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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栽桃李三千树，愿为书坛育新军
书书法法教教育育家家萧萧华华：：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琳琳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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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光头戴着黑框眼镜， 衣着简单， 举手投足随
意间却透出一股师者温润的风范。 不久前， 记者在京
城闻名遐迩的 “萧华书法大教室”， 见到了著名书法教
育家萧华。

“萧华书法大教室” 也是萧华的工作室， 四面墙
上挂满了萧华和他的年轻弟子的书法作品。 谈及他的
这些童子军的书法作品， 萧华兴趣盎然： 孩子们从小
接受到了这个经典碑帖的训练， 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执
笔运笔方法， 也具备了崇尚正大气象的审美情趣， 他
们前途无量。

20年来， 从萧华书法大教室走出来的弟子已经超
过3000多人， 他们当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最小的只有
五六岁。 如今， 他们当中有500多人在各种书法比赛中
荣获省市级以上奖励， 几十名优秀学生还考入了中国
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等名校的书法艺
术专业。 桃李茁壮， 新苗勃发， 书坛后继有人。 这是
萧华最欣慰的事。

小山村孕育了他的书法梦

1969年， 萧华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 这个地理位
置偏僻的山区县， 却以 “书法之乡” “武术之乡” 闻
名于世， 诞生过成仿吾、 陈天华等文化名人。 提到家
乡这些文化前贤， 萧华都会肃然起敬。 家乡人对文化
的重视， 也表现在对文字的崇敬上。 “从小父母就教
导我， 字就是人的第二张脸， 要写好了才行。” 萧华
说。

萧华出生在一个大家庭， 四兄弟中萧华排第三。
小的时候， 家境贫寒， 在萧华的记忆里， 吃不饱饭是
常态。 但是生活的磨难却没有击垮萧华， 反而让他更
加坚定走书法创作这条路。

据萧华介绍， 他的大哥文史地理特别好， 还能写
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后来， 大哥去部队参军了， 还
经常写信回来鼓励我们练字。 每每看了哥哥俊秀的字
迹， 我都特别羡慕。”

或许就是这时， 在朦胧之中， 萧华心中便埋下了
一颗 “书法家” 的种子。

上初中时， 萧华的数学老师的钢笔字特别好， 板
书也特别潇洒， 萧华由此喜欢上数学老师的书法。 下
课后， 萧华常去欣赏模仿。

“后来， 我们数学老师还夸我说， ‘你看人家萧
华， 钢笔字写的多好啊。’ 从那之后， 我就更来劲了，
连课也不上就专练字去了。” 回想起当年的情形， 萧华
说完， 便忍不住哈哈哈大笑起来。 从那时开始， 萧华
便慢慢认真钻研起了书法。

也正是中学时对书法的喜爱， 让萧华遇到了书法
人生的第一个导师———著名书法家、 后任湖南省书法
家协会主席的何满宗先生。

当年，湖南省举办“五四”书法创新展，年少的萧华
写信给组委会问能否以钢笔字作品参赛。组委会负责人

何满宗亲自给他回了信，表示钢笔字不能参赛，但赞许
他钢笔字很漂亮，并鼓励他早日跻身书法家行列。

著名书法家何满宗的回信， 让萧华心为之一动。
之后， 只要书法上遇到疑惑， 萧华就会给他写信求教，
在信来信去的指导中， 萧华的书法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1986年， 首届全国硬笔书法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 当时正在读高中的萧华， 毫不犹豫就报名参加了。
据萧华回忆， 当时有将近60万件参赛作品， 最后从其
中选1000件参展， 而自己很幸运地成为了其中的千分
之一。

“我记得当时学校奖励了我30块钱， 娄底市教委
奖了我60块钱。 那时候30块钱很值钱， 我吃一顿饭一
毛多钱， 30块钱够我吃两个月的饭了。” 当年的情景，
如今萧华依然记得很清楚。

正是这份荣誉， 给这个山村男孩带来了对未来无
限的憧憬与希望， 也更加坚定了他心底对书法的那份
挚爱， “从那时候起， 我就知道， 书法就是我的人生
方向。”

“北漂” 没有阻挡他的信念

高中毕业之后， 萧华毅然踏上了拜师学艺的道路，
他的第一站是到湖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 在那里他一
边工作一边学习书法。

为了寻找深造的机会， 萧华带着家人选择了北上
京华。 初到北京之时， 身为 “北漂” 一员的萧华吃了
不少苦头。 “当时十元钱， 我们一家人得吃一个星期。
租住蜗居， 多次辗转。 幸亏我们新化人身上都有 ‘霸
蛮’ 的个性， 所以觉得这些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霸
蛮” 就是坚强的意思， 萧华说， 还得感谢小时候吃过
很多苦头， 父亲的坚强也曾深深影响着他， 因此 “北
漂” 的窘境并没有使他退缩。

虽然经济上的拮据， 时常让他陷入窘迫， 却始终
没有击碎他的书法梦。 在 “北漂” 的路上， 他依然怀
揣着梦想， 坚定地前行……

1994年， 萧华凭着扎实的书法功底， 考上了首都
师范大学书法专业， 接受严谨的科班训练。 那时候，
很多课程都安排在晚上， 交通也没有今天这样便利，
即使上课的路程很远， 对于萧华来说依然是风雨无阻，
他没有落下一节课。

正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课堂上， 他得到了欧阳中
石、 卜希旸等名师的指导， 而他则像一块海绵， 如饥
似渴地吸取着中国书法传统的营养。 1995年， 年轻的
萧华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

2004年， 萧华再次走上了求学的道路， 这一次他
考上了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 上课的老师有汤
一介、 金开诚、 沈鹏、 欧阳中石、 王岳川、 文怀沙等
诸多名家。 刚进北大的校门， 已经是李铎先生的入室
弟子、 中国书协资深会员的萧华对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但在第三天， 当萧华上了研究生导师王岳川教授的课

之后， 他深深地被王岳川先生的学问、 思想、 爱国情
怀所折服。 下课后， 萧华情不自禁地拉着先生的手，
激动地说： “王老师， 我需要跟您学一辈子。”

从此， 萧华和王岳川教授结下了不解之缘。 毕业
后， 萧华留在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任教， 一方面给
王岳川老师当助手， 一方面给来北大的学生传道授业
解惑。 一直到今天， 萧华一直跟随王岳川先生， 坚守
在书法教学研究的高地上。

在求学生涯中， 对萧华产生巨大影响的， 还有当
代书坛巨擘李铎先生。

李铎十分看重萧华端正的学风， 正式收他做了入
室弟子。 萧华回忆， 部队出身的李铎老师总是特别正
气， 充满正能量， 每年都坚持做慈善。 在为人处世之
中， 萧华继承了李铎先生的浩然正气和仁慈悯爱之心。
在书法上， 他秉承李铎先生倡导的临 （临帖）、 立 （立
风骨）、 创 （创作）、 变 （贯通） 的思想。 在书法创作
中， 他也坚持在创作实践中， 获得 “万象为宾客” 般
的大气。

生活的磨难， 萧华从不放在眼里。 对于积淀极为
深厚的中国书法传统， 他始终跋涉在拜师学艺的道路
上。 旧学商量加邃密， 新知涵咏转深沉， 萧华终于形
成了独特的书法观念和书法风格。 在未名湖畔， 他将
万顷碧波当作纸， 书写着自己的理想。 在衡岳山巅，
他以千峰峥嵘为笔， 寄托情怀。 萧华诸体皆善， 尤其
擅长魏碑、 汉隶、 颜楷和行草， 他笔法精到， 品位高
雅， 书风雄伟又不失隽秀， 师承传统又能别开生面，
深受学界好评。

“大教室” 催生了一批书法新苗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手机、 电脑、 互联网
等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笔墨纸砚
的书法艺术却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 传统书写
被严重忽视， 特别是青少年已经拿不起毛笔， 写的硬
笔字也是东倒西歪， 惨不忍睹。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
曾任 《青少年书法报》 记者、 《少年书法报》 社长、

《中国艺术报 》 少年书法版主编的萧华很是着急 ，
他经常夜半在斗室里踱步， 思索着书法教育走出困境
的路子。

“总得要有人接过文化传承的棒子。” 萧华决心从
自己发端， 将书法传承与教育的担子担起来。

萧华的想法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大力支持。 上
个世纪90年代末， “萧华书法大教室” 在亚运村炎黄
艺术馆正式招生。 “当时黄胄夫人郑文慧老师特别支
持青少年学习书法， 不但免费提供场地， 70多岁的郑
老师还亲自给孩子上课， 教学生画画。” 提起当年的情
形， 萧华难掩心中的感激之情。

在传授书法过程中，萧华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套独
有的教学方法。 萧华书法教学的突出特点是尊重经典、
依循笔法、艺道并修，简明扼要。萧华书法大教室的授课
教材内容均选自经典碑帖，如隶书则取材《张迁碑》、《礼
器碑》《曹全碑》，魏碑则选自《张猛龙碑》《元桢墓志铭》，
唐楷精选《颜勤礼碑》《多宝塔碑》《九成宫碑》等，行书则
以王羲之《兰亭序》、米芾《苕溪诗帖》为主。 在笔法教学
上，萧华精心研究了历代名家的笔法口诀心法，总结出
了一套正确的执笔法、行笔法和运笔法，使学员们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能正确执笔运笔，从而写出合乎法度的字
体来。

2006年， 萧华书法大教室第一届师生展在炎黄艺
术馆举办， 赢得了大家好评。 当时这些学生中最小的6
岁， 最大的80岁。 “只要是喜欢书法， 我都欢迎。” 萧
华笑着说。

2011年， 萧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第二届师

生展。 2017年在北京八一美术馆举办了第三届师生展。
一批批热爱书法的学生在萧华的培植下成长起来了，
著名国学大家、 书画家文怀沙曾评价道： “书法包含
了萧华对儿童的爱。 他的书法不仅是一门技艺， 而是
一种载附了萧华对书法以及中国精神的钻研。”

“爱心班”寄托着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像萧华这样的成名书法家， 还能不厌其烦手把手
地教小孩子笔法的， 的确是很罕见的， 但萧华始终坚
持着。 他说： 书法的传承靠心手相传， 口诀手授。 特
别是青少年初学书法， 正在打底子阶段， 一开始就要
将最正确最精华的内容传授给他们。

为了让更多人走近书法、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 从2011年冬天起， 萧华开始在北京多个社区开办
爱心书法班， 免费教授书法。 那个冬天， 天气虽然寒
冷， 但爱心班里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暖暖的、 充满了爱。

“爱心班不设门槛，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你喜欢
书法， 想学习书法都可以来， 而且都是免费学艺， 我
们自己贴成本租场地、 买教具。” 萧华告诉记者。 在他
的学员中， 有清洁女工的孩子， 有外来务工者的子弟，
还有保洁员、 保安、 弱智儿童、 聋哑儿童， 及外国朋
友。 受其感染， “爱心班” 每年至少办两次， 萧华的
许多老师和同行， 也自愿加入到教学志愿者的行列当
中来了。

在萧华的学生中， 有位学生与正常人相比反应有
些慢。 他去上别的辅导班的时候， 老师们都不愿接收。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与萧华结缘， 从此书法便为他
打开了大门。 学生流口水， 萧华从不嫌弃； 说一遍，
学生没反应， 萧华就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就这样， 学
生一天天成长起来， 书法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特长。 有
的聋哑儿童听不见， 没关系， 萧华一个一个动作做示
范， 用手势与他交流…… “我不愿意拒绝任何一个喜
欢书法的人。 过去书法给了我人生的希望， 现在我能
用书法给别人带来生活的希望 ， 这正是我希望看到
的。” 萧华说。 如今， 那几位 “不一样的孩子” 还凭借
书法特长升入了大学， 过上了与别的孩子一样精彩的
生活。

“为了书坛薪火相传， 这件事值得
一辈子去付出”

如今萧华书法大教室， 已经走出了3000多名弟子。
萧华的学生， 有的曾在北京电视书法大赛， 获过

冠军 ； 在北京APEC会议上 ， 他的学生为外国元首
和领导人表演书法， 展示中华文化风范……萧华的学
生们， 入门之前基本上都是 “菜鸟”， 几年的训练之
后， 他们基本上都成为了精通笔法、 挥洒自如的书坛
高手， 他们当中获得省市级奖励的有500多人， 其中几
十名优秀学员还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的书法艺术专业。 萧华的弟子也被媒体幽默地称为书
坛 “萧家军”。

萧华很敬仰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一生教书育人影响
了很多人。

“为了书坛薪火相传， 教育这件事值得我一辈子
去付出。 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书法教学工作者，
但是我现在执着地做， 一直坚持下去， 将来不也就成
了陶行知的后继者了吗？” 萧华坚定地说。

为了接过古人书法艺术的接力棒， 让更多人从中
领会到中华文化的精华， 萧华常与古人对话， 从书法
经典中吸取营养， 然后再将这种营养传递给学生。

临帖是萧华每天的必修课 。 无论前天睡得有
多晚 ， 萧华每天都会六点起床， 开始临帖。 在萧华看
来， 临帖不仅是一种学习， 更是一种和古人对话的方
式 ， 能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 ， 也是书法进步的
源头活水。 “我要不断与古人近距离交流， 理解古人
写书法的感觉， 他们写书法的状态， 读懂他们对书法
审美的理解……跟古人对话、 交流中， 我们才会慢慢
提升。”

在多年研习书法中， 他一方面心摹手追经典书法，
一方面研读经史子集， 深入品味六书古文字， 钟鼎款
识、 秦汉碑文、 历代法帖。 在书法用笔上， 深蕴二王
典雅高古， 又能出入秦碑汉简的刚健古朴之中， 力求
汇通中西， 熔铸古今， 从而感悟到中国书法的精神魅
力。 或许这就是萧华能做到 “古不乖时， 今不同弊”
的真正原因。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书法的魅力， 为书法爱好者
指点迷津， 萧华将在长期的教学中， 总结出了一套在
行笔、 收笔、 字形、 章法、 墨法以及临帖、 创作等方
面的书写技巧， 整理成册， 最终成为 《萧华书法大教
室精品教材》， 该书已交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
既有要点讲解， 又有难点解析， 既有理论概述， 又有
实践要领， 对书法学习中的诸多关键性的疑难问题均
有恰当解析， 使其成为了书法教学和自学不可多得的
入室门径。

萧华常把自己比作 “卖烧饼” 的人： 即使是卖烧
饼， 只要坚持卖上二十年， 肯定也会为人所知的。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萧华
相信只要坚持的方向是对的， 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传承书法， 是他一辈子要做的事 。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让当代中国的青少年能在古人的肩膀上
更进一步， 以书法为载体展示中国文化的正大气象和
旷达胸怀， 这就是我愿意终身追求的目标。”

手捧着四卷 《萧华书法大教室精品教材》 书稿， 著名书法教育家萧华感慨万千。 自幼坚持
书法梦的他， 从湖南新化的一个小山村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 为了弘扬中华书法文化， 他创
办了萧华书法大教室， 20年来， 从中走出来的弟子已经有三千多人， 他们当中大部分是青少
年， 还有不少是外地务工者的子弟。 萧华说： 我一生只坚持做一件事， 那就是钻研书法， 弘扬
书法， 我愿意为青少年书法教育事业再耕耘50年。

萧华教爱心班的孩子们写书法。 爱心班的开学典礼上师生合影。 给大理鸡足山九连寺题匾。

2016年参加外国驻华领事馆文化活动。

2014年， 萧华在美国参加书法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