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林曦 采写刘达

青年水墨画家林曦是重庆人，毕
业于中央美院，2011年在北京开办暄
桐教室，为零基础又爱好书法、国画
的成年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传统文化
的窗口。2020年，她总结近十年教学
经验出版《书法课》一书，希望传递书
写的乐趣，她说：“书法能让人安顿好
自己，有了余量，感到开心，在这种心
境之下，便能做好更多的事。”

书法包罗万象
很难简单归纳

我开办暄桐教室教成年人写字、
读书、静坐、绘画，至今已过去了十
年。从最初决定要写《书法课》这本书

到最后出版，历经三年，不断地修改，
最后大家看到的已经是换了写法的第
四个版本。

作为创作者，我对自己比较苛
刻。一开始我觉得如果大家能读到一
本书，对书法、对写字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甚至可以马上开始写字，这就是最
好的。但是我又发现，书法包罗万象，
没办法简单归纳。书法是一个艺术门
类，需要系统训练、需要掌握很多背景
知识，既要认知，也要实践，达到知行
合一，才能走进这扇大门。所以有朋
友跟我说，越学越觉得学书法一点不
比学钢琴容易。

只要喜欢做一件事情，我们随时
可以启程，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书法
爱好者开始写字前的一份“导览手
册”，在读者心中埋下一粒兴趣的种
子，或许有机会生根发芽。我梳理了
自己的书写经验和这些年来面对许多
零基础学生的教学实践心得，按照一
种可行的学习顺序，尝试着做了一次
较为完整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件
事，或者有兴趣，那么在正式开始写之
前，多做些攻略，多了解行程，沉淀积
累一些见地与心法，会让接下来的这
一路有所依据、有所选择，走得更加顺
畅与高效。
《书法课》整本书每个章节的铺排

是一个整体，是学习的完整过程。学
书法需要循序渐进，需要从整体到局
部，不能割裂开来。唐代书法家孙过
庭在《书谱》中写道：“自兹已降，不能

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意思是
说，我们可以专精于自己的书写，但这
样就不能兼善，不能兼通于不同的书
体。而如果不能兼善的话，就必然有
缺失，所以从境界、格局，从技术的储
备上来说，都一定要站在更广的角度
去思考。

如果一定要选这本《书法课》中我
最满意的地方，我个人喜欢第六章“如
何看懂一张字”，其中谈到了“欣赏”。
书法有很多种乐趣，而“欣赏”是其中
让我最珍视的一种乐趣。欣赏，可以
让我们和古人印心、跨越时空成为知
音，更好地聆听和体会这个世界，而且
这也是看待生活的最好的角度之一。
在甘苦参半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
可以从欣赏的角度出发，去面对那些
寻常的日子，就会发现其中的闪光和
新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就能更好地
去接受和化解。

我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后，可以
随时随地“写”起来，而不要觉得等到
万事俱备才能着手操作。不要把书法
当成“技艺”，而是要作为一门“功夫”，
技艺是局部的，外显的，而功夫是向内
的，是在自己的身心中着力的。如果
书法仅仅是技艺，那对人来说就成了
一种消耗，而不是滋养。如果我们仅
仅把艺术当作是锦上添花，那也就浪
费了我们花在上面的时间。艺术其实
是可以雪中送炭的，能让我们学会观
赏内心，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悲欢离
合或情绪起伏。

通过书法这枚钥匙
打开传统文化大门

我从七八岁开始跟随老先生学写
字、画画。艺术的训练都是古典式的，不
管是素描，还是古典音乐，或者是其他艺
术门类，都有非常苛刻严格的规矩，这是
最根本的基础。中国书画一体，拿我来
说，无论是在美术学院学习还是自己独
立创作，我从来没停止过“写”。

学书法时看到一张字，会想它上面
有什么可以为我所用，这是一种常见的
学习心态。与此并行的还有另外一条
路，就是将书写作为一种欣赏的方法，通
过临摹去看懂和亲近更多的东西，通过
书法这枚钥匙，帮助我们打开传统文化
的大门，去向古人学习，与古人做朋友。

我特别喜欢晚明时期那些懂得生
活，把志趣放到生活本身上的文人，比如
戏曲作家高濂、文史学家张岱，他们那种
精心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生活里每一个
小感受的态度特别让人欣赏。关于张岱
有一个小故事：绍兴城东的樊江镇有一
座橘园，橘园主人也是个讲究人，他家的
橘子“青不撷，酸不撷，不树上红不撷，不
霜不撷，不连蒂剪不撷”。每年深秋降霜
后，张岱都会前往橘园，他挑橘子有一个
原则：宁迟，宁贵，宁少。这样挑出来的
橘子个个“橘皮宽而绽，色黄而深，瓤坚
而脆，筋解而脱，味甜而鲜”。

孙过庭《书谱》中的一段话说出了人
与书法的关系：“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他说学书法有两件事：练好手上的技术；
体会和理解其中的道理。如果进入具体
技术的学习，那么年轻时精神头更好，如
果要把其中的法度、规则想明白，没有一
点年纪，没有岁月的历练是不行的。经
过这样一个从年少到年老的完整过程，
才能达到那个“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
状态。这种“通会”不是某一刻，而是生
活中时时刻刻都要去感受的。我们写

字，最终还是要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平
衡，人应该越学越通达圆润，越学越没有
棱角，但却应该有自己的态度。
中国人讲相由心生，每个人其实都

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读书人追求的书卷
气、文气，是看起来比较安静，不那么浮
躁，我觉得和读书、写字是有关系的。“变
化气质，陶冶性灵”，“化”是能量消融形
态，最后转化成了新的能量，书读完了，
要实践，要知行合一，才能潜移默化变成
你自己的东西。

我欣赏一句话——只生欢喜不生
愁。不是世界上没有愁，而是给自己这
样一种选择，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尝遍人
生百般滋味，但要给自己存储更多的快
乐和甜蜜，感激路途中的启发和悟得，减
弱外界的影响和现实中的焦虑。

用看帖的态度去看生活
写出的字才能活泼生动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法课。上
课本身所花的时间是定量的，可能不算
多，但大家看不到的是制定学习进度、备
课，看不到我对作业的批改和研究，这可
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授课时，每
个阶段都有相关的学习内容——书史书
论、学习心法，具体的操作，当堂的进阶
方向等，非常有针对性。

在暄桐教室，我每次教草书时，会先
教草字的识读。同学们总会惊讶：“草书

原来完全是另外一种字！”大家好像又回
到了还不识字的学童时期，开始重新认
字。学到一定阶段，我会收到来自同学
的反馈，比如有的同学看书法展览时突
然发现，过去天书一样的草书，自己已经
能读出来了，所以他会感到非常快乐。
从不会到会，我陪伴和见证了他们的进
步，世界是一块一块的拼图，我们手里拿
着几块，但更多是隐藏的，经过努力，有
一块新的拼图显现出来，于是世界便向
我们展现出了不同的样貌。
我没有所谓的工作和生活明确的分

界，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有
些人会说，等我退休之后要怎样怎样，我
就没想过退休这件事，我希望可以一直
做下去，做热爱的事，永不退休。
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生

活。当人生有了进步和积累，书法才能
随之有境界的提升，字和人就是这样一
种关系。用看帖的态度去看生活，坚持
在生活中进步，有所关照，有所感悟，写
出的字才是活泼生动，是有心的字。
我现在三十多岁，还处在不断尝试

和学习的年纪。专业成就其实不完全取
决自己，还得得到外界的肯定，但如果把
艺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就会不断地努
力提升自己。
艺术不会孤立存在于一种与生活

无关的欣赏当中，艺术与生活永远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家和他创作的艺
术一起成长，从生到熟，再从熟复归于
生，从“不及”到“过”，从险绝回到平正。
和自己一起真心面对当下，是书写中对
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爱上了写字，让它变成

一种日常，那么就可以通过它享受到一
种内在的自我成长的乐趣。能够享受窗
明几净、翰墨挥毫的快乐时，我们的心是
安定又纯净的，这时外界的起伏波动对
人的动摇和影响会变得很小。这种从自
律精进的练习里长出的一些定力和获得
快乐的能力，会让我们一生获益。

给零基础人群写一部书法通识

书法能让人安顿好自己

讲述

记者：您为何选择出演《生活万岁》中曾
建国这个角色？
刘威：这是经历疫情后我接的第一部剧，

从剧本到主创都很吸引我，故事内容从生活
出发，积极、阳光、正能量，这恰恰是我们当下
生活最需要的。这个故事是中国千千万万个
家庭的缩影，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温馨、暖心的
感受，给经历了疫情的我们注入乐观与希望。
记者：曾建国在剧中说了很多质朴的台

词，您怎么理解这个人物？
刘威：他是一个特别操心的父亲，因为四

个孩子没有母亲，他是又当爹又当妈，既有父
亲的威严，也有母亲的细心。比如他说，人生
就是过关，一个难关跟着一个难关、一个困难
跟着一个困难，克服了就过去了。人生谁还
没有点沟沟坎坎、谁还不会出点大事小事，只
要我们面向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就会把生
活过好。他用看似简单质朴的语言，道出了
人生的大道理，这都是生活的智慧。
记者：您近年在《老爸回家》《十送红军》

《平凡的世界》等剧中演了不同的父亲角色，
演了这么多，怎么才能做到不重复自己？
刘威：以前的那些父亲，与这一次《生活

万岁》中的曾建国，都是品格敦厚的父亲。我
在塑造每个角色时都全情投入，把角色塑造
成“这一个”。这是黑格尔的美学术语，要想
演好“这一个”，需要将人物前史想清楚。拍
摄前我为角色做了大量案头工作，这也是我
坚持多年的习惯。拿曾建国来说，他是什么
时间开始工作的？文化水平多高？什么时候
结婚、离婚？我在心里建构出这个人物命运
的完整脉络，没有一味渲染这个人物的艰难，
而是点到即止，体现了他内心的丰富性。
记者：生动演绎一个角色，塑造一个人

物，最关键是什么？
刘威：演员无需强加给角色过多的个人

意识，而应该遵照生活本身的现实逻辑。我
也从不把表演看成是
照本宣科，演戏不能
闭门造车，光想着自
己怎么演还不够，关
键还得在实践中跟对
手过招。因为戏是不
同人物对戏时共同达
成的，我们上学的时
候老师讲过，演戏是
演人物关系，你的戏
在对手身上，只有把
对手研究明白了，你
才能存在。比如在
《生活万岁》中，曾建
国作为“发动机”，他
可以调动家中其他人

的情绪，这体现在很多场戏中。
记者：您也一直没有离开话剧舞台。
刘威：我觉得演话剧是“给表演洗澡”的

过程。话剧会给你一个梳理创作、重新回归
最原始的工作状态的机会。这样的一个过
程，可以洗去演员身上沾染的尘土。
记者：在演艺圈浸润多年，您现在如何

选择角色？
刘威：我认为演员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职

业。投资方的选择，观众缘的玄学，似乎都很
难把握。演员的机会很少是自己创造的。正
因如此，我更加珍惜每一次演戏的机会，全力
以赴。只要你有心，只要你开始行动，就有机
会在被动选择中有稍微主动一些的站位。

少年时拜马敬伯为师学相声
出演《末代皇后》引起关注

刘威十二三岁随母亲下乡，在东北干农活。
他对相声情有独钟，1974年17岁考入吉林省吉
剧团曲艺队。当年马三立的侄子、马桂元之子马
敬伯经天津广播电台推荐，到长春市参加吉林广
播曲艺团，后下乡插队，又回到吉林省吉剧团曲艺
队，刘威有缘拜马敬伯为师。

刘威回忆：“我学的第一段讲究柳活技巧的传
统相声是《汾河湾》，第一段讲究贯口技巧的传统
相声是《八扇屏》。”从上台的第一天起，每场演出
师父都会站在侧幕看他表演，等他下台后告诉他
哪里演得好、哪里不好，包袱该怎么翻。在他的表
演日渐成熟后，师父亲自为他量活捧哏。

回忆已故恩师马敬伯，刘威说：“没有师父就
没有我今天的成就，我现在能演喜剧，也是因为有
相声的底子。相声演员需要练习反应，掌握节奏，
要机智，幽默是训练出来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我
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庆幸遇到马敬伯先生。”
2007年，刘威曾随师父回天津，助阵马志明从艺
五十周年相声专场，同马志明之子马六甲、相声演
员牟洋一同登台合说了一段相声。2012年，马志
明在天津再办专场，有人在观众席看到刘威。刘
威表示：“我永远是马氏相声的一分子。”他还曾与
郭德纲、于谦三人合作表演过相声。

再说回1978年，刘威所在的吉林省吉剧团曲
艺队恢复为吉林省曲艺团，他的相声得到越来越
多观众的认可，但宁折不弯的性格也让他在团里
得罪了不少人，不受器重，于是决定改行做演员，
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当时他想，如果考不上就去
当货车司机，“因为那时当司机赚钱挺多，但货车
司机也没那么容易当，必须先从搬运工、装卸工这
些体力活儿干起，表现得好，师傅才会给你学开车
的机会，表现不好连方向盘都摸不上。”

1980年，刘威凭实力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
系，就读期间在电影《秋天印象》中饰演了一个年
轻画家。毕业后，刘威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成
为专业演员。他从出道之日起就不是偶像，他也
说过，自己心中的完美男人是糙男人，“不是因为
我长得糙，而是我觉得男人还是应该稍微糙一点，
阳刚一点，不要过多修饰。”

1985年，刘威与姜文、潘虹、傅艺伟等共同出

演陈家林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后》，他饰演与皇后
婉容产生恋情的溥仪侍卫李越亭，为此阅读了大
量有关史料，成功刻画了这个复杂的人物。

刘威说：“能够与这些好导演、好演员合作，对
我是一种肯定，当时走在长影的厂院里，那种被人
重视的感觉特别好。那时我正年轻，不觉得有压
力，姜文也是刚毕业不久，也是第一次拍电影，我
们的合作过程特别愉快。那个年代的演员没有别
的想法，注意力全放在角色和故事上，只要自己觉
得对得起所演的角色，就很知足、骄傲，奖项和荣
誉都是次要的。”

1986年，刘威在影片《关东大侠》中出演男主
角关云天，为了能在银幕上充分表现关云天粗犷、
豪爽、侠义的性格，他苦练骑术，加之表演上细腻
入微，使这个关东大汉形象栩栩如生，获得第八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表演需要全力以赴
还想尝试更多的角色

1993年，刘威凭借电视剧《唐明皇》中李隆基
一角，获得第1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奖。在那部剧中，他演出了唐明皇的复杂，也演出
了他对杨玉环的别样情愫，从皮到骨，酣畅淋漓。
刘威感念自己赶上了一个好角色，但他并不沉湎
于已有的成就，不想成为靠一部戏走红后便不断
重复自己的演员，继续在《三国演义》里饰演魏延，
《东周列国·战国篇》里饰演荆轲，《秦始皇》里饰演
李斯……这些角色锤炼了他的演技，让他的表演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生活给予演员的馈赠，
也是演员的一种自觉。

2002年播出、根据著名作家阿来小说改编的
电视剧《尘埃落定》，刘威饰演麦其土司，从鸦片种
植、贸易引入、汉人进驻到解放军到来，剧集构成
了一段厚重的家族史，刘威说：“如果再拍《尘埃落
定》，对于人物我会有新的解读和新的表现手段。”

刘威也在尝试演而优则导。因为阎建钢导演
的信任，刘威在《东周列国·战国篇》中执导了“苏
秦张仪”故事，拍摄电视剧《秦始皇》时，他又在剧
中身兼双职，除了饰演李斯，还担任执行导演。

李斯这个人历史上有很多记载，细节颇丰，作
为演员要忠于人物原型，作为导演则需要站在更
宏观的视角去考量。“那时我们对戏剧性的考虑是
第二位的，历史的真实性是在第一位。这和现在

历史剧创作对强戏剧性的追求不太一样。”回顾当年
的创作过程，刘威在平衡历史真实与戏剧真实上亦
有心得。
他体会到导演工作的复杂性，也对演员这个职

业更添敬畏。在拍摄《平凡的世界》时，导演毛卫宁
请刘威担任艺术总监，刘威更是将自己一直坚持的
尊重生活、尊重剧本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传递给同
组演员。在刘威看来，演员在进入角色后，神经一直
要绷得很紧，血流加速，心跳加快，而每场戏的“裉节
儿”，也是靠演员酣畅淋漓的演绎而成就的。

近年来IP喷涌、流量当道，作为一名成熟的演
员，刘威的自我修养发挥了作用，不为外界所扰，始
终把精力投注于演艺事业本身，在拍摄影视作品的
同时回归话剧舞台，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先后
出演了话剧《新北京人》《大宅门》《长夜》等。他说：
“话剧是在规定情境中用两到三个小时全神贯注演
出故事，当话剧舞台上的三遍钟声响起，便没有重新
来过的机会，一气呵成的表演让人紧张却也过瘾。
表演需要全力以赴，话剧舞台尤其考验这种能力。”

从生活中来到剧本中去
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

刘威饰演的父亲曾建国是《生活万岁》中的灵魂
人物，虽然老曾在子女们面前风风火火、说一不二，
但他骨子里其实心思细腻，一个人拉扯四个子女长
大，虽不善言辞，但又很关心每一个子女的成长。他
是整部戏的戏眼，调剂着故事的发展节奏。
这边小妹曾志玲因失职丢掉工作，那边二哥曾

志东遇贵人当上了助理，老三曾志翔和香姐的恋情
受阻，大姐曾志婷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刘威在剧
中跟儿女接连过招，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头。看
着老曾忙前忙后，逗趣又暖心，观众被这个“非典型
父亲”深深吸引，刘威也将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角色
处理得恰到好处。
没有大费周章，经介绍，刘威看了《生活万岁》的

剧本，便决定出演曾建国。“纲举目张”是他给这个人
物的定位，意思就是要条理分明，抓住关键。因为有
理有据，老曾做起教育、培训、分家这些事才顺理成
章，看似矛盾的人物行动才让人信服。剧中，当老曾
得知儿子志东面临巨额赔偿时，立即召开家庭会议
严正提出“分家”，而背地里却拿出积攒多年的私房
钱，请老倪出面帮助解决困境。一明一暗两种操作
揭示真相，老曾这位父亲在观众心里生了根。
在《生活万岁》里，刘威甘当“下把”演员，无论是

剧中哪个子女，只要遇上刘威，他都毫不保留地衬托
对方。他不讲一板一眼的表演理论，从生活中来，到
剧本中去，朴素的言传身教更让年轻演员佩服，他自
己的戏份儿也有恰到好处的分寸。

前不久，刘威还有一部《甜蜜》播出完毕，他在剧
中饰演康哥。康哥外表积极阳光，但其实并没有那
么洒脱，他的儿子五年前因车祸去世，但他没有抱怨
命运的不公，而是热心助人，帮女主人公田蜜走出危
机，也完成了自我疗愈。当康哥摘下手表说“我现在
只剩北京时间了”，高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时，让
人无限慨叹。刘威饰演的这个人物，用热情对抗命
运无常，驱散了生活的阴霾，这也是这个阶段的刘威
最擅长和适合的一类角色。
刘威是精力充沛的行动派，目前他还有《幸福到

万家》《百炼成钢》《大运河》三部剧待播，对于未来，
他说：“我想尝试的角色还有很多，不论是悲剧、喜
剧、正剧我都想接着演，因为对一个演员来说，只要
能够塑造不同的角色，就是他最大的幸福。现在我
就是希望自己身体更好一些、精神头儿更足一些，去
拍观众更喜欢的戏，去塑造观众更感兴趣的人物，把
人物处理得让大家接受、满意、喜欢。”

印 象

刘威 注意力全在角色和故事上
■ 本报记者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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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播出的34集电视剧《生活
万岁》，剧情围绕亲情、家庭、温情
展开，讲述了刘威饰演的父亲曾建
国带领儿女们直面生活坎坷，追
求美好生活的故事，向观众
传递出浓浓的爱与温情，
在欢笑之余然人感受到
脉脉温情，引发观众对
于亲情、爱情的思考。
1957 年出生的刘

威，成名于上世纪80年
代末，近年来在影视圈
仍十分活跃，他在电影
《白鹿原》中饰演的农民鹿
三，《平凡的世界》中饰演的父
亲孙玉厚，《尘埃落定》中饰演的麦
其土司，都给年轻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
在《生活万岁》这部剧中，令人

羡慕的五好家庭其实内在暗潮汹
涌。四个子女之间的矛盾，子女们
所面临的感情、事业、心理等问题，
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浮出水面。
刘威化身“中国式好爸爸”，面对问
题勇敢出击，用智慧与亲情破解重
重困难。当他的愿望与儿女们的
选择背道而驰时，伤心难过掩面痛
哭的画面、固执己见家庭反目的画
面、妥协退让主动示弱的画面，都
呈现出一位有血有肉的真实父亲
形象。
丰富的生活阅历与几十年如

一日的演艺经历，让刘威在诠释曾
建国这样一个性格复杂、脾气多变
的角色时轻松自如，游刃有余。《生
活万岁》所传递的“有家人在，便有
生活万岁”的暖心价值观滋养着观
众的心田，“国民老爸”刘威饰演的
父亲，让观众跟随剧情的发展时而
欢喜，时而感动，时而热泪盈眶。
近些年，影视剧中的“奇葩父母”夺
人眼球，但刘威饰演的父亲的确是
另一种感觉，这个人物有张扬个性
“不听话”的一面，也有尊重儿女
“通情达理”的一面，而大多时候处
于中间状态，看似刀枪不入，却有
一颗柔软的心。
观众从曾建国这个人物身上

看到生活的缩影，微博话题热度不
断攀升：“刘威老师饰演的曾建国
是个乐观又可爱的爸爸，贴近生
活、接地气儿都是不用特意提的，
单单操心这个劲儿就让我有了极
强的亲近感，像极了我爸！”“酒后
感人肺腑的几句话让我看到了爸
爸的影子，也因此想起了很多与爸
爸相处的点滴，想爸爸了！”

有家人在
生活万岁

表演不是照本宣科
而应遵照现实逻辑

对话刘威

刘威
1957年生于吉林长

春，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
员。参演电影《末代皇后》《白
鹿原》等，电视剧《甜蜜》《生活
万岁》等。获电视金鹰奖最
佳男主角奖，电影华表
奖优秀男演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