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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政政职职工工邢邢畅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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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法法无无捷捷径径 勤勤学学可可登登峰峰

用报纸练出比赛大奖

“我们小时候兴趣班没有现在这
样丰富， 二年级时学校有兴趣班， 书
法、 乐器、 绘画， 大家都报， 父母给
我报了书法和琵琶。” 27岁的邢畅现在
是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二公司组织
人事部的职工。 春节时， 她的一曲琵
琶给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她说：
“琵琶考完十级就放下了， 书法对我的
帮助比较大。”

小学二年级暑假， 密云区少年宫
的老师被分配到邢畅的小学授课， 也
开启了她的书法大门。 在邢畅的印象
里 ， 启蒙老师王兴旺是个关心学生 、
一心授课的老师。 每次书法课的内容
都十分丰富， 而邢畅也可以做到专心
致志。

在老师眼里， 邢畅在书法上有天
赋 、 悟性好 ， 逢教必会 。 书法班上 ，
邢畅是那个经常受表扬的学生， 她的
字经常被老师在全班作为优秀范例讲
解。 这给了邢畅很大的鼓励， 也是她
将书法坚持至今的动力。

“父母就是工薪阶层， 对我课业
特别严格， 但是在兴趣爱好上， 他们
非常尊重我的意见。 每次书法班续缴
学费， 他们都非常支持。 我自己也舍
不得放弃。”

邢畅会笑着说自己没童年， 在别
的小伙伴在外面疯玩儿时， 她不是在
练书法， 就是在练琵琶， 等到每天的
任务完成， 也到了睡觉的时间。 自称
性格有些像男孩儿的邢畅， 练书法时
有些与众不同。 这种在常人看来锻炼
静心的方式， 邢畅却都是在音乐和动
画片中完成的。

“从小就喜欢开着电视练书法 ，
或者听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 反正身
边得有动静。” 不好说这是不是锻炼了
邢畅的心理素质， 但是历次需要现场
书写的比赛中， 她都发挥稳定， 预料
之中的夺冠。

这个经常在书法比赛中拿一等奖
的女孩儿， 在家都是用报纸练习书法。
邢畅的成长， 正赶上报业兴盛的年代。
这里的报纸看完留着， 一摞一摞， 都
给她练字用 。 其实报纸的纸质略滑 ，
没有宣纸浸入感好， 但这阻止不了邢

畅的字写得比别人都工整好看。
无论风吹雨打，年幼的邢畅在母亲

的陪伴下，没有落过一节课。 练习两年
书法后， 老师认为她可以参加比赛了，
从报纸上搜罗到各种比赛信息，让学生
自己决定是否参加。邢畅根据老师的授
课要求，反复写作品，最后由老师挑出
来寄到赛事组委会评选。 从六年级开
始，邢畅一路拿奖拿到手软。

“我的字也没有特别出众， 只是
一万次的重复练习。” 邢畅说。

练书法使我快乐

对邢畅来说 ， 从开始学习书法 ，
就一路受到表扬和奖励， 书法从没带
给她艰难的印象。 她自始至终把书法
当成人生中的玩具 ， 想起来就写写 ，
不写也可以。 不过人生中， 有两件事
让她印象深刻。

一次， 北京电视台举办的书法比
赛， 邢畅代表密云参赛， 进入到最后
的录制环节。 从小研习颜体楷书的邢
畅， 心中只有颜体楷书， 但是在高手
云集的电视台录制现场， 这一字体并
不是特别出众。

这让年幼的邢畅感觉特别尴尬 ：
“当时看市里孩子写的都不知道叫什
么， 觉得自己是小地方出来的， 上不
了台面， 回家查。”

那时邢畅已经上高中， 不再在少
年宫上课。 从北京电视台回家后， 她
找机会去了老师家， 主动提出能不能
练习其他字体。 其实， 当时她已经接
触到王羲之的行书， 但是老师根据她
的情况， 认为女生写王羲之的行书手
法较软， 不太适合。 但看着邢畅的样
子， 王兴旺还是给她推荐了隶书 《曹
全碑》， 让她回家练习。

从此， 除了楷书， 隶书也成为邢
畅书法学习的一部分。

第二次让邢畅印象深刻的事在高
考前夕。

高考时， 大家跟邢畅说， 你字写
得这么好， 何不考个艺术类院校？ 从
没想过考艺术类专业的邢畅， 头一次
听说书法也可以报考艺术专业。 她了
解到北京师范大学有书法专业， 虽然
家里不是太支持、 自己也没有特别强
烈的意愿， 但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邢

畅还是报考了书法专业。
“虽然一直练字， 但是理论知识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 当时报考北师大
这个专业的有2000多人， 全国各地的
高手都来了， 现场创作， 会有大开眼
界的感觉，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最
后我的成绩在200多名。” 书法专业并
不是邢畅的目标， 她没有失落感， 但
是， 一次考试让她看到更广阔的书法
世界。

上大学后， 邢畅在书法上更多的
是创作。 她加入了学校的博雅文化艺
术社， 并因出众的书法特长成为社长，
负责内业， 与另一名负责对外宣传的
同学共同管理社团。 每周， 她都会留
出一个晚上， 召集社员学习写法。

如同小时候老师教授她一样， 她
一笔一划地告诉社员如何书写、 如何
提沉、 如何使用气息， 并指出他们的
问题。

职工书画展重逢恩师

邢畅到现在还能背毛泽东诗词 。
这是她进行书法创作的收获。

用她的话说， 小时候进城机会少，

到王府井书店一次， 可得花时间好好
挑书。 父母带她逛书店， 她会几小时
在书架上挑选书法字帖和诗词集， 特
别珍惜机会。 一首诗词反复抄写练习，
最后倒背如流。

工作后的邢畅 ， 并不天天练字 。
通过单位工会， 她参加了市总工会组
织的职工书画作品展征集， 作品一路
畅通参加了展出。 在展览现场， 密云
区书协主席任学增看到了邢畅的字 ，
他立刻记起这位曾经教授过的学生。

“王兴旺老师的得意门生。”任学增
一直没有忘记这名自己也曾教授过的
学生。 他邀请邢畅加入到密云书协，加
强与书法界人士的交流。还将许多字帖
和上等的云龙宣赠予邢畅供她练字。每
到过年过节，邢畅会跟随书协到乡村为
乡亲邻里义务写春联送福字。 在单位，
团拜会的灯迷都是她抄写完成的。

现在， 邢畅开始练习 《礼器碑》，
这是与 《曹全碑 》 两种风格的碑帖 ，
代表了隶书极泽， 是最有代表性的隶
书。 邢畅还有个小目标， 就是通过不
断努力和提高， 加入北京市书法协会，
让书法成为陪伴一生的爱好。

站在你面前， 你会觉得邢
畅还是个少女， 肤白貌美， 一
双大眼睛忽闪忽闪传情达意 。
事实上， 这个1991年出生的女
孩， 自幼习练书法， 包揽了参
加过的北京市艺术节书法比赛
所有一等奖， 现在是密云书法
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