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谢婷婷 采写何玉新

由“美日美字”编辑的《新版小学
生必背古诗词190首》近日出版。这
套书特邀全国少年儿童书法、硬笔书
法大赛暨规范汉字书写大赛监审评
委、指导教师谢婷婷提供生字手写示
范和书写要点讲解，扫描书中练字页
的二维码，即可观看谢婷婷老师的手
写示范视频，能让小朋友更直观地学
习。对于小学生来说，规范书写是卷
面分的保证，更是一项让人受益终生
的技能。谢婷婷告诉记者，她希望能
为写字爱好者提供全方位的书写服
务，让大家都专注于汉字书写，发现
汉字之美，让书写回归日常生活。

写字可以修身养性
容易上瘾，越写越开心

我自幼学书法，家风严厉，从小在
书写上就格外认真，不仅会一笔一画
地写，更会注重每个字的书写正确，不
涂不改。自我上学起，母亲就要求我

在书写作业时干净整洁，并且严禁我
使用橡皮。小学一二年级那段时光非
常艰难，只要写错一个字，妈妈就会把
整篇作业都撕掉。我一想到写作业就
会哭，觉得非常痛苦。但是过了那段
时期以后，我发现自己的书写水平越
来越好，我的作业渐渐成为范本，经常
得到老师的表扬，在班上展示。身边
表扬我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就越来越
喜欢写字。所以我觉得枯燥是练字必
经的过程，熬过这一段，你就能收获很
多成就感。

后来，母亲带我报名了当地的书
法学习班，开始系统地学写字，也就结
识了我的启蒙老师。在启蒙老师的指
导下，我第一次知晓了“欧颜柳赵”四
种字体，第一次接触到专业的书法知
识。我也从颜体书法入手，正式踏上
书法艺术的学习之路。

随着学习书法的深入，我的书法
水平开始远超同龄人，在上小学和初
中的时候承担了板报书写、文化活动
组织等任务。大学期间，我多次获得
各种书法比赛的奖项，大学里的书法
教师甚至让我免去期末考试，担任监
考，督促、协助其他同学练习书法。我
觉得这是对我书法水平的认可和肯
定，使我更加热爱书法艺术。

工作之后，因为机缘巧合，我在学
校从事了书法教学工作，这让我发现
当今中小学生的规范汉字书写水平存
在一些问题，也促使我下决心从事书
法教育培训行业。2013年，国家开始
提倡规范字的书写，也是在这个时候，
作为书法老师的我，认为有责任做好

规范字的推广。我成立了北京净雅书
院，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召集一
批热爱书法的人，一起推广书写，一起
推广规范字，让大家都能写好中国字。

我在练字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瓶
颈，曾有几年在书法创作上一直无法
取得突破，这是因为临帖太久，无法出
帖导致的。为了突破这个瓶颈，我坚
持不断向名家学习，工作再忙也会去
博物馆参观经典书法作品真迹，看得
多了，眼界也会变高，自身的创作水平
就提升了。

书法确实可以修身养性，我现在
每天上午都会煮一壶茶，挑一本自己
喜欢的帖，慢慢临写。在临帖的过程
中，我能切身去体会书家作者在创作
时的心境，让自己更能洞察书法的特
点和美。真正喜欢书法的人，会觉得
写字是很容易上瘾的事，因为你会越
写越开心，越写越有动力，你的所有努
力都会得到回报。

书法是“四大国粹”之一
每个人都应该把字写工整

有人认为练字是天赋游戏，也有
人认为只要肯努力就能把字写好，其
实如果想成为书法家，当然需要天赋，
但如果只是想把字写工整、写规范，我
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我教过很多
学生，其中不乏天资一般的孩子，多丑
的字我都见过，但只要经过科学练习，
他们都能把字写工整、写规范、写好
看，所以，想写一手好字并不难。

我觉得，从小养成好的书写习惯

非常重要。书写的时候要认真并动脑
去思考，书写时要慢一点。因为如果写
得太快，写字的时候不去观察和思考，
这样肯定不行。练字是需要反思的，时
刻都要观察哪里写得不对，及时发现问
题并进行调整。
从小被母亲禁止使用橡皮这段经

历，我常常会讲给学生听，因为这对于
孩子们来说非常受用。他们听了我的
经历后也很受启发，回家就会跟家长说
起这个故事，也要求自己不再用橡皮，把
橡皮交给家长保管。久而久之，我的学
生们也改掉了用橡皮的习惯，每次书写
的时候都非常认真。
我有一个学生叫白明珠，是河南省

平顶山市的一名特困生，家里条件很艰
苦，她非常喜欢书法，只是苦于家里的经
济条件，没有办法进行系统学习。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这位喜爱书法的
小女孩，便让她从零开始跟着我在线上
系统学习书法。她自己非常刻苦，每天
坚持练习，从没中断过，现在才过了不到
一年，她的进步已经非常大了，今年获得
了全国硬笔书法大赛“小中组”第一名。

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听她爸
爸说，白明珠经常会写到半夜12点。而
且这孩子对书法也有足够的好奇心，有
什么不懂的都会在线上问我。关于天
赋，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可能她的理解性
非常好，手也比较稳。但即使这样，她起
初学习时也没有比其他孩子水平高太

多，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主要还是因
为她足够勤奋和认真。

中国是一个诗词的国度，自商周始，
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代又一代的
孩子受古典诗词启蒙。小学生正处于记
忆力强、可塑性高的黄金学习年龄，若此
时多读、多写经典古诗词，其智力、审美
力、想象力都将得到更好的发展。古诗
词与书法相映成趣，这也是我为《新版小
学生必背古诗词190首》提供生字手写
示范和书写要点讲解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反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质和风貌，是
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这其中，书法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艺术，是我国“四
大国粹”之一，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艺
术。我们的汉字就是方块字，是象形文
字演变而来的，每一个字在造字之初都
是一幅图画或者一个故事。那么，我们
从汉字入手，通过学习书法艺术，继而引
导孩子认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他
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可以说是
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手机、电脑代替了纸笔
但推广书法特别重要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书法指导纲要”
明确指出，小学一二年级以硬笔规范书
写为主。要先从硬笔规范书写开始，让
孩子掌握用铅笔如何把字写工整、写规
范。三年级以后增加毛笔书法的学习，
主要以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帖作
为临习范本。这个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由国
家以《简化字总表》和《通用规范汉字表》
的形式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和传承字，不
规范字是指繁体字和异体字。在平时规
范字的练习中，我都会对学生强调五点：
第一是双姿的规范，握笔和坐姿，一定要
标准；第二是笔顺的规范，笔顺不能错；
第三是笔画的规范，笔画书写一定要精
准；第四是结构的规范，结构一定要合
理；第五是章法的规范，汉字是有章法

的，要控制好字的大小。
规范字和我们平时的日常书写肯定

是有区别的，比如，现在很多成年人喜欢
临写古帖小楷，但古帖小楷字体结构和
我们现在的字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小学
生来说，容易把这些字体弄混淆，所以规
范字和我们日常的硬笔书法练习不完全
一样。小学生肯定是要练规范字的，因
为这即是国家的规定，也是学校的要求，
不仅是考试的加分项，也是现代小学生
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规范字的书写对小学生非常有用，
孩子从小学入学阶段就要学习规范书
写，如果写字不规范，考试是会丢分的。
除了考试，养成规范的书写习惯，对孩子
的行为规范也很有帮助，因为孩子在规
范书写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观察横平竖
直，一笔一画地把字写出来。受到写字
的影响，孩子从小做事就会非常有条理，
言行举止也会更加规范。

我一直在想，通过线上方式是不是
可以帮助更多海外华人华侨把字练好，
也能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规范汉字，我觉
得这对于我们汉字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以我目前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
汉语语文教材，从小学习的都是繁体字，
海外华人华侨也不了解什么是规范汉
字。因为当地老师的中文水平有所欠
缺，所以他们的书写水平还是不高。现
在东南亚很多华文学校开始使用我国教
育部出版的教材，这让他们对规范字有
了更多的了解。

现在手机、电脑代替了纸笔，大家都
不经常写字了，但我认为坚持推广书法
特别重要。我常想，如果我们中国人不
能把汉字写好，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啊！现在很多书法老师会更多关注自身
的发展，这没有什么不对，我自己也有生
存压力，但是在生存之外，我有一个更大
的规划和畅想：重拾手写是我的初心，希
望通过我的努力，带动更优秀的人，让全
世界的炎黄子孙都能写好汉字。为了这
个美好的畅想，我一直在努力。

1969年，白燕升出生于河北黄骅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边有
一个哥哥，四个姐姐。那时家里穷，上大学之
前，他甚至没拍过一张照片。
白燕升好像骨子里就带着戏曲细胞，从

记事起就喜欢上了戏曲。村里有个戏班子，
父亲白金林是教戏的老师，会唱上百出戏。
白燕升常听父亲在家唱河北梆子，家里的许
多唱词、台本成了白燕升的最爱，懵懵懂懂知
道了戏里的故事，学会了不少戏。
上学后，白燕升常跑到戏班子里听戏。

有一次父亲不在，他大着胆子当众唱了一段
河北梆子现代戏《渡口》。大家都惊呆了，没
想到这孩子唱得那么好。几位长辈去给白金
林做工作，白燕升开始正式跟父亲学戏。
随后几年，白燕升跟父亲学会了十几出

戏，《南天门》《窦娥冤》《辕门斩子》《秦香莲》，
小生、老生、青衣、花旦，每个行当都唱得有板
有眼，有声有色。他常跟着戏班子走街串巷，
挨村挨镇演出，在沧州地区，十里八村都知道
有个会唱戏的“小神童”。
高考前，母亲病重，每天忙着复习功课的

白燕升担心母亲的病情，高考成绩也受了影
响。母亲去世，没看到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
书，这是白燕升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987年，白燕升走进河北大学的校门，

学的是中文，先后获得全国及全省大学生演
讲比赛大奖，毕业后进入保定电视台，又调入
河北电视台。1993年，央视选拔主持人，白
燕升从全国6000多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
但河北台不放，耽搁了一年，几经辗转，他终
于美梦成真，进入央视，可这时岗位没了，在
几个栏目间游走，《电视你我他》《文艺广角》，
连《半边天》这个女性话题栏目他也主持过。
1996年1月1日，伴随着央视戏曲·音乐

频道开播，从小爱戏的白燕升找到了自己喜
欢的位置，在通向梨园的路上默默前行，把不
时髦、不流行的戏曲节目主持得风生水起，赢
得了观众的尊重与喜爱。这位懂戏、在行、有
书卷气的主持人，一步步走进千家万户，走进
了戏迷的心里。
白燕升的人生中还经历了一段感人的故

事。1998年，他与做财务工作的周佳相爱结
婚，谁也没想到，1999年的一天，周佳出了车
祸，医生断定人瘫痪了。这对白燕升打击很
大，但他没有绝望，而是积极地鼓励妻子，精
心照顾妻子，背着妻子上下楼晒太阳，做康复
训练。两年后，妻子奇迹般地康复了，并打破
了医生说她今后不能生育或者生育就有生命
危险的判断，顶着压力顺利生下女儿果果，时
隔几年又给他生下了儿子。这让白燕升更是
感动于爱情的力量，也以更加乐观的人生态
度，积极投入到事业之中。

巧妙即兴发挥
润物细无声地推广京剧

我与燕升结缘是因为戏。我不会唱戏，但生
长在评剧之乡宝坻，浸润在浓厚戏曲土壤之下，对
戏曲有一份特殊的感情。2003年，朋友介绍我俩
在北京相识，那时他已是知名主持人，主持风格大
气流畅，儒雅率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见面交谈
后，我更被他的学识、气质所吸引，彼此谈得很投
机、很投缘。我直言不讳：“今年是宝坻电视台建
台十周年，我们想搞一次大型晚会，请您来给主持
一下，可以吗？”燕升很爽快：“没问题，您把录制节
目的时间定好后告诉我，我提前安排。”

晚会定在2003年9月27日下午一点半在天
津电视台录制。其实燕升那两天特别忙，头天他
在黄骅老家主持“冬枣节”，第二天上午11点才能
赶到天津，晚上7点又要到国家广电总局主持一
场晚会。但是他对主持宝坻台的节目没有丝毫懈
怠，让我和宝坻广电人大饱眼福。

他知识渊博，内涵深厚，在台上的应变能力着
实让人心服口服。一首歌曲结束后，燕升上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说京剧艺术真的是非常
奇妙，一把京胡，两根皮黄，就把黑头发、黄皮肤的
中国人聚在了一起，这确实是京剧艺术的魅力。
我们不妨想想，在艺术的百花园中，芭蕾是人家
的，交响乐是人家的，连话剧都是人家的，我们说
戏曲集大成的京剧是我们纯粹的国货，我想我们
不管喜欢不喜欢它，都应该从心里尊重它，因为它
太中国化了。那好，接下来我要请出我的同行，宝
坻人民广播电台的刘淑霞，为大家演唱京剧《凤还
巢》选段，我们掌声欢迎。”

事实上，主持词里面并没有他前面
说的这段话，这都是他即兴发挥
的。这样的主持，这样的品
位，不仅给人以知识，还给
人以信心，润物细无声地
推广了京剧艺术，传递了
中国传统文化。
在整台晚会中，燕升

的主持亮点频频。玉田
电视台的孟祥慧表演魔
术，因为他是业余学的，一
紧张露底了，全场观众哄堂

大笑。孟祥慧还没下场，白燕升
就笑着走上了台：“这热烈的掌声告

诉我，这不是一个神秘的魔术节目，倒像是一个娱
乐节目，这个节目我想会成为这台晚会的亮点，人
家是业余的嘛，就想把底露给你，你还傻笑呢！”经
他这样巧妙地主持串场，尴尬的气氛变成开心的
场景。

近三个小时的节目，燕升穿针引线，效果非常
好。下午4点多节目刚一结束，他就急匆匆坐车
往北京赶。可是那天很不凑巧，出了市区就开始
堵车，我给司机李建波打了好几次电话询问进程，
请他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必须要保证在7点前把
燕升送到。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路上堵车时
间上无法确定，广电总局那么重要的晚会，要是因
为主持宝坻台的事给耽误了，那可不得了，我无法
面对燕升。燕升心里也着急，但催促司机也起不
到什么作用，就在车里换装、化妆，做准备工作。
还好，晚上7点前，司机师傅给我回了电话说，说
燕升老师已经进了演播厅，我这一颗悬着的心总
算落了地。

歌、河北梆子、京剧
他的表现力媲美专业演员

燕升主持重要的节目、晚会，总是要发短信请我
观看，央视几届京剧电视大赛，票那么紧张，他也会
邀请我到场。2012年3月13日晚上，燕升给我发来
一条短信：“老兄，我的个人演唱会3月17日晚上7：
30分在天津大剧院举行，需要多少票告诉我，邀请
你和你的朋友来看。”并把助演的名家、演唱会的节
目形式都告诉了我。燕升对我这样关照，令我非常
感动。

演出当天晚上7点半，天津大礼堂座无虚席。
演唱会的开幕曲是燕升作词的《戏梦人生》。如梦如
痴的戏曲情怀，厚实的演唱功底，倾注了他对中国戏
曲艺术的执著和对自己职业生涯20年的激情绽
放。演唱会分“爱、痴、缘、情”四个篇章，融歌曲、戏
曲、舞蹈、书法于一炉。燕升巧妙穿梭在舞台上，又
演又唱又主持，倾倒了在场的观众，剧场内掌声此起
彼伏。现场大屏幕出现了赵忠祥、杨澜、海霞、康辉、
贺红梅、徐莉、王小丫、孙晓梅、月亮姐姐、王刚、毛阿
敏等众多名人发来的祝贺，戏曲名家裴艳玲、孟广
禄、史依弘、马兰也纷纷真情评价白燕升，深深打动
了我和在场的观众。

燕升展现过人的风采，一连演唱了三个节目，当
舞台上喷出烟雾时，他献上歌曲《梦》：“何时这样痴
迷，何时这样沉醉，悠然一股清香来，都是飘了你的
花蕊。”歌声灌满全场。唱完后，燕升说：“看来大家
还是挺喜欢这首歌的，下面我再斗胆给大家学唱一
段河北梆子好吗？唱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国
演义》开篇诗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曲子是中央戏曲
学院音乐系主任朱维英教授专门为我谱写的，也可
以说是一首河北梆子的戏歌。”气势宏大的乐曲，高
亢有力的歌声，燕升把这段具有浓郁特色的河北梆
子演唱得如痴如醉，歌曲结束，台下的掌声经久不
息。他是戏曲节目的主持人，演唱会上国粹京剧必
不可少。那天他演唱了梅兰芳大师的名段《霸王别
姬》，青衣的身段和味道活灵活现，表现力完全可以
与专业戏曲演员媲美，又一次倾倒了观众。

这次天津演唱会，许多戏曲大家对燕升说：“你
多亏了没干戏曲，否则我们就没饭吃了！”这不是一
句幽默的玩笑，而是对白燕升演唱艺术从心底发出
的认可，他真是太有才了！

成立戏曲研究传播中心
守护中国传统文化

燕升对戏曲事业矢志不渝，无论是主持《空中剧
院》《燕升访谈》《九州戏苑》《过把瘾》等电视节目，还
是主持大型的戏曲晚会，他内心深处都充满一种情
怀——为国粹、为中国戏曲文化鼓与呼的情怀，渗透
到他的骨髓里，只要有一点机会，就要发出自己的最
强音。

燕升的人品没的说，没有名人大腕的架子，只要
答应你的事，他绝不食言。前些年每到春节，我和燕
升都会在北京见上一面。2004年春节，我邀他来宝
坻叙谈，结果约好的大年初六那天偏偏下起了雪，他
仍不肯食言，开车赶了过来。后来他又带着爱人周
佳和女儿果果再来宝坻，我们两家人续情小聚。前
些年我要写一本《荧屏里的评剧故事》，想请他做序，
把书稿寄给他，不到两个月，他便以《一碗米的价值
有多大》为题写了一篇序，对戏曲事业的走势进行分
析，热忱地对地方电视评剧事业、对农村戏迷给予极
大支持。

他在序言中写道：“今天的戏曲不是强势文化，
造星、造势很难，但传统是文化的根脉。我一直认
为，凡是津津乐道于让内行看的文学艺术门类都将
走向灭亡，凡是着眼于让外行看的，能让外行感兴趣
的艺术门类一定翻身……改革创新永远是对的，什
么时候让年轻人觉得他们需要戏曲的滋润营养，戏
曲也就有了明天，有时候，坚守比创新更重要。”
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消息，山西省成功引进白燕

升创新创作团队，入编山西传媒学院，并拨出专款
50万元经费，为他成立研究机构，力争把该机构打
造成山西乃至国家级戏剧戏曲“新旗舰”、戏曲创作
的“新高地”、戏曲传媒融合的“新重镇”。看到这里，
我想为中华传统文化点赞，为燕升这份炽热的戏曲
文化情怀点赞。
燕升已50出头，按说早已功成名就，知天命的

岁数，该把节奏慢下来，在京城享受四口之家的幸福
生活，可是他没有，他选择了山西这块有着丰富戏曲
矿藏的热土，以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人生态度砥
砺前行。
我给他发微信想证实此事，他告诉我：“老哥，是

的，我们已入编山西传媒学院，今后这就是我们的新
家，这得感谢山西省的器重与支持。”我明白了燕升
的深刻用意，他想利用高校平台，将自己这前半生丰
富的戏曲事业经历和积累的丰厚经验，形成理论、形
成教案，传授给孩子们、传授给下一代，让中华戏曲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大地清幽山水会，此生怀抱管弦知。近日看到

燕升微信晒出的朋友圈，他的团队在山西传媒学院
“安营扎寨”后，迅速启动教学计划，先是“白燕升戏
曲研究传播中心”揭牌，而后马不停蹄奔走于讲学、
讲座之间，策划制作了多个优秀戏曲节目（活动）。
新起点、新使命、新担当，这些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
真实的燕升，一个更有活力的燕升。戏梦人生，一路
前行，在传播戏曲艺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发展这条路上，相信燕升会交出完美的答卷。

发现汉字之美，让书写回归日常生活

每个人都要写好中国字

印 象

白燕升 有情有义有戏
■ 文 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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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戏曲节目主持
人生涯中，白燕升头上有许多光
环：他长期主持戏曲频道《燕升访
谈——戏苑百家》等品牌栏目，曾
主持中南海怀仁堂京剧晚会，连续
16年主持央视春节戏曲晚会，并担
任 2007 年央视戏曲春晚总导演。
著有《冷门里，有戏》《那些角儿》
《大幕拉开》。先后荣获中国广播
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全国电视
戏曲“兰花将”最佳主持人、新中国
成立60周年电视主持人“60年 60
人”、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年度风
云人物等荣誉。以其扎实的戏曲
功底和稳重大气、真诚自然的主持
风格被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喜爱。
他把戏曲事业看成自己的命、

自己的血，靠着骨子里的那份热
爱，凝聚出一种精神力量，先后在
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电视台打
造了《伶人王中王》《擂响中华》《谁
与争锋》《戏码头》等戏曲品牌栏
目，推出全国大学生电视戏曲挑战
赛、中国好搭档巅峰挑战赛等特别
制作。他策划主持的节目多次入
选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季度创新创
优节目，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征程
中乘风破浪。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呈仲祥

曾说过，白燕升团队是中国屏
坛受到广大观众赞扬的一支传
承中华戏曲艺术的成就显赫、
思想艺术过硬、德艺双馨的创作
队伍。戏剧评论家、著名学者余
秋雨称赞他为“一位超级戏迷，一
位真正的内行，一位够格的剧评
家”。中国剧协党组书记、著名作
家陈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所
所长王馗等人也高度评价白燕升
团队，是中国戏曲在新时代传播的
旗舰队伍，真正做到了用戏曲文化
的深度引领时尚，用时代文化的高
度助推戏曲，是最具活力和创意能
力的戏曲文化传播团队。
《戏码头》是他的团队与湖北

卫视联合打造的一档戏曲栏目，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白燕升捐赠50
万元为武汉加油助力，同时团队发
起“心系湖北、声援武汉《戏码头》
京津冀戏曲名家爱心义演”等活
动，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精神力量。
白燕升骨子里对戏曲的爱，以及他
那炽热的文化情怀，感染着每一位
热爱戏曲的观众，让人由衷地敬重
他、佩服他、喜欢他。

打造戏曲品牌
传承中华艺术

谢婷婷

自小学唱河北梆子
主持戏曲节目风生水起

白燕升的人生故事

白燕升主持2021新年戏曲晚会

白燕升
1969年6月生于河北

省黄骅市，曾任中央电视台
戏曲·音乐频道主持人。被观
众公认为“中国戏曲主持第一
人”。现为山西传媒学院教
授、白燕升戏曲研究传
播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