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北京京展展览览

□娄敏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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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国美术馆典藏活
化系列展 ： 任重高远———于右
任、 高二适书法展” 在中国美术
馆开展， 展览共展出于右任、 高
二适书法作品20余幅， 显示了书
法家们在草书创作、 研究以及应
用普及方面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两人的出身
不同， 境遇有殊， 师承、 取法也
各有差异， 却有着共同的艺术精
神追求。

于右任出身贫苦， 一生爱国
恤民 ， 经历丰富 ， 颇具传奇色
彩， 由于在新闻界和政治界有着
突出影响， 造就了其胸怀天下的
艺术气质。

展厅正中有一副行楷书七言
对联， 最能体现于右任早期的书
法面貌： “袖中异石未经眼， 海
上奇云欲荡胸”， 十四个字， 大
笔纵横， 开张雄阔 ， 却 又 冲 淡
清 奇 。 于 右 任 书 写 有 雄 浑 庄
伟 之 气 ， 他 写 行 楷 时 ， 以 汉
隶和魏碑为底蕴 ， 崇尚力量 ，
平实中见雄浑； 写行草书时， 擅
用圆笔， 起笔稳重， 收笔沉着，
纵横流荡。

晚年的于右任致力于草书标
准化、 规范化工作， 从而创立标
准草书社， 确立 “易识、 易写、

准确、 美丽” 四原则， 为草书文
字的书写树立规范。 他首创 “于
右任标准草书”， 编订 《标准草
书》 刊印时， 分文不取， 只要求
出版商把价格定得低一些， 以便
于读者购买。 后世因于右任书法
成就将其称为 “千古草圣” “中
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 于
右任的 “于草” 也被人视为千金
难求的瑰宝。

高二适的书学根植于中华经
典文化精华 ， 在作品 《四体书
谱》 中， 他以行、 草、 楷、 隶四
种书体抄录了唐代著名书法理论
家兼书法家孙过庭的 《书谱 》，
全卷笔力弥满、 意态婆娑、 行气
淋漓， 可见他融 “今草” 与 “古
草” 为一炉的高超技艺。

高二适善于帖学， 尤喜唐太
宗父子书风。 他对读帖、 临摹敏
于思考， 常有碑帖上随感而发的
眉批、 评注、 题记、 跋语， 皆为
一时一境之感悟心得 ， 反复体

会。 在学习的过程中， 高二适不
仅细心研读每个字的形质、 神采
等书法本体要素， 还在纵向上考
其由来， 从文字书体的演变上探
其原委。 这种书法研究方式使得
他始终能在自由的状态下享受临
书的快乐。 展厅中有一幅 《刘桢

公宴诗一首》， 是高二适创作于
20世纪70年代时的作品， 体现了
他晚年的 “二王” 书风。 刘桢是
东汉末年名士， 为 “建安七子”
之一 。 高二适十分偏爱这一首
“公宴诗”， 这件作品也被写得草
意连绵， 墨气淋漓， 体脉遒劲，

有风樯阵马之势。
高二适治学严谨是在书法圈

出了名的， 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
是与郭沫若真伪论辩王羲之 《兰
亭序》 的一段佳话。 1965年， 高
二 适 独 持 己 见 ， 先 后 撰 写 了
《 〈兰 亭 序 〉 的 真 伪 驳 议 》 和
《〈兰亭序 〉 真伪之再驳议 》 两
文， 立论精严， 援据充分， 确证
《兰亭序》 非伪。 其 “素不乐随
人俯仰作计” 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于此可见一斑。

高二适经常将学习书法的感
受与挚友分享， 这些感受也被留
在了通信之中。 在此次展览的展
厅中便陈列了不少高二适 《致陶
白手札 》， 其中一封这样写道 ：
“陶老先生： 承枉驾， 又闻即返
扬城， 不克往返， 殊悒悒也。 奉
拙诗一首为公解嘲， 可乎？” 书
法家将自己生活中的琐事与感
受， 一一告知对方， 让观者颇觉
有趣。

民国书家巨匠再“聚”北京

■■22002222相相约约北北京京

“真好玩， 一直在电视上看到的冰壶运动， 今天我也体验到了。”
焊工李师傅在体验了旱地冰壶后非常开心。 1月15日 ， 一场主题为
“助力冬奥会， 一起向未来” 的冰雪运动进工地暨慰问活动在中建二
局安装公司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海陀塔” 项目现场举行， 建设者们
体验了一场别样的工地冬奥会。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冬奥建设者体验冰雪运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演艺集团第二届新春贺岁演
出季启动。 “京演赏大戏” “戏
曲过大年” “京味儿有好戏” 三
大板块精彩内容将陆续在国家大
剧院、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 全国
地方戏演出中心等20余个剧场亮
相， 给观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据了解， 评剧、 木偶剧、 舞
剧等多样艺术品类剧目亮相演出
季。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 北京
儿童艺术剧院制作的儿童音乐剧
《冰墩墩雪容融之冰雪梦》 将于2
月12日、 13日在石景山文化艺术
中心上演； 同样是由北京演艺集
团出品 、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

演， 根据著名作家叶广芩同名儿
童文学作品改编的儿童剧 《耗子
大爷起晚了》 将于1月20日至28
日在民族文化宫大剧场驻演14
场。

由中国评剧院、 北京市河北
梆子剧团、 北京市曲剧团三大戏
曲院团特别推出的“戏曲过大年”
系列演出即将在全国地方戏演出
中心登台献唱。 2月1日至4日，中
国评剧院将带来评剧《向阳商店》
等；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也将上
演河北梆子经典剧目；2月5日至6
日， 北京市曲剧团将带来经典剧
目《龙须沟》等。

北京曲艺团将于1月31日至2

月6日策划推出 《新春送福———
春节好戏连连看 》 系列线上演
出。 七期主题不仅独具年味儿与
新意， 节目也紧扣主题， 包含了
快板、 相声、 单弦、 河南坠子、
西河大鼓等多种曲艺形式。 汇集
北京曲艺团众多优秀青年相声演
员的相声专场 《新春送福》 也将
在2月4日于顺义大剧院为观众奉
上精彩的笑料包袱。

此外，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新
创剧目 《大象来了》 将在2月2日
和3日首演。 北京民族乐团也将
于1月24日在国图艺术中心带来
《书香筑梦 金虎纳福》 民乐特别
演出。

北京演艺集团第二届新春贺岁演出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领春
联、 测血压、 学冬奥知识、 观看
演出……日前， 2022年朝阳区文
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集中示范
活动在朝阳区管庄乡文化服务中
心拉开帷幕。

此次集中示范活动开展了文
艺演出、 科普互动、 医疗义诊、
法律咨询等五大类服务， 为朝阳
农村地区群众送去了丰富的 “精
神年货” 和新春祝福。

“今年的 ‘三下乡’ 集中示

范活动在继续推进 ‘订单式’ 服
务模式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 ‘展
示+体验’ ‘讲解+制作 ’ 等多
种互动模式， 将各类特色服务活
动送到百姓身边， 让广大群众在
体验中增长知识、 开拓眼界， 共
享发展成果。” 朝阳区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 2022年
朝阳区 “三下乡” 活动将贯穿全
年， 并与本年度深入农村、 深入
基层的系列活动相结合， 为农村
地区百姓送去更多优质服务。

朝阳村民收到“精神年货”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也许是因为比赛进入到抢分
的关键时期， 也许是因为长期集
训让球员心态发生改变， 最近几
轮的CBA联赛“热闹”异常，而这
种“热闹”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各种“超技术”犯规，各种吵闹叫
骂， 这些行为无疑会让联赛的公
众形象受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体
育还处在专业化时代， 当时比赛
中有一句口号———“宁失一球，不
伤战友”。这句口号放到现在依然
适用，尽管球员各为其主，都有自
己的职业俱乐部， 但健康依然是
第一位的。 职业运动员的身体是
自己“吃饭”的“家伙什儿”，自己
要保护自己， 同时也要保护 “对
手”。 都是吃篮球这碗饭的，你凭
什么砸人家“饭碗”。 有些运动员
在场上做一些小动作，比如挥肘、
垫脚等， 有的是长期养成不规范
的技术动作， 有的则是纯粹心理
上想要占便宜。 CBA有义务告知
全体运动员， 要杜绝这种伤人动
作的发生。教不严师之惰，现在很
多教练有意无意间鼓励队员做
“超技术”动作，这就是把作风顽
强和粗野混为一谈了。

很多教练， 甚至算是名帅的
教练，自己都很难控制住情绪，还

怎能让手下年轻球员控制情绪？
近来的CBA赛场上， 出现了教练
员之间互相谩骂的场景， 在空场
比赛的背景下， 有些脏话通过电
视转播， 清晰地传到了全国球迷
的耳朵里。 体育比赛充满身体接
触和激烈竞争， 不可能像听音乐
会那样安静，但也绝不是“流氓群
殴”般野蛮。这样的骂声让整个联
赛为之蒙羞。 如果不经常看联赛
的人， 只看到这个场面会以为联
赛的标签就是野蛮。 有的教练说
了，他骂我了，我就得用更脏的话
去骂他。这种觉悟，连幼儿园三岁
的小朋友都不如。 有些教练动辄

就撒泼般大吼大叫， 可到了国际
赛场，却像只“小猫儿”般安静，这
样的窝里横两面派作风， 有意思
吗？ 你是不是就会欺负国内的同
行和裁判？

所有教练员、 运动员必须尊
重这个联赛、珍惜这个联赛，疫情
下联赛都操持起来， 让所有人还
能端稳这个饭碗， 的确是不容易
的事情，谁也不能破坏这个氛围。
CBA受到很多青少年球迷的关
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言行，对青
少年爱好者影响很大， 职业联赛
必须是青少年的榜样， 只有榜样
才配得上去被模仿。

CBA联赛应该是青少年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