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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有诗云：“吾

家有季父，杰出圣代

英。”又曰：“落笔洒篆

文，崩云使人惊。”让

大诗人李白如此不吝

赞美之辞的是何许人

也？他是被诗仙李白

呼 为“从 叔”的 大 恩

人。他是唐代与颜真

卿齐名、被誉为“唐代

篆书第一人”的书法

大家。他是从河北赵

县走出的历史文化名

人，宅心仁厚的清官

廉吏，人称“笔虎”的

李阳冰。

◤
一 李阳冰师李斯，承汉篆而超越六朝，在唐代，确

有“阳冰独步”“仓颉后身”的历史地位。

□主持人 韩莉

阳冰独步

◤
三 有痕也好，无迹也罢。李阳冰，这位书法巨匠的气度风骨，以及

他的艺术影响，他的匠心匠作，早已穿越了地域，穿越了时空⋯⋯

●叶兆言：能安心写作，我应该惜福
“我祖父叶圣陶和我父亲叶至诚

都热爱写作，但是他们都是业余作家，
一生中只能拿出百分之几的精力来写
作。和他们相比，自己可以全力以赴地
写作，95%以上的精力都用在写作上
了，那我为什么不惜福？”

——5 月 22 日《北京日报》 作家
叶兆言已步入花甲之年，他说只要正常
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要是不写点
儿什么，就什么都不好了。他的长篇小
说新作《刻骨铭心》近日面世，这是他坚
持几十年写作的又一次收获。但在他看
来，能让一个作家安安心心坐在桌子前
写作的时间太少了，既然自己获得了写
作的机会，就应该认真地写。

●单霁翔:我不是“段子手”，我是
讲故事的人

“我从不讲段子，我是讲故事——
我有个特点，讲话从来不用文稿，我不
仅是一个看门人，还是一个讲解员。我
觉得应该讲文物背后的故事，我要用
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这些历史和文
物藏品的故事讲出来，可能人们会更
爱听一点。”

——5 月 18 日人民网 因为风趣
幽默的谈吐，网友亲切地称单霁翔这
位“萌萌哒”故宫博物院院长为“段子
手”，当记者问单院长是否喜欢这样的
称呼时，他却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从
不讲段子，只是讲故事。的确，他是一
个称职的“讲解员”——自2012年1月

10 日履新故宫以来，这位凡事身体力
行的“网红院长”仅采用多媒体形式就
亲自讲解了 1185 场次，约 2000 小时，
涉及听众10余万人次。

●濮存昕：拒绝流水线，我是手工
作坊

“剑，是打出来的，不是磨出来的。
我拒绝流水线，我是手工作坊。”

——5 月 21 日中新网 近日，中
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演员濮存昕
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这样表述对舞台
艺术的看法。他说曾经去龙泉镇看锻
造，合金包着铁，一下一下打，熔炼之
后淬火，那个金属纹路就不同。舞台上
每演一场，也要不断修改提升，要用工
匠精神才能打磨出艺术精品。

●刘江：“小正大”原则是创作者
努力的方向

“大情怀正能量需要创作者提升
自身的艺术素养，创作者有责任去传
递正能量的观点或看法。而这个小成
本就要和市场来斗争了，控制成本还
得让市场欢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5 月 17 日新华网 一贯关注
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导演刘江认为，
在创作中，“小正大”原则为艺术创作
指明了方向，但对于要如何创新、如何
避免电视剧创作中常见的“套路”问
题，刘江导演也坦言，从创作上来讲，
模式是存在的，但在基础套路之上，如
何创意、创新才是考验创作者的重要
课题。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
物馆日，当天北京有 99
家博物馆可免费游览。
眼下，北京有很多博物
馆已经免费开放，利用
周末或假期带孩子去参
观博物馆，不仅能让孩
子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还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
兴趣，增进亲子关系。

（5月17日中国网）
自去年《国家宝藏》

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
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
据上升了50%，且这一涨
势仍在持续。数据显示，
博物馆游线路特别受到
两部分人群喜爱，一部
分是亲子游人群和“80
后、90 后”年轻群体，订
单比超过一半，另一部
分是对文化旅游更为热
衷的“银发族”群体。

近年来，随着“故宫
淘宝”走红，不少博物馆
一改“高冷”态度，增添
了互动式体验，举办免
费文化活动等，拉近与
游客的距离。来自多家
大型在线旅游服务商的
信息显示，国内游客参
观博物馆的热情正不断
高涨，以博物馆为目的
地的出境游也吸引了大
批粉丝。在规划行程时，
旅游目的地的博物馆已
成为不少游客的必去之
处。业内人士认为，随着
文化旅游市场快速发
展，博物馆正成为深层
次、高品位旅游的基础。
未来，游客在选择博物
馆作为旅游景点时，也
会根据个人喜好，做出
更多元化的选择。

博物馆是凝聚了人
类历史和文化的场所，
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
家的文化符号，承载了
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国
内，很多博物馆是以文
化教育单位的形象示
人的，导致许多游客对
参观博物馆的感觉只是
被冷冰冰地说教，从而
失去了兴趣。提高博物
馆的利用价值，需要提
高博物馆文化传播和公
共教育的内在功能。博
物馆要想与旅游业更好
地结合，关键在于增加
体验项目，吸引游客。

虽然近年来国内为
博物馆游提供了许多便
利条件，如不断开放免费
参观范围，鼓励旅游机构
在产品中加入参观博物
馆的项目等。但由于国内
博物馆普遍缺乏沉浸式
的互动体验项目，仍以单
纯参观展览的形式为主，
导致重游率较低。究其原
因，一方面，一些博物馆
展示因缺少创意和动感
效果内容过于沉闷，无法
引起游客参观的兴趣；另
一方面，博物馆自身服务
过于枯燥乏味。由此，业
界人士称，博物馆要与旅
游业相结合，就需要进行
转向，即抛弃高冷，向产
业靠近、向旅游者的消费
习惯靠近、向旅游者的购
买偏好靠近。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
设施，与纯粹的城市观
光相比，博物馆更能让
游客加深对一个城市乃
至一个国家的感性认
知。目前国内博物馆旅
游产品应主动出击，用
优质的服务营造一种宽
松、愉悦的参观氛围，并
在常规展览的基础上增
加教育场景，或提升博
物馆游的新鲜感、趣味
性和参与性。从更高的
层面上考虑，有关部门
也可与旅行社等合作，
规划开发专业性博物馆
旅游专线，将各种特色
博物馆串联起来，有效
整合配置资源，开拓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后人说李阳冰的笔法“风骨
雅健，卓有古意”，这正是字如其
人，李阳冰的为人也是仁义厚道，
有一种传统的谦谦君子之风，这
和他良好的家教、学风不无关系。

为了更多地掌握李阳冰的资
料，同时从内心里也特别希望能
在家乡寻找到有关李阳冰的蛛丝
马迹，我专程回到赵县，查阅了

《赵州志》等相关资料，但略感遗
憾的是，《赵州志》中仅有简短的
几句话：“李阳冰，字少温，赵州
人，以词翰名。乾元间为缙云令，
值岁旱，祷城隍与神约，不雨即焚
庙，及期而雨，自为文纪之，后迁
当涂令，篆书尤著。”（光绪丁酉重
修《赵州志·人物志·文苑》卷十，
二十页），这其中，并没有对李白
和李阳冰关系的记载。

那么，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是怎样和李阳冰结缘的
呢？据传李白自称李阳冰是其族
叔。由于李阳冰的生平事迹史书缺
载，对他们之间这样的辈分关系现
已无从详考确证。不过，据《新唐
书·李白传》记载，李阳冰在任当涂
县令期间，曾与李白有过一段不同
寻常的交往，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也一直为世人所传颂。

唐肃宗时期，李白曾投身于
永王李璘，担任幕府僚佐，后来李
璘在丹阳起兵叛乱，兵败被杀，李
白受到牵连，治罪流放于夜郎（今
贵州辖境）。乾元二年（759年），朝
廷宣布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
由，东归浔阳（今江西九江），又辗

转流落于江淮一带，居无定所，穷
困潦倒，生活十分凄惨。

无奈之下，李白从金陵（今南
京）来到当涂，投奔族叔李阳冰。
起初，李阳冰不知道李白的窘境
和来意，当李阳冰送李白上船告
别时，见到李白的《献从叔当涂宰
阳冰》诗后，才又把他挽留下来。
在这首诗中，李白首先对李阳冰
的才华进行了赞扬：

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
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
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
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
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
李白认为李阳冰为人耿介，

才高出众，年轻时由燕赵南下，受
到贤士们的器重和赏识，许多贤
达名士都愿意与他交往，说他既
不依附权贵，又具有英豪之气。接
着，李白又在诗中对李阳冰在当
涂的政绩进行了颂扬与评价：

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
居人若薙草，扫地无纤茎。
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
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
雅颂播吴越，还如泰阶平。
李白认为李阳冰在安史之乱

后来到当涂，临危受命，治理有
方，惠泽遍施，政绩卓著。最后，李
白在诗中陈述了自己无所依归的
困难处境：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
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
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
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
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
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
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从诗里看出李白是在冬天由

金陵来当涂投靠李阳冰的。当时李
阳冰在当涂任县令，得知李白的遭
遇后，他不顾别人非议，毅然将李
白在当涂安置好，生活上给予无微
不至的关照，使李白晚年终于有了
一个栖身之所和归宿之地，从此两
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十
一月，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将自
己的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冰，请他
编辑作序，后来李阳冰将其诗文
编辑成《草堂集》十卷，并为之作
序。李阳冰在序中说他“临当挂

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
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这是说
李阳冰在“临当挂冠”正要辞官的
情况下，还为李白编了集子，写了
序言。他在序言中除对李白的家
世、生平、思想、性格、交游等情况
作了简要记述外，同时对李白的
著述情况和诗文成就作了高度评
价，称颂李白“驰驱屈宋，鞭挞扬
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

可以说，李白的诗歌之所以
能够广为流传，除了其诗本身具
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外，
李阳冰的编辑整理之功也是不可
抹杀的。这也是李阳冰为中国古
代文学史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阳冰不仅以其独具风格的
篆书艺术享有盛誉，而且在书法
理论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是极
为罕见的书法理论专家。他曾著
有《翰林禁经》八卷，这是专门论
述书法体势及笔法中的各种禁忌
的著作；又著有《字学推原》，专门
论笔法的点画之别；还著有《翰林
密论用笔法二十四条》，以阐释各
种笔法技巧。这些著作对于书法
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
用，因而历代书法家皆奉为至宝。

中国书法界流传着一种说
法：“有唐三百年，唯称篆者，阳冰
独步。”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金庸
笔下的“凌波微步”，据说这是一
门极上乘的武功，可以做到“体迅
飞凫，飘忽若神”。而李阳冰的篆
书“变化开阖，如虎如龙”，两者是
否有同工之妙呢？

如今，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
放眼望去，赵州城早已充满着现
代气息，大街上店铺一家挨一家，
大大的招牌中各种字体林林总
总，唯独难觅篆书。已是初夏，风
吹在脸上，暖暖的，可心里却莫名
地泛起一丝酸楚和凉意。李阳冰，
在自己的家乡真的已无处可寻你
的痕迹了吗？路边的垂柳随风摇
曳，逸致翩然，似乎在提醒安慰
我：这，不就是李阳冰留下的风
采吗？

是啊，有痕也好，无迹也罢。
李阳冰，这位书法巨匠的气度风
骨，以及他的艺术影响，他的匠心
匠作，早已穿越了时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

李阳冰（约 721 年—约 785 年），
字少温，祖籍赵郡（今河北省赵县）
人，后迁云阳（今陕西淳化），唐代大
诗人李白族叔。历任官职上元县尉、
缙云县令、当涂县令、国子监丞、集贤
院学士、将作少监、秘书少监等，世称

“李监”。
在书法史上，李阳冰精工小篆，

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是我国
小篆书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书
法家；在文学上，他洞于字学，古今通
文，编辑整理了李白诗文集《草堂
集》，并亲自写序；在为人为官上，他
品行高洁、仁义厚道、体恤百姓。无怪
乎连孤傲的李白都专门写诗对他大
加赞赏。

任何时代的巨匠都是富有创造
精神的伟大群体，他们在技艺传承中
凝练精神、探索创新、发展科学、积淀
文化。李阳冰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巨
匠。他对小篆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厚
的造诣，使早已被人遗忘的小篆在他
手上得到了再生。当代书法家王南
溟先生曾撰文评介李阳冰的小篆：

“线条或如垂柳之摇曳，或如流云之
舒卷，洋溢着一种抒情的气息，代表
着小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文采风
流。”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
同轨”，统一度量衡、取消六国文字的
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
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
化，创制了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即
小篆，又称秦篆。《说文解字序》说：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
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其后诸侯
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
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
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
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
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相比大
篆，小篆这种书体更趋简化，体势修
长，讲究对称，笔画停匀，用笔起收不
露痕迹，体态端庄而秀美，是我国汉
字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
次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自秦李斯创
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
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

李阳冰在缙云退居后，决心穷研

篆法。他在《上李大夫论古篆书》中
说：“阳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年
垂五十，去国万里。家无宿舂之储，
出无代步之乘。仰望紫极，远接丹
霄，若溘先犬马，此志不就，必将负于
圣朝，是长埋于古学矣。”刚开始时，
李阳冰专门研习李斯的《峄山刻石》，
心领神会后，又学习孔子的《吴季札
墓志》，得其真谛。李阳冰师古而不
泥古，他把前辈们传下来的书法精神
跟自己的体会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创造了圆淳瘦劲、
森利豪爽的小篆，使秦篆得以完善和
发展，实现了变革性的飞跃。对此，
李阳冰自己也颇为得意，曾说从李斯
之后就是他自己，“曹喜、蔡邕不足道
也”。

此种说法在许多人看来乃其自
夸之辞，但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冷静、
客观地梳理一下篆书艺术发展的历
史，就会发现，李阳冰的这种自谓也
算是比较客观的。《宣和书谱》称：“自
汉魏以及唐室，千载间寥寥相望，而
终唐室三百年间，又得一李阳冰，篆
迹殊绝，自谓仓颉后身，观其字真不
愧古作者。”宋朱长文《续书断》论书
法，分神、妙、能三品，他列唐宋书家
94人，惟推李阳冰、颜真卿、张旭三人
为“神品”。李阳冰师李斯，承汉篆而
超越六朝，在唐代，确有“阳冰独步”

“仓颉后身”的历史地位。李阳冰篆
书的艺术特点，唐人概括为“格峻”

“力猛”“功备”，谓之“铁线描”，是篆
书艺术在汉代以后出现的一座高峰。

除了篆书艺术，李阳冰还喜
好书石碑刻。当时颜真卿所书之
碑就多由他题写篆额，两者往往
有珠联璧合之妙，故当时人们称
之为“二绝”。可见其书法与颜真
卿齐名。据《旧唐书·李华传》记
载，由李华撰文、颜真卿楷书、李
阳 冰 篆 额 的《鲁 山 令 元 德 秀 墓
碑》，因碑主和作碑者皆系当时的
名人名家，此碑被称为“四绝碑”。

李阳冰所书的石刻很多，其
碑石题记遍及全国，但现存碑刻
作品较为稀少。今天存世的唐代
著名篆书碑文很多都是他的手
笔，比如浙江缙云的《城隍庙碑》、
福州乌石山的《般若台题记》、广
西桂林的《舜庙碑》、安徽芜湖的

《谦卦碑》、陕西西安的《三坟记》
等，都是这位河北篆书名家留下
的大作。

其中《城隍庙碑》又称《缙云
县城隍庙记碑》，唐乾元二年（759
年）刻，李阳冰为该县城隍祈雨有
应而撰并书。篆书8行，行16字，
在浙江省缙云县。宋宣和年间方
腊造反，刀兵所及，碑石断裂，文
字 残 缺 。 现 存 为 宋 宣 和 五 年

（1123 年）十月缙云县令吴延年
根据拓片重刻，保存颇为完整，唯
题记下面立石人官爵姓名缺蚀三
字。此碑书法瘦劲有力，中锋行
笔，结体委婉自如，与其所书他碑
不同，有翻刻本传世。《谦卦碑》是

李阳冰在任当涂县令期间，应友
人之请所书而刻于石的，为篆书，
气势犀利，风骨遒劲，笔法雄健。
唐时散落民间，明初芜湖王氏于
当涂城内获得，将碑转至芜湖秘
藏 家 中 。 至 明 嘉 靖 四 年（1525
年），始由芜湖关监督张大用从王
氏家中移立于学宫，并为之题跋
云：“阳冰篆书祖秦相斯，而笔力
过之，舒元舆辈论之详矣。是刻
藏芜湖王氏，国初得之当涂县治，
风骨雅健，卓有古意。”可惜这“题
跋”碑石在上世纪 70 年代毁坏无
存，而三块《谦卦碑》至今犹存。

《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
原石久佚，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
林的为宋时重刻。《三坟记》承李
斯《峄山碑》玉筋笔法，结体修长，
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
细一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清
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
李 阳 冰 为 第 一 手 。 今 观《三 坟
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
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
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
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清康有
为认为《三坟记》以“瘦劲取胜”。

这些碑刻跨越千年而栩栩如
生，如满腹经纶又历经沧桑的智
者，悠悠地述说着千百年前的人
和事，令人在感受深厚历史文化
的同时，折服于浸润在碑刻上的
那种执著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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