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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哥”的感悟

书法有“树人”“化人”之效

初识曹涌，无需言语，你就会被

他明亮而深邃的眼睛打动；有机会相

处一段时间，他沉稳、平和的气质渐

渐会感染身边每一个人，你会感受到

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修养和气韵。

作为一个“字写得好”的人，曹涌

在成长过程中有亲身感受：写一手好

字可以增强自信心。读小学时，长辈

们经常夸他字写得好，曹涌心里美滋

滋的，也乐意向别人展示自己书写的

作业，无形中增添了很多自信。后来，

他逐步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有了

更多的渠道展示自己，他的信心就更

足了。

2001 年，曹涌加入了宜宾书画

院。从单纯的个人爱好进阶到专业要

求，他对书法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和认

识。那时，曹涌才知写字和书法是两

个概念。从随心所欲、恣意挥毫，到用

专业的标准和历史传承的标准来规

范地写字，他真正进入了书法门槛。

在数十年的书法习练和创作中，

曹涌既获得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感

悟。

“书法是一门艺术，对人性情的

陶冶是向上的、积极的。书法能提高

人的审美水平，书法教育能带动一群

人、一代人提高审美意识。”

“书法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

能自然地和其他文化形式相融合，如

与绘画、诗词、历史等相辅相成。它又

与地方人文相结合，历史上很多名人

都是书法家。练习书法同时会获得很

大的信息量，让人浸润在丰富的传统

文化中。”

“书法艺术从技法和形式上有自

己的特点和要求，怎么用笔，如何入、

行、按、提是有规范和规律可循的。毛

笔书法的书写过程是立体的、三维

的。写字要有节奏感，要有轻重、虚实

之分，因而才能产生艺术美感。”

“一幅字就是一幅画，有黑白、轻

重、虚实关系。要让黑白变得很丰富，

让人看到心静愉悦。创作出高水平的

书法作品必须经过长期、专业训练，

没有朝朝夕夕的锤炼是练不成的。书

法的进步不能用短期来衡量，没有五

年十年的积淀难有大的进步和作为。

书法也是一辈子的事业，几十年也走

不到底。同时，除了写得好，还要靠学

识来完成内在素质的提升，诗书画也

要同时修炼。”

“书法包含的内涵相当深厚。真

正懂书法的人，能理解一幅字里包含

的精神境界。书法更多是一种感受，

所谓“字如其人”，一笔一画能反映人

的内心世界。”

“书法对内心世界的修炼的磨炼

需持续不断长期坚持，这种磨砺过程

会给人带来一种从外界寻求不到、发

自心底的充实感，使人超脱而愉悦，

特别在你不断进步的时候。”

涌哥”的责任

一头挑着“教育”
一头挑着“书法”

这些年来，在曹涌敦实的肩上，

一头挑着“教育”，一头挑着“书法”，

就像他上下班游走在办公室和书房

之间，将外部世界和个人的精神世界

融会贯通，把职业生命和个人爱好紧

密结合起来。他致力于在宜宾推广书

法教育的普及发展，展现了对教育的

钟情和对书法艺术传承的深刻情怀。

在担任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之时，曹涌便着力推动宜宾市的中小

学书法教育。他认为，对书法教育要

上升到“立德树人”和“以文化人”的

作用来看待，书法教育是艺术教育的

重要内容。

当时，宜宾市的艺术教育存在短

板。全市抓住“四川省中小学生优秀

艺术人才大赛”的时机，决心改变状

况，比赛包括声乐、舞蹈、器乐、书法、

绘画。第一年，全市仅有不足千人参

加，经过几年努力，每年有近万中小

学生报名参加比赛。通过参加比赛，

给学生提供了展示艺术才艺的平台，

激励了全市师生艺术教育的积极性。

宜宾市爱书法的人很多，搞书法

教育有基础、有需求、有组织、有空

间。有了中小学艺术人才大赛的经验

和呈现的良好育人效果，紧接着乘势

而上，2010 年，宜宾市教体局和市书

法家协会联合启动了“书法家助教活

动”，全市 100 余所学校与书法家建

立了紧密联系，广大师生得到规范的

书法指导培养，深受书法界和教育界

人士赞赏，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师生参

与到实践、传承中国书法艺术等传统

文化中。

曹涌认为，抓书法教育，要重视

给学生搭建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有

条件参与活动，要像呵护幼苗一样呵

护他们的兴趣，要不然“艺术之光”就

会被湮灭。

由此，曹涌组织策划了第一、第

二届宜宾市市级机关书法作品展览，

在宜宾市推动书法文化建设，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他联系四川教育报刊

社，协调宜宾市委宣传部、宜宾市精

神文明办公室、市教育和体育局，推

出了宜宾市首届“川教之声”书法评

比活动、宜宾市“少年百科知识报”

“创文明城市建美好家园”杯师生书

法展评活动，并出版了作品集；他联

系宜宾市邮政局、市教体局同市书协

共同举办了“邮政杯”宜宾市中小学

生书法大赛；联系市直机关工委举办

“市直机关职工书画展”，组织市直机

关书协举办“创文明城市建美好家

园”网络书法展，并出版作品集，产生

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深得广大师生和

社会各界的赞赏。

“涌哥”的梦

用书法打开
传统文化之门

“重新重视书法，是传统文化复

兴的重要标志。”曹涌说。

作为宜宾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曹涌对书法艺术的传承有着越来越

强的责任感。他希望有更多青少年进

入传承书法艺术的行列，将书法艺术

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作为中国人

都不了解和掌握自己的艺术，不了解

中华民族几千年伟大成就，将对不起

老祖宗。”

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曹涌认

为书法教育能给人和社会带来积极

的影响，从育人和综合素质培养上着

眼，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从娃娃和

学校开始，在幼小心灵中留下书法的

种子。“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独门

绝技，是人类艺术大花园最奇葩的鲜

花。希望能将它展示给更多的人，让

所有人能享受到此种审美的愉悦。我

希望通过书法教育，改变现阶段部分

人浮躁、急功近利的心理状态，让我

们平静下来。”

当下如何做好书法教育工作？曹

涌建议，首先，要用好自己的平台，严

格执行国家关于书法教育的政策，严

格对学校的规范。对书法普及要有责

任感和紧迫感，要鼓励所有中小学生

积极参加各类比赛、展示活动，要将

书法教育纳入正常教育轨道，要充分

调动书法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其

次，要用好社会优质资源,让书法家

和书法家协会与学校、学生更紧密联

系结合，让优质的社会资源为书法艺

术的传承和发展发挥出更积极广泛

的作用。

在宜宾市教育界和书法界,提起

“涌哥”，大家都知道说的是曹涌。

曹涌在宜宾市教育和体育局供职

已30多年，在市教体局5个科室（部

门）工作过，在其中3个重要科室担任

过主要负责人，称得上是宜宾教育的

“万事通”。与此同时，曹涌还是宜宾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宜宾市书法家

协会市直机关书协主席、四川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翠屏书画院创作员。

“为人谦恭，为艺专精”——这是

宜宾学院教授、宜宾市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曾德宏对曹涌的评价。

在《痴情翰墨，快乐人生》一文中，

曾德宏这样描述曹涌：“如我等教书匠

们在一起一说起‘涌哥’的大号，大家

都一致称道……涌哥在办公室主任的

位子上，得心应手地上传下达，埋头冗

务，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了无怨色。

即便是一个教师在局里办事，涌哥也

一样客客气气地接待你，给你让座，给

你泡茶，给你服务。成天乐呵呵的涌

哥，踏实而乐观地生活着。谦虚谨慎，

事必躬行，没有城府，没有心机，坦坦

荡荡，快快乐乐，这就是涌哥。”

“涌哥”
书法教育梦

的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文/图

曹涌书法作品《马说》

班主任的一天

■ 徐猩童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教

师，一名平凡的班主任。

清晨 6 点 30 分，一岁的儿

子还在梦乡，我已整装待发。

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小跑着去

往3公里外的学校，和学生相约

运动场晨练。

晨练结束，我来到教室，先

为窗台的绿植浇水、除尘。这

是我前不久发起的“我与绿植

共成长”活动，让孩子们养植

物、做植物标本、画植物、悟植

物，孩子们呵护绿植，就像我呵

护他们。

7点，孩子们吃完早饭陆续

来到教室，我依次为他们测量

体温，然后检查昨天的作业，没

有改错的，尽力订正。没有交、

没有做的，我会严肃地批评，叮

嘱改正。

7 点 20 分，开始听写词语，

十分钟后教室里响起了朗朗读

书声。我没闲着，又开始检查

昨天晚上“睡前静心阅读”的心

得，早读结束，我会将写得好的

心得范读表扬，写得差的学生，

会被我叫进办公室指导。这活

动我已开展了半年，学生的阅

读理解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突然记起自己还没吃早

饭，可是要准备第一二节的课，

一会儿再吃吧。上完课，我刚

坐下想喝口水，连着接了几位

家长电话。

“徐老师，麻烦你问问程杨

把家里钥匙放哪儿啦？”

“徐老师，请你给何娇说一

下中午去她婆婆家吃饭。”

…………

我的“情报员”来到办公

室，悄悄对我说：“徐老师，有人

把你养的文竹弄翻啦！”

我猛地将一杯水灌下肚

去，笑着轻声对他说：“为师知

道了，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一上午就过去了。正准备

回家，微信声响起来，“请以下

班主任12点30分到学校集合，

开展河塘巡逻工作。”我的大名

又出现其中。妻子在电话那头

抱怨道：“你不回家吃饭，早点

说啊！……自己把饭吃了，注

意安全！”

下午，我早早来到教室，先

听写英语单词，逐一检查。再

嘱咐数学课代表带领同学们做

3道数学题，我逐一讲解。作为

班主任，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学

科，要全方位关注学生各科情

况，主动为科任老师分担、服

务。

晚餐，和孩子们一起在食

堂吃。我们同坐一桌，有的学

生沉默寡言，有的学生就像“话

篓子”。食堂的饭菜肯定没有

家里可口，但我每次都会吃得

一粒米都不剩，主动把碗捡到

洗碗池，孩子们也便跟着做。

天色暗了下来，不一会儿，

外面就下起了暴雨。学生在教

室自习，我顺势在黑板上写下

了《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

罗帐……”看着稚嫩的少年，我

满怀羡慕！

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学

生也该就寝了。送孩子们回寝

室，量完体温，我们互道晚安，

出校门已经9点50分。回想着

家长们殷切的期盼，回味着孩

子们求知的渴望，黑夜中，我加

快了脚步。

回到家，10点10分，我轻轻

靠近床边，我那一岁的儿子已

经进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