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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是为保存中华传统历史瑰宝不遗余
力、贡献突出的饱学鸿儒。其晚年在大连旅顺
生活多年，完成大量著作。他在学术上没有争
议地被授予考古学家、甲骨学家、金石学家、敦

煌学家、书法家等众多称谓，被誉为甲骨研究第一人。其
首创甲骨文书法，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继古创新开辟了新天
地。他坚守传统，内生出新的艺术追求与实践对当今艺术
界尤其具有思考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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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至26日，中国书法家协会
组织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及千余名书法家
齐聚绍兴，追本溯源、共论中国书法的当
代发展。究其缘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回到书法本体，找
寻文心，展现书法艺术的独特中华品质
和深厚传统内涵，彰显其中华魂。

呼唤传统、深入传统的前提是对传
统的认知和敬畏。传统是一条流动的
河，历朝历代赋予其新的诠释和解读，加
深其厚度和广度，润泽艺术创作。时风
就是流行之风，是相对于传统而言。当
代书法在以展厅为主要载体后，艺术性
空前凸显，视觉效应应运而生，“展览体”
成为敏感而不可回避的热词。抓眼球，
使许多书法家将功夫下在形式上，下在
对国家大展评委喜好的揣摩上，对获奖
书家的模仿趋同上，导致对书法本质的
疏远和偏离，这种疏远和偏离，使对书法
文化本质的研习浅薄。中国书协举全国
之力扭转时风，以期回归祛功利的文化
初心，注重文墨同辉、守正创新，这是一
条光明的大道。不慕时风，在当下是艺
术界一个紧迫的课题。

学时风，可能短暂尝到甜头，但技
术水准不经传统经典的积淀、锤炼和领
悟，学问养成、人格修为不加重视，线条
结体均是皮毛，仅会闪烁一瞬，经不起
长久考验。书法大家罗振玉是谨遵传
统，不追时风的典范，经岁月的洗礼
后，他的书法艺术愈发显现出醇厚的魅
力和不朽的生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
崇碑抑帖的新风乍起之时，且有燎原之
势，但罗振玉不为所动，潜心于经典与传
统的深研中，尊重法度，自然书写，以书
外之功涵养书法，以学术研究推动艺术
创作水到渠成地出新，如此才有了开创
性的甲骨文书法艺术。

脱颖而出的人，是拥有清醒思考能
力，善于学习积累的人，时风中隐含浮躁、
诱惑、浮于表面及耍小聪明的元素，这些
将使一个人的心灵丢失纯洁和清新、踏实
和沉静，这是艺术创作的大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急不得。

谈谈不慕时风
本报记者 凌 鹤

艺
术
微
论

罗振玉：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开创者
本报记者 凌 鹤

罗振玉（1866—1940年）
浙江上虞人，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

言、叔蕴，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1940
年卒于旅顺。

罗振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十分
重要的人物。他在甲骨学、金石学、考古学、农
学、教育学、出版学、收藏学、版本目录学、敦煌
学、历史档案学、古器物学、书法等诸多领域中
均有着奠基之功和导夫先路之劳。其对中国
科学、文化、艺术、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
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
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
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其一生
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罗振玉书法与篆刻艺术造诣
皆精深，他始终谨守儒家的中和
之美，以书法艺术的实践传播当时
新出土、新发现的大量书法史料。

罗振玉自幼敏而好学，6岁始
读“四书五经”，17岁治金石文字之
学，校勘《金石萃编》。此后，他校
勘前人著录、读碑考释、订正史料、
发表新发现。碑学研究贯穿了罗
振玉的治学生涯。纵观其所藏碑
帖，珍本佳拓数量逾万件，或裱
卷轴，或裱册页，多有罗振玉题
签、钤印或考证文字，为后世研究
提供便利，并形成自身收藏体系。

旅顺博物馆馆员刘兆程说：
“天下名碑拓本尽归于罗振玉。”
罗振玉所藏碑帖范围广泛，内容
包括石刻拓本、砖及瓦当拓本、青
铜器铭文及全形拓本、买地券拓
本、砚台拓本、甲骨拓本等。其中
石刻拓本为数最多，石刻年代以
秦至唐居多，名碑拓本鲜有“漏
网”。拓本年代自宋拓至清拓，尤
以明拓本、清拓本为主。罗振玉
在《石交录》中云：“龙门造像记由
魏迄唐，孙、赵著录才数百品，余
家所藏拓本千五百余品。”

罗振玉毕生殚力治学，著述

等身。他的许多著作珍藏于国家
图书馆中。古史学家、“甲骨四
堂”之一董作宾认为，罗振玉的卓
越学术贡献有五方面：其一为内
阁大库明清史料之保存，总计八
千袋藏书、奏折、公文等；其二为
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著有《殷
墟书契》前编、后编、续编及《殷墟
书契菁华》等；其三为敦煌文卷八
千件写经卷轴之整理，著作多部；
其四为汉晋木简之研究，著有《流
沙坠简》等著作；其五为倡导古明
器研究，撰《古明器图录》及大量
著作，启古明器研究之风。

从书法史本身的视角看，罗
振玉艺术实践主张中庸冲和、重
传统，以临古为书学思想，与当时
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崇碑尚态
的书坛大潮流格格不入。张本义
分析此风气所趋，可谓根深蒂固，
除非时殊世异,待大量新资料涌
现之后不可改变。罗振玉深知其
理，故未正面登场拨正，而是脚踏
实地，充分利用新技术，持之以
恒，大量刊行古人法书资料，开启
人们的眼界，以待水到渠成之日，
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结果。

学者谷翠峰对罗振玉篆刻艺
术做过专题研究，他释读罗振玉
具备深厚的秦汉印基础，筑基的
厚实,不仅仅是从临摹创作的实践
中来，更主要是对秦汉印精神的把
握和认知，体味汉印平淡中的深义
和平正中的变化。感受平正，读懂
平正。在平正中出风格,不过多取
巧章法的变化，而是注重对古朴平
正的精神气质的探索。罗振玉在
罗福颐《鄣庵印草》的序言中说：

“古印玺出于熔铸，其文字皆尔雅
深厚，如对端人正士。”

丛文俊在《雪堂书法叙论》中
有言，书法艺术是中国历代文人
的精神栖息地。书事活动，是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重要的人文关怀
和修炼。孔子早就提出，君子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艺”不仅之为艺，与“道”“德”

“仁”并重。
罗振玉所承继、坚守的中国

传统审美，注重书外学识与修养。
此种理念，曾与晚近潮流不合，但
罗振玉不为时风所侵染。传统的
积淀与生发正是中国传统书法生
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这其中的守
正创新值得今人认真反思。

坚守传统 不慕潮流 稳步出新

1928年，罗振玉离开天津迁居旅
顺潜心研究学问。1931年，其在寓所
后建起一座三层藏书楼，取名“大云书
库”。他在旅顺生活了 12 年，许多重
要著作产生于此。近年来，旅顺博物
馆立足馆内罗振玉旧藏，致力于征集、
保护其散佚文物。辽宁省博物馆、辽
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也存有相
当数量的罗振玉旧藏。

2017年7月至9月，“功在不舍——

罗振玉与明清档案”在旅顺博物馆分
馆展出，此展是旅博“百年纪念”系列
展之一。同时展出的“传古启新——
罗振玉学术成就展”，集中了国内各大
机构的罗振玉旧藏文物精品，包括甲
骨卜辞、青铜器、书画、文献档案、敦煌
文书、明器、罗振玉书画等近 300 件，
是70余年来的首次精品集结，规模空
前。其所引发的对罗振玉学术与艺术
的再研究一直延续至今。

罗振玉不仅治学成就斐然，亦是一
位书法大家。一生遍临经典碑帖，篆、
隶、楷、行、草诸体皆能，书风精严工
稳。其首创以甲骨文入书，开辟书法艺
术新天地。原任大连市图书馆馆长、大
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书法家张
本义认为，罗振玉的甲骨文书法结字之
精、用笔之妙，七八十年后的今人亦难
逮其境。

在今日广受关注的国家级书法大
展上，常见甲骨文作品的身影。当代
人书写甲骨文，多取前人成果，更有甚
者直接抄写。当年的罗振玉书写甲骨
文，却是从零起步。甲骨文书法的诞
生和发展与甲骨文研究密不可分，只
有掌握一定数量，能够辨别释读甲骨

文，并了解其书写规律，方能进行艺术
创作。罗振玉搜罗甲骨文两三万片，
考证出大量的甲骨文字，推进了甲骨
文的识读工作。对甲骨文的文本内
容，他首次进行了分类。在《殷墟书契
考释》一书中，他将卜辞分为卜祭、卜
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
风雨等八类内容，为后世甲骨分类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文是殷人以刀代笔，契于龟
甲兽骨之上的占卜纪事。甲骨文书法
则是以笔墨形式进行艺术表达，罗振
玉将古奥难识的甲骨文引入书法艺
术的殿堂，增加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
感，并向社会推广开来，传播弘扬汉
字蕴含的独特文明。

将甲骨文引入书法艺术殿堂

学界评价罗振玉楷书学颜骨，隶
书习汉碑，行书字体修长，用笔简远，
具仙风道骨。沈曾植曾对罗振玉说：

“学问之事，既为公等垄断，而公之小
行楷书，又复卓绝。我毕生染翰，竟
无入处，此关天事，又复何云。”

罗振玉草书作品虽少见，但仍可
见其结体修长，间有董意；用笔于侧
锋中现出凝重，章法疏朗，一气呵成，
创作意境与所书内容浑然一体。篆
书除甲骨文外，擅《石鼓文》和金文。
他的书法没有放纵恣肆的痕迹，充溢
法度谨严、一笔不苟的书卷气。

由于甲骨文是契刻文字，许多笔
画带有尖锐的字口，很多书写者模拟
此类效果。亦步亦趋的临摹使书写

成为附庸，忽略了其中的意趣。作为
文字学家的罗振玉却注重笔法与笔
意，在他的甲骨文楹联中，以坚挺遒
劲的主笔彰显瘦劲的精神，并辅以略
轻松的笔调抒怀达意，墨的枯湿变化
富妙趣。

罗振玉的甲骨文书法在毛笔与硬
刀、契刻与书写的阴阳刚柔之间，展现
出古老与现代的结合，创造性地体现
书家对甲骨文书法的驾驭能力。他擅
长将甲骨文、钟鼎文、碑额、大小篆、秦
隶书融汇创作，书风简洁古朴、秀颖
醇雅、自然华贵。康有为赞其“疏宕”，
杨守敬誉其“方整雄伟”，徐树钧叹其

“疏散俊逸，别饶意趣”，梁启超颂其
“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

书风守正儒雅 多方融汇

甲骨十言联
一往无前莫如八十九十
万方多事安得三千大千

甲骨七言联
老学不知来日少 幽栖喜与昔日同

甲骨文 与昔

老于忧患

王国维印甲骨文轴

篆书扇面 行楷（唐两封泥跋）扇面(与罗福颐合作) 局部

甲骨八言联 集殷契遗文
旧德先畴人乐其事
龢风甘雨天降之祥

节临
《汉西岳华山碑》

临《石鼓文》

磋商严重受挫责任在美 原则问题中方决不让步 会当水击三千里

（上接第四版）损害市场信心，给
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严峻挑战，给
经济全球化趋势造成重大威胁。

中国政府不会干涉企
业知识产权买卖

美方一些政客经常指责中方
“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
对此，王受文表示，中国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成为
越来越重要的知识产权大国。

目前，中国主要创新指标已
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显著
提升。2017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达 1.76 万亿元，规模居世界第二
位；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38.2
万件，连续 7 年居世界首位；发明
专 利 授 权 32.7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8.2%，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

界第三。
“中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才会使自己的发明越来越多，
才会有其他国家的企业愿意把知
识产权卖给中国。”王受文表示，中
国政府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尊重知
识、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从
而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投资
什么项目，购买什么，或者不购买
什么，完全是企业自己的决定。”
他说，“中国政府不参与企业的具
体商业行为，不会指使或者要求
企业去投资什么项目，或者购买
什么技术。”

中国保护外商合法利
益但企业必须守法

针对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实

施封锁断供等行为，就在发布会前
两天，中国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
体清单”制度。如何解读这一决
定？美资企业和人士是否可能成
为中国政府打压的对象？

“对‘不可靠实体清单 ’不必
过度解读。”王受文说，这一制度主
要针对一些企业违背市场原则、违
背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
国企业进行断供或封锁，给中国企
业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可能还会
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实体，将其列入清单，也是为
了保护稳定、公平、可持续的贸易
秩序。

王受文强调，中国今年出台
了 外 商 投 资 法 ，强 调 要 一 律 平
等 、一 视 同 仁 地 对 待 中 外 投 资
者，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都会

得到保护。“但是，所有企业都
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
国的法律，在中国法律的框架内
经营。”

王受文说，中国整体的营商
环境是好的，但是企业可能会遇
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外商投资法
确定了要建立健全外商投诉机
制，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机制，对个
案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投
诉机制反映。

“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
大。”白皮书指出，一个更加开放的
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
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
世界。

记者 于佳欣 刘红霞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上接第四版）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

开放中与世界良性互动、共同繁荣，今
日之中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其势必不
可挡。

信心之坚，始终坚韧不拔
坚韧不拔、信心满满，这是千千万

万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搏击的精神，更
是亿万中国人民奋力追求美好生活的
写照。

这，正是中国信心的坚实基础、不竭
动力。

数字化无人工厂中，用机器人造机
器人正在上演；人工智能开启认知革命；
高铁、无人机领先世界……制造强国正
在崛起。

旅游、文化、体育等升级类消费欣欣
向荣；无人超市、刷脸支付、线上线下一

体店，新零售不断刷屏；农村电商遍地开
花……满足近 14 亿人口不断升级的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消费大市场吸引全球
目光。

过亿户市场主体、9亿劳动力、以亿
级计算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
者，人才成为宝贵资源，创新创业被赋予
时代荣光，一些领域科技水平从跟跑到
并跑、领跑，文明古国向创新强国进发。

这就是今日之中国，既有直面困难
挑战的韧性和勇气，也有谋求更高质量
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历史会告诉未来。站立在960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
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汇聚近14亿
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今日之中国，在新
时代的长征路上，正以前所未有的奋发
姿态，风雨无阻，浩荡前行。

记者 安 蓓 王立彬 张辛欣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