕；书韵则如舞如蹈，动静
相因，顾盼生姿。再如榜书“悟”一幅中，
主体大字与题注释文采取上下布局，字体
之大小和功能之主辅鲜明对比，相映成
趣，其间韵致有如主旋律之黄钟大吕和诸
声部之协奏和鸣的美妙交响；释文的用笔
结字和章法布局也尽显流动、顿挫、轻重、
刚柔之变化，体现出书家巧妙营造韵律、
娴熟掌控节奏的才情匠心。

学者，学问、修养之谓也。尤其值得
推崇的是，俞祺德以自己丰富的历史人
文学养和兼具传统与现代特质的文化道
德操守，走出了一条既契合时代精神又
富于书卷情趣的书法创新之路。如果说
他的《养生之道》书法集，开拓了经世致
用的书法养生思路，他的《百字榜书例
话》也独辟蹊径，把中华民族的文字学、
训诂学等知识，以及书家对文字意义的
审美观照和价值开掘融为一体，在笔画
纵横中探求汉字内外美的契合，堪称为
以赋魂化书、以书艺化人的巧妙创意，那
么《以德治国古训百例》和《古代典故书
法集》的推出，则是进一步将中华文化传
统之精粹和书法艺术紧密融合，让受众
在欣赏书法之美的同时，获得中华民族
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知识熏陶，增长学
识，增益修养的独特创新之举。自然，与
研读一般文史知识不同的是，我们在接
触到书法集的每一条先贤格言或古代典
故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书家通过点划、书
体乃至章法布局等，所表达的对书写内
容的独特感悟，是作者运用独特的书法
语汇体系在为我们传达、提点书写内容
的“文眼”和灵魂，也可以说是书家以文
蕴和书艺为我们熔铸成的独特审美享
受。一则“四知金”掌故，配以“天知地知
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的醒目横幅，以极富
视觉冲击力的草书匾额形式，或悬于厅
堂、或铭刻心头，相信对修心养廉、为人
处事会起到独特的教化作用。一则“网
开三面”的典故解读，不仅鞭辟入里地阐
发了倡导仁政的治国理念，而且披露出
包容和谐的现代生态意识；而古色古香、
书卷气十足的乌丝栏尺牍形制，和现代
汉语标点符号的刻意使用，也给人一种
对传统文化精髓予以现代性表达的隽永
意味。

识者，识见、学理之谓也。笔者以
为，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才、情、学、识缺
一不可，而“识”是其中最为深层也是最
为根本的要素。纵观俞祺德的书画创作
实践，可以看出其无论守正还是创新，都
有自己的自觉追求，所谓“不究笔墨，只
求悟理”，也即是在明确的理论或理念指
导下进行的。惟其如此，他才会在书艺
表达中，想到选择弘扬以德治国传统文
化精髓，作为书法艺术传播光大的内核
与动能；想到为古代典故这样的历史文
化精粹，插上借力腾飞的艺术翅膀；想到
以才情学养和睿智哲思，为“有情有义，
博大精深”的汉字裁剪出一件件光彩照
人的羽衣霓裳。

在俞祺德的书法作品中，时时可见
睿智哲思的光芒闪烁和洞幽发微的真知
烛照。对于书法艺术创作的风格取向，
他总有自己的独特感悟，并形成清醒自
觉的学术理念。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和
理性制约，造就了他“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的执使功力，而这种对书艺之度辩证
把控的高度自觉，可以说是非笔不逾矩
也，实心不逾矩也；又非必不可逾矩也，
乃逾而知止乎妙之所在也。也正是由于
这种理性光芒的照耀，使他能够将书画
艺术理念与文史学、文化学、文字学乃至
哲学、政治和社会伦理学等理念融汇于
一炉，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书画艺术见
解，并在这种自觉清醒的理念引导下，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书画艺术创新之
路。

我们欣喜地看到，已入耄耋之年的
俞祺德，至今仍在这条“为霞尚满天”的
人生之路上，走得那么自信，那么精彩，
那么自得其乐而又乐人怡人。为此，我
将早些年赠送给他的一首小诗略作修
改，再赠与他。诗曰：赣水滋成塞北身，
书香更养宦游魂。挥毫潇洒桑榆兴，泼
墨淋漓兰竹心。砚海磨珠常耀眼，书坛
创意每惊人。才情学养融一鼎，铁画银
钩化境臻。

俞祺德书法六境考
◎单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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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说意象、论抽象，不能少了具象。作为艺术语言与形
态，这三种艺术形“象”，是艺术演进、发展的结果，反映艺
术创作的不同层面，展示与体现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与
精神状貌。

那么，具象何名？抽象何意？意象何涵呢？
依艺术形态论，具象之语言，是艺术形象与创作对象

基本一致或极为相似的艺术，以客观世界、自然万物为表
现对象；抽象之语言，是艺术形象几近偏离或完全偏离表
现对象外观的艺术，既不描绘、表现现实世界的客观形象，
也不反映现实生活；而意象之语言，是艺术形象介于具象、
抽象之间，既不像具象艺术表现视觉真实，也不像抽象艺
术完全非理性，是艺术家将审美情感、审美理念与客观物
象相融合，并以一定的艺术手段为媒介，所形成的存在于
观念中的艺术形态，此“象”更多地倾向于心理的真实。

显而易见，具象艺术之特征，具有视觉真实性、客观
性，艺术形象的典型性，艺术表现的情节性或叙事性；意
象艺术之特征，具有艺术形象的虚拟性，创作主体把握、
体验意象的直接性和具体性，形成意象的想象性，创造意
象的情感性；而抽象艺术之特征，具有脱离客观形象、远
离现实生活，是无主题、无逻辑、无故事之艺术，是表现经
验之外的生命感受，并将创新作为惟一性，注重形式更甚
于注重内容的艺术。

概而言之，具象艺术是经验艺术，也是理性和逻辑的
艺术；意象艺术是心象艺术，也是情感与想象的艺术；而
抽象艺术是灵魂艺术、思维艺术，也属高雅艺术。

依抽象艺术论，抽象作为艺术概念，由西方传入。抽
象又分冷抽象、热抽象、中间抽象（冷热之间）与半抽象。
冷抽象又称几何抽象与理性抽象，热抽象又称抒情抽象
与感性抽象，中间抽象还称冷热抽象与温抽象，是冷热
（抽象）的综合，半抽象是一种不完全抽象，属于带有具象
元素或痕迹的意象艺术。在中国艺术与文论史上，超象
与抽象相近，此“超以象外”与“大象无形”之意涵，甚至比
抽象更接近于“抽象”，是早期抽象的东方语境。

正由此，在具、意、抽“三象”中，具象之再现物象与无
障碍性审美，成为最常见、最广泛的创作方式与途径，而
意、抽“两象”的非现实表现与非经验性审美，让其成为艺
术形态的别样“高山”与“大河”，尤其挑战立志于艺术巨
擘的攀登与跨越。

中国是意象的故乡，其文化与艺术理念源远流长，最早
可追溯至上古神话时代，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周易》载言：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文心雕
龙》有论：“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
尤端。”几千年来，意象已经成为文化，进入思维，既是哲学、
美学的，也是艺术、审美的，是为最基本而重要的哲学、美学
与文艺范畴。如此，意象之于中国，尤有文化、美学的天然
优势，也为历代文艺家执着与快意实践、效法之。

西方重视意象者，最早之于康德。康德认为，审美意
象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表象，其实质是“一
种暗示超感性境界的示意图”。表现主义美学的倡导者
克罗齐，继承并发展康德关于审美意象的主体性、超越
性、非理性观点，提出：缺乏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忽
略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事实上，西方的表现主义
艺术，几近与东方的意象艺术相一致。

检视文艺史，意象与抽象创作，几经跌宕起伏，几多
演绎构变（构成与解构，解构与重构），艺术创作出现非常

现象，呈现异态样貌。仅以艺术运动本身而言，自上世纪
初年以来，最为激荡、典型的史记性“事件”至少有三，一
是持续之文人进入绘画，尤其是“失意”文人进入绘画，而
致数百年来形成的“文人画”形态，为意象创作带来的典
型性图式“范本”，令意象艺术进入长期的世俗、随意、简
略、草率、表象化、通俗化、概念化。事实上，“文人画”是
美学概念，是哲学思维在绘画的映射，绝不是非真正意义
上之文人所“照猫画虎”的“传移模写”。二是上世纪初年
出现的、声势浩大的“改良中国画”运动，这种以具象写实

“覆盖”意象表现、以再现思维“置换”表现理念的“改良”，
让意象创作几近回到写形状貌原点，“舍弃”主观之“意”，
而描摹客观之“象”，也令中国艺术与“（20世纪是）抽象
的世纪”擦肩而过。三是于上世纪出现的所谓“当代艺
术”运动，在成功地将艺术置换为“概念”后，也让自己取代
欧洲成为世界艺术中心。至此，艺术不断走向美学的反
面，至80年代几近成为美学的反动，令“当代艺术”成为除
艺术之外“可以是一切”的形态。这种对美的围剿的“创
作”，大多以所谓抽象形式呈现，不仅令意象创作难寻“心
象”，尤令抽象创作失去“灵魂”。

意象无“意”者，不仅令艺术创作“回归”具象、再现取
代表现，尤令意象创作难行其远，仅在低层次徘徊。事实
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象”创作仍呈具象形态，或基本
处于具象层面。抽象无“灵”者，不仅让艺术创作无法无
天、乱象纷呈，也让所谓抽象仅仅没有了具象，或将刚刚
进入意象、半意象层面，尤其冠以“当代艺术”名义的所谓
抽象，无所忌惮又乐不可支地给抽象艺术“装”垃圾、“灌”
污秽、“聚”丑恶，让抽象创作既为排（发）泄“埋单”、阴暗

“高歌”，又为恶俗“布道”、为丑陋“正名”。闻所谓当代艺
术而起舞，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低俗、浅薄、恶搞以及去
思想化、价值化、历史化、主流化等问题，是为突出表现，
也是典型呈现。美术如此，文学亦然。在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艺思潮“追赶”下，其创作基本靠近自然主义，或
是较为低级的现实主义，或是“先锋”诸派，通俗、低俗、世
俗、娱乐等文学形态，也为典型表现。

回望艺术史，大凡艺有所功，尤其成就一代艺术大家
者，往往在意象、抽象领域耕耘、攀援日久，比如黄宾虹、
吴昌硕、李可染、徐渭、高更、克里姆特、席勒、马蒂斯，又
比如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蒙德里安、米罗、康定斯基，
且后者中均从意象登峰、于抽象造极。正由此，意象是挑
战，抽象更是挑战，因为前者是主观之于客观，而后者是
灵魂之于审美。

意象难，抽象更难。尽管意象与抽象，似乎并无特别
逻辑关系，但作为更高层级之艺术境界，不能进入意象
者，更无法进入抽象，越走近心源、越站在灵魂的更高处，
就越认知意象，越明见抽象。

依“气墨灵象”艺术论，具意抽只是“象”的过程与阶
段，灵象方为“象”的远方。向人类精神最深处探寻，于人
类审美最高远眺望，是灵象的境界，也是至美的世界。

意象难，抽象更难
◎吕国英

《戈壁岁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部分老兵对戍边
额济纳那段军旅岁月的回顾与眷恋。手捧这部沉甸甸的
书稿，戈壁筑山的火热场景伴随着大漠风沙的漫天起舞，
宛如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再次呈现在我们的面
前，也再一次激荡起大家时时按捺不住的军旅情怀……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风起云涌，额济纳地区是
历代兵家锁钥之地，战略意义凸显。1966年6月，某部工
程兵建筑第173团率先奉命移防额济纳旗地区筑山设
防，随后继173团、171团之后，又先后将工程兵建筑第
182团和134团、102团调防戈壁滩，同时将汽车9团、11
团、14团以及铁道兵30团也配属施工部队国防施工。正
是这数万解放军官兵为了我国之重器东风航天城的安
全，日夜奋战，挖地三尺，硬是在这荒无人烟的千里边境
大戈壁上修筑了钢筋水泥的8座人造山。它成了铭刻在
戈壁滩上的不朽丰碑，也永远闪耀着全体官兵用热血和
生命凝铸的戈壁军魂。

如今随着近半个世纪岁月风沙的侵蚀，这8座人造
山早已失去往日的功能，但她依然迎风傲立、孤悬瀚海，
无声地向人们传诵着当年这支英雄部队筑山守边的动人
故事，同时散发出无穷的魔力，吸引和召唤着遍布全国各
地、曾经在这块热土上燃烧过青春与汗水的铁血军人。

“几回回梦里回边关，热泪洒上戈壁滩……”渴望重
返额济纳的这些老兵的心情，一点都不亚于当年贺敬之
先生在《回延安》一诗中所描绘的那般炽烈。

随着岁月的更迭、时代的变迁，老部队的番号和代号

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额济纳、戈壁滩、人造山依然
散发着强大的力量，时时叩击着我们这些老兵的心灵。

究其根源，就在于这支英雄部队那种坚决听从党中
央命令，迅速果断从黄海之滨移防千里戈壁的坚强意志；
那种为早日构筑边关的万里长城，“革命加拼命，要山不
要命”的铁血精神；那种官兵平等，视战友如兄弟的革命
情谊；那种视苍凉与艰苦为乐观浪漫的情怀等这些筑山
戍边中凝铸而成的军魂。正是这宝贵的戈壁军魂，把我
们这些五湖四海的老兵凝聚在一起，并在各自的心目中
光彩耀眼。

《戈壁岁月》书中的每一位作者，在字里行间无不流
露出对那段军旅岁月的留恋与怀念，无不宣泄着对那段
激情岁月凝铸出来的军魂的光荣与自豪！

50年弹指一挥间。回眸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风华正
茂、青春飞扬的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 ，用如
火的青春、花样的年华筑山戍边，我们可以自豪地大声呐
喊：我们虽然平凡，但无愧于那个时代！

岁月易逝，军魂永在！

戈壁铸军魂
——评老兵回忆录《戈壁岁月》

◎董作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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