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维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著名
画家，诗自云：“宿世谬词客，前身应
画师。”他的山水田园诗描写山水景
物，表现田园生活，既有浓厚的诗
情，也有鲜明的画意。在王维诗中，
诗情与画意往往交融一体，互为生
发，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山居秋
暝》 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也是其
代表作，诗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表现诗人隐居山中时见到
的秋晚景象，在描写中流露隐逸之情。

首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两句是诗人对雨后山林的感受：
空旷沉静的山林，一场新雨过后，秋
晚悄然来临。空气是如此清新，带着
鲜美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
怡，引导诗人漫步山林各处，领略山
间此时不一样的景象。这两句把山林
写得一尘不染，清新宜人，这是诗人
对雨后山林的第一观感，简括的描述
为下文奠定清新明朗的基调，也留下
了广阔的表现空间。清张谦宜 《絸斋
说诗》 说：“‘空山’两句，起法高
洁，带得通篇俱好。”

中间两联具体描写诗人秋日傍晚
见到的山间景象。

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两句写山中景物。皓月当空，映
照松林，将清辉投射在林间小路上。
只见浅浅清泉在石上流泻，清澈见
底，若有还无。一场新雨，涤荡尘
浊，天空如洗，月光因之显得皎洁明
净。空气清新，月光明净，泉水清
澈，目之所及，着物皆清，好一个空
明澄澈的世界！松月泉石，是山林中

常见的事物，也是山中最优美的景
致。诗人将山林秋晚写得如此清绝，
又如此富于美感，简直是一幅优美动
人的月下秋山图。两句描写用直置之
法，句末两个动词“照”和“流”也
是极普通的字眼，不见刻画之迹，若
不经意，而气韵天成，自然本色，是
山水诗中的名句。

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两句则是山中的田园生活。竹林
中传来一阵喧闹，知是浣衣女子归
来；荷塘里莲花摇动，应是渔船沿流
下行。如果说颔联只是单纯描写山林
景致，那么颈联则专注田园风光，聚
焦人事，着力表现田园生活。“竹喧归
浣女”中“喧”字指欢声笑语，见出
浣衣女子收工时的轻松愉快。渔船顺
流而下，舟轻行疾，也是令人轻松惬
意的。两句所表现的田园生活，与沉
寂的山林有所不同，静谧中透出灵
动，欢快闲逸，生机盎然，弥漫着生
活的气息。王维的田园诗多描写田夫
野老，穷巷柴门，或渡头灯火，墟里

孤烟。这两句却以竹林、荷塘为背
景，以浣女、渔舟构筑意象，取景优
美，摆落尘俗，散尽烟火，表现出与
山水描写高度和谐的高雅清新的格
调，又极富韵致。

幽美的自然山水和美好的田园生
活令诗人驻足流连。尾联“随意春芳
歇，王孙自可留”两句化用 《楚辞·
招隐士》 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
可以久留”两句。原文本是淮南小山
为淮南王刘安招致隐士之词，此反其
意而用之，谓山中春天的芳华虽已消
歇，但秋天清幽的山林美好的田园岂
可辜负？山中隐士自可长留山中。两
句写诗人沉醉山水田园时的由衷感
受，欣慕之情，自得之意，还有隐世
高蹈的志向，虽委婉曲折，却也溢于
言表。

苏轼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
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正是王
维此诗显著的艺术特征。诗的中间两
联描写松月泉石、竹林浣女、荷塘渔

舟，一句一景、形象鲜明，有如合页
连式的连环图画。如果将此诗比作一
幅画卷，则绘画又十分注重构图及勾
画。首联从大处落笔，勾画山林全
景，其意在于铺设背景、酝酿氛围，
故笔墨清淡、不着色相。中间两联属
于具体刻画，虽然仍用素描，但已从
小处着墨，故取景的大小远近，笔墨
的浓淡疏密，与首联有所不同，构图
层次也因此有所不同。中间两联，颔
联写山水、颈联写田园，前者观照景
致、后者注目人物，也是构图清晰、
层次分明。此外，整个画面注意动与
静的结合。四句写山水田园，本是表
现大自然的静美，却多用动词。“照”
和“流”，“喧”和“归”，还有“动”
和“下”，无不以动写静，而画面也因
此显得生气淋漓。

王维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文
人画”的始祖。他的山水画绝去浮
华，只用水墨渲淡，具有鲜明的写意
特征。诗歌也如此，其山水田园诗，
写景状物，常常摄取富有特征的景

物，用近于素描的手法加以刻画，不
假雕绘，笔墨省净，给人留下丰富的
想象空间。即如此诗颈联，写浣女及
渔夫的归来，不从正面着笔，只以

“竹喧”“莲动”侧面引出，笔虽未
到，意已呼之欲出。同样，此诗写意
也极为分明。颔联两句中，松月泉石
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隐士隐居山
林，泉石为邻，松月相伴，已是山水
隐逸诗中常有的意象。两句写景不务
工巧，不贵形似，唯以兴会，以意出
之，颇得写意传神之妙。

以意为主，传神写物，原是绘画
的法则。《旧唐书·王维传》 说王维

“画思入神”，颇能概括其山水画的艺
术风格。此法用之于诗，也最能见出
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妙处。前人评
此诗，谓“色韵清绝”（《增订评注唐
诗正声》），又谓“入神”（《唐诗选
脉会通评林》），正是有见于此的
确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诗 中 有 画
——读王维诗《山居秋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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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得
到满足，新期待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
活。从文艺事业看，人民期待更高质
量的艺术作品，更为丰富的精神文
化，更多选择的层次供给，更能促进
人全面发展的文艺成果，而文艺生产
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高质量高价值
作品不够多、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不充
足，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深度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而且规
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
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
述，努力推动新时代中国书法艺术
的传承与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这
一代书法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
责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在这里探
究一个重大命题——新时代中国书
法的传承与发展，全面回答新时代
书 法 传 承 与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核 心
命题。

汉字和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大一
统的核心。“新时代中国书法的传承与
发展”这一命题，凸显的不仅是国人
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深情，更是中华
民族坚守文化自信和走向伟大复兴的
文化基因。

梳理中国书法发
展的源流、文化内
涵、历史地位、百年
境遇与当下问题，总
结新时代书法传承与
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意义与价值

1. 中国书法与中华文化有着最紧
密的联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体
现和辉煌标本。建立文化自信，无法
绕开中国书法。传承与发展中国书
法，不只关乎书法本身，更关乎中华
文化的根源与血脉的延续。

2.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有
着紧密的关系，“文运同国运相牵，文
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兴盛，思想昌
明，社会才具有凝聚力，国家才能兴
旺发达。书法作为古代文人须臾不能
脱离并与修身养性相结合的特殊技
艺，更是书写者精神风貌的体现，而
人的精神气格亦是国家与时代气象的
表征。

3. 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与代
表性符号，对坚定文化自信，丰实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有着突
出的作用与独特的意义：（1） 在交流

互鉴中充分展现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
与艺术魅力，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
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现中国形
象，讲好中国故事。（2） 汉字与书法
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以书法来弥补科
技快速发展带来的汉字生疏感，强化
字形与字义的记忆，提高汉字字义与
内涵的认知，亲近、深入传统文化。
（3） 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书法承国运之鼎
盛，展现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精
神、新气象。“以文弘业、以文培元、
以文立心、以文铸魂”。

描绘新时代书法
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对于新时代中国书法的发展，一要深
入发掘书法记言录史、立德育人、审
美冶性的传统功能。二要面对新时代
的发展需求，深入思考书法的国家使
命，积极拓展书法的社会功能，陶
铸时代审美，创造精品力作，勇攀
新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

1. 新时代中小学书法教育，培养
新时代青少年汉字书写能力与审美
素养。书法发展的根基在于教育，
从历史规律看，书法的荣衰均与教
育普及程度密切相关。到 2035 年，
构建完备的中小学书法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建立数量充足、质量优良
的书法师资队伍，形成高校与中小
学之间联动培养机制，将专业院校
的优秀书法人才高效输入中小学。

2. 新时代高等书法教育，助力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新
时代美育教育。

3. 完备的社会服务，为广大书法
爱好者提供学赏平台。一个时代的文
化需要引领，更要扎实落地，而只有
扎根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真正满足
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新需求。

4. 新时代书法，倡导“大书法”
理念，强化书法的社会功能，引领高
雅的书法审美，充分发挥书写审美对
于全民族精神文明提升的作用。

5. 完善书法评价体系、话语体
系、理论体系建设，助力新时代书法
可持续发展。能够在“不套用西方理
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遵循艺术规律
的基础上，思考书法新功能的拓展，
为新时代书法的拓展，打造扎实的大
众基础。

6. 实施适应新时代书法发展需求
的人才工程，坚持德艺双馨的书法人
才培养标准，不仅是对崇德尚艺书法
传统的继承，更有助于培育文艺界的
正风正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

7. 新时代书法要在国际交流中，
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承担好

“展形象”的重要使命任务，推动不同
艺术文明互鉴。

8. 新时代书法创作要明确笔墨为
时代审美服务的大方向，创作者要规
律研究，提炼传统笔墨的精髓；还要
用深厚且独具新见的传统笔墨，反映
新时代的精神面貌。

9. 新时代的书法创作需强化书法
的国家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大力开展记言录史主题
性书法创作，拓展书法作品的社会教
育功能。

10.新时代的书法要提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书法工作者要能够悉心感受
时代精神，陶铸时代审美。新时代书
法审美具有人民性，书法要体现以人
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精神。我们坚
信，有了新时代审美的引领，在传统
笔墨深厚积淀的有力支撑下，崇德尚
艺的书法工作者一定能够勇攀新的书
法艺术高峰。

新时代中国书法
传承与发展的新特征

1. 新时代书法具有立足传统、表
现现代、面向未来的内在精神特质。
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将书法创
作与中华文化价值融合，将中华美学
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
中华文化生命力，塑造新时代中国书
法新貌，彰显中国精神。

2. 承古开新，化古为今，新时代
书法艺术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功能特
质。新时代书法要从历史的角度出
发，沉潜文化传统，以强烈的历史主
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
伟大实践。

3. 新时代书法艺术更加紧密地贴

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一方
面，历史悠久的书法艺术源于实用需
求，是时代、生活和社会的产物；另
一方面，新时代将赋能书法艺术，去
记录、呈现、反应、服务当下新时代
国人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

4.守正出新，多样包容，是新时
代书法创作风格特征。“正”是中国书
法的底线，“坚持守正出新，用跟上时
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是新
时代对书法创作的要求，“复归多
元”，多元化、多样包容是未来书法创
作的面貌所在。

5. 德艺双馨，人书合一，新时代
书法工作者人品艺品要保持高度统
一。自古以来，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到
人格品质，都包含在书法评价标准之
内。德艺双馨，也是国家和人民对新
时代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与奋斗

目标。
6. 新时代书法作为中华民族典型

的文化标识意义将更加凸显。书法作
为一种中华民族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以及代表中国典型的文化标识意义，
将随着新时代发展，得到更加深刻、
全面的认识。

7. 随着汉语国际化传播和普及，
新时代书法将迎来国际传播高峰。“一
带一路”“文化出海”“中外人文交
流”等推动的汉语国际化传播和普
及，为书法在海外的传播开拓了新的
道路。

8. 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上下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在国际舞台上开创
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随着中国的不
断崛起，书法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范
围内“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
也必将在全球化时代获得越来越多的
国际认同。

新时代书法
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1. 新时代书法传承与发展，要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需求，也
是新时代书法传承与发展的根本。

2. 新时代书法要坚守为时代明
德、为时代立传、为时代画像的使命
与担当。“两个一百年”中，英雄人物
辈出，建设成果丰硕，国家富强，人
民安居乐业，这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可
歌可泣、荡气回肠。当代书法家要有
强烈的使命担当与生命激情，投身于

“两个一百年”伟大的社会实践之中，
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波澜壮阔的伟

大时代。
3. 新时代书法成为“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支重要力
量。书法艺术既有文化魅力，也有形
式美感，徜徉其间，可以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东方艺术的典雅厚
重和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历程。新时
代书法作品会带着中国精神和时代烙
印，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为中国
故事增添底蕴，为中国声音同频扩声。

4.新时代中国书法要在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上努力探索，在伟大
的时代中，要有严肃而崇高的使命
感，竭尽所能发挥精神才智和创造潜
力，向观众和读者奉献出无愧于伟大
国家及伟大事业的书法精品。

5. 新时代中国书法要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立足祖国优秀文化传统，脚踩祖
国文化坚实的大地，向着人类最先进
的方面注目。融入时代，借鉴吸收世
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心系
民族复兴伟业，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
史诗，努力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书法作品。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历史征程中，书法艺术工作者要认
识到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价
值，自觉承担起继承、发展书法艺术
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伟大征程，正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
量。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为书
法事业奠定了宽广的舞台。传承数千
年的中国书法艺术，一定能够在全社
会的共同守护、努力下繁荣发展。“弄
潮儿向涛头立”，新时代的书法家们一
定能够以翰墨之道弘扬中华精神，彰
显民族境界，扎根人民，直面生活，
守正出新，勇攀高峰，创造无愧于历
史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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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唐诗唐诗 品鉴品鉴 ⑤⑤

■松月泉石，是山
林中常见的事物，也是
山中最优美的景致。诗
人将山林秋晚写得如此
清 绝 ， 又 如 此 富 于 美
感，简直是一幅优美动
人的月下秋山图。

苏轼 《书摩诘蓝田
烟雨图》 说：“味摩诘之
诗，诗中有画；观摩诘
之画，画中有诗。”“诗
中有画”正是王维此诗
显著的艺术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