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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 墨”
的 历 史 视 角
——
— 书法“隶变”与书画“笔墨”

钟 家 骥

内容提要

论者认为，“传统笔墨 ”“非传统笔墨 ”同是中国域内的本土存在，后者似应称为广义

的 “传统笔墨 ”。狭义的 “传统笔墨 ”是从书法 “隶变 ”之后确立并取得 “霸主 ”地位的。域外 “非传统笔
墨 ”主要来自西方 “水墨画 ”的传入。“五四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美学观念、构成观念为 “传统笔墨 ”“非
传统笔墨 ”创造了共同发展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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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墨’问题新视角”中，曾提出“传统
笔墨”与 “非传统笔墨”的并列概念，指出 “非

象形符号，尤其是单体象形字，所展示的“图”
“文”共用的空间构成，说它是原始形态的绘

传统笔墨”来自两个方面：域内和域外。域
内，是指非传统笔墨的本土性存在，即 “拖、

画造型程式也好，说它是初创的文字符号也

刷、涂、抹……”的贬义笔墨；域外，是指来自
它国，主要是西方水墨画的笔墨，即 “平直用

罢，总之它们在空间构成上是同一的；其二是
时间意义上的 “同源”——
— 笔墨流程。这里所

笔、笔墨袒露”的笔墨。本文将从笔墨的本土

说的“笔墨”，是指“骨法用笔”的“笔墨”，即被
奉为正统的“传统笔墨”，这种“笔墨”上的“同

性上作必要的历史回顾与思辨。
若想进一步了解中国 “传统笔墨”与 “非

源”，是从汉代的书法 “隶变”开始的。正是
“书”“画”在历史上的两度交合、相互滋养，才

传统笔墨”的关系，就必须进行“笔墨”寻源。

产生出时空一体的传统书画笔墨造型——
— 正

历史可以证明，两种笔墨同属历史性存在，而
且 “非传统笔墨”先于 “传统笔墨”而存在，二

统的 $ 即传统的 % 书法文字造型和水墨画程式

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实际上，它
们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传统，只不过狭义的“传

本文旨在谈笔墨，故不涉及空间意义上

统笔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它的正统性、
主导性和代表性，基本上剥夺了 “非传统笔

造型。
的书法文字构成和水墨画程式构成。

书法“隶变”与“笔墨”

墨”在文人艺坛上的容身权，使它只能活跃在
民间，植根于广大的社会底层。
追溯中国书画的历史轨迹，便回避不了
“书画同源”。“书画同源”同在两点：其一是
空间构成意义上的“同源”。象形文字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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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书法 “隶变”，是指从 “篆书”向 “隶
”
书 的演变。“隶变”在中国书画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它是书与画的第二次交合，是 “传统笔
墨”意义上的书画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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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画史上，“传统笔墨”并非从一
开始就确立了它的正统地位，它由“非传统笔
墨”孕育而生，又与“非传统笔墨”抗争而立。
“传统笔墨”的确立始于书法，汉代的书
法“隶变”，率先在书法领域完成了从“非传统
笔墨”向“传统笔墨”的过渡，而后才被引入绘
画，并相继奠定了 “传统笔墨”在书画领域的
正统地位。换言之，在书法“隶变”之前，被我
们称谓的 “传统笔墨”还无从谈起，基本上是
“非传统笔墨”的一统天下。
何谓“隶变”’ “隶变”包含双重意义，一是
完成了书法汉字从“篆书”向“隶书”的字形演
变，即空间意义上的点划构成演变；二是完成
了从 “平直用笔”向 “提按用笔”的转变，即时
间意义上的运笔过程的转变。前者与本文无
涉，姑且不论，只谈“笔墨”。正是由“隶变”导
致的用笔方法上的改变，才凸显出属于域内
的“传统笔墨”与“非传统笔墨”的分野。或许
有人问：“难道‘隶变’之前的书法用笔就没有
‘提按’吗 ’ 比如篆书。”可以肯定地回答：
“有。”但那是不完全的 “提按”，如当时篆书
中的 “提按”只表现在落笔和收笔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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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书写快感——
— 一种浅层的生理心理满
足。然而，由于他们的地位卑微、生活忙碌、修
养浅薄，根本不可能把 “提按用笔”的书写方
法升华为自觉的美学追求。倒是被文人士大
夫阶层悟出奥妙，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充
裕的闲暇、见多识广的文化素养，倾其心力，
把尚显率直稚气的 “提按用笔”，当成一种寄
情于书的精神追求。就像东汉光和年间，赵壹
在 《非草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夕惕不
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
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
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
血，犹不休辍。”特别是到了魏晋时期的文人
手中，不仅笔法渐丰，且凭借其文化素养，为
“提按用笔”赋予了哲学、美学意义——
— 笔力
“中和”的蕴涵美，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
所谓“传统笔墨”的“霸主”地位奠定了根基。
此间的二王 ( 王羲之、王献之 ) 书法，代表了
“传统笔墨”在书法领域的成熟。据书画史记
载，文人自汉代以后，大多书画兼及，故将书
法用笔引入绘画势在必然，这大概也是“文人
画”一说的最初原由。但相对而言，绘画造型

体现在运笔的全过程。 “右军也反对用笔直
过，直过就是不用提按而平拖着过去”、“‘提’

熟晚于书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此，只要

和‘按’必须随时随处结合着，才按便提，才提
便按”( 沈尹默 《书法论丛》) ，惟此，才是真正

把汉、魏、晋的同时代书画加以对照，即可明
辨。至于书、画“传统笔墨”的并驾齐驱，则是

狭义上的“传统笔墨”。此说已为古今书画界
所公认，无须细言，只要把“秦篆”“汉隶”顺时

唐宋以后的事了。
“传统笔墨”主导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

排放，便可对其渐变过程一目了然。“提按”
的随时随处结合，为用笔的 “顿挫”转折提供

着“非传统笔墨”的消亡。自汉至今的两千余
年，“非传统笔墨”从未断过香火，敦煌壁画中

了方便，不仅丰富了笔法，同时增强了笔墨韵
味，从而在用笔技巧上奠定了书、画 “传统笔

的色块平涂、民间日用陶瓷中的率真彩画、北
方乡村的 “影壁画”( 照壁画 ) “炕围画”“中堂

墨”的共同根基。

画”、各地园林中的廊、阁彩绘……都可以找
到大量 “非传统笔墨”的踪迹，它活跃在民间

必须提及的是在汉代以前，文字书写多
由社会地位低下的 “刀笔吏”承担，他们从大
量的书写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时至汉
代，一些心灵手敏的 “刀笔吏”终于体验到，
“提按用笔”不仅可以提高书写速度，而且能

与画面整合远比书法复杂，故绘画用笔的成

画工的手中，植根于广大的庶民百姓，虽没有
“传统笔墨”来得高雅，却满足了基层劳苦大
众的审美需求。如果说“传统笔墨”属于上流
社会的“阳春白雪”或“文言”，那么“非传统笔
— #%& —

“笔墨 ”的历史视角

墨”当属 “下里巴人”或 “白话”。正是这两类
不同的笔墨，共同构筑了中国书、画史的完整

史机遇。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历史，并非没有

性。

与域外交流的记录，但这些交流多处在同一

以上所述，旨在以简约的史实说明“非传
统笔墨”先于 “传统笔墨”而存在，以及 “传统

文化圈内，即伦理学统摄下的文化形态，而且
由于中国身居该类文化的强势地位，所以，历

笔墨”身居主流地位的历史成因，这一过程无

史上虽曾出现过印度佛教文化、中亚文化的

疑存在着它的历史合理性。

大量传入，却因其仍属东方伦理学的统摄范
畴，根本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冲击，

“笔墨”历史辩证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对史实的读
解，只有靠现实、现世的当代人才能进行，当

始终能够保持着兼容并蓄的安然姿态，反倒
为 “传统笔墨”的顺向发展提供了滋养，并将
其成果向周边国家辐射，受益之甚莫过于日
本。然而，时至清代，特别是 “五四新文化运

以，当代人对历史的解读绝不可能是历史的

动”前后，当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遭遇
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传统笔墨”的价值观受

翻版，必定打上属于当代的烙印。

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这一次率先应战的不

代人不可能重返生命跨度前的历史时空，所

历史的合理性并不能囊括现实合理性，
否则，我国根本用不着改革开放，历史的非重
复性延续，意味着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站

是书法，而是绘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处于
“正统”之巅的中国传统水墨画，至于书法，则

在当代人的立场，以唯物辩证的智慧思考历

是迟至“改革开放”后，才引起反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 “科学民主”，大

史与现实，才能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觅出当

量引进包括绘画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化、现代

代人理应肩负的责任，在所从事的领域作出

观念、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使中国看到了迥

应有贡献。出于此，有必要对 “笔墨”进行如

异于东方的另一种文化——
— 认识论统摄下的

是思辨：

西方文化。中国绘画界的先驱们求知若渴，远

第一，必须承认，“传统笔墨”的主流地位

渡重洋，其间那些敢为人先的中国画家们，首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在漫长的历

先领略了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焦点透视、

史跨度内，经文人士大夫的不懈努力，使它具
有了 “非传统笔墨”无法与之抗衡的文化底

人体解剖、光影画法、色彩造型，并在国内兴

蕴。同时，也必须承认，“非传统笔墨”先于
“传统笔墨”而存在，并自古至今活跃在中国
的土地上。所以，本土意义上的 “非传统笔
墨”也应属于广义上的传统，只不过它不处在
主流地位罢了。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业已

办洋学，倾心传播，初步完成了西画的本土移
植。刘海粟、徐悲鸿当为代表。中西两大文化
体系 $ 含绘画体系 % 的碰撞，当然引起传统保
守势力的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是局外人难
以想象的。尤其当西方水墨画与中国本土水
墨画的贴身近战时，更使中国传统画家们深
感切肤之痛——
— 一贯遭 “传统笔墨”嗤之以鼻

存在的史实与现实。
第二，“传统笔墨”与 “非传统笔墨”都存

的 “非传统笔墨”，竟在西方水墨画中堂而皇

在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如果说，封建统治下
的闭关自守，是“传统笔墨”发展的历史机遇，

之地存在 & 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困惑长
期迷漫着中国画坛，时下张仃、吴冠中的 “笔

那么科学民主、改革开放，则为“传统笔墨”和
“非传统笔墨”提供了公平的、共同发展的历

墨”之争，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的论辩，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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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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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改革开放”
后，西方现代艺术及观念的引入，进一步开阔
了人们的视野，深化了民主理念和科学精神，
一些具有当代审美眼光的书画家发现，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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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传统笔墨”在变，“非传统笔墨”也在
变；“笔墨当随时代”’ 石涛 ( 既适用于“传统笔
墨”，也适用于 “非传统笔墨”；艺术活动是一
种创造性活动，绝非“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

可以与 “传统笔墨”兼容、并存，而且通过

“变”是存在的前提，更是发展的需要。历史上
从来没有抽象、恒定的 “笔墨”标准，现在的

非程式化的空间构成，不论将其用于具象描

“原汁原味儿”实际上已经“变味儿”，谁能说、

绘或抽象表现，乃至在书法的文字结体和空

谁敢说张仃先生的焦墨山水没有变味儿 ) 他
画面上的“擦法”恰是“非传统笔墨”。还应看

方的 “非传统笔墨”并非洪水猛兽，它不仅

间布局上，都可使作品产生不同于 “蕴涵
美”的 “率直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
助西方 “现代构成”理论，为 “非传统笔

到，当今的时代，任何书画式样都不可能重登
“霸主”宝座，当代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属历

的构成意味和视觉冲击力。当然，这是在弱

史必然，无疑为 “传统笔墨、传统水墨画”和
“非传统笔墨、非传统水墨画”的平等共生提

化 “提按”、强化 “构成”的移位中获得

供了有益空间。事实证明，这也是当今书法界

的，它必然导致 “非传统笔墨”的大量介

所面临的情境。因而相互诋毁不如互相切磋，

入。对此，林风眠不愧为拓荒者，黄永玉、
吴冠中及部分中青年书画家，则拓宽了“非传

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具体到某一画家
或书家，何时采取何种笔墨式样，一是要看该

统笔墨”的表现空间；而坚持“传统笔墨”的潘

书画家的知识结构、笔墨能力，量力而为；二

天寿，则在画面的整体构成上，为传统水墨画

是要看创作需要，有感而发，以情定言，言而

的发展增添了精彩的一笔。其实，古人早就
对 “非传统笔墨”的 “合法化”做过尝试，比如

有衷。对于书、画教学来说，则需要全面讲授，
切忌偏激，以情率法，综合练习，不可偏废。一

“龙门二十品”中的某些 “魏碑”以及金农的
“漆书”，只不过历史时机未到，缺乏强有力的

家之言固然可贵，却不可以“一家言”废“百家
言”，我们毕竟生活在多元化的时代，需要有

美学支撑，自然难成气候罢了。

多元化的胸怀。

墨”赋予了现代美学意义，大大增加了画面

通过对相关历史的回顾与思辨，深深体
会到：任何事物，“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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