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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成为潘天寿的重要因素
□本报记者 赖 睿

192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26岁的潘天寿怀
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上海吉庆里 523 号。这里是
吴昌硕晚年最后的居所。彼时，吴昌硕已是近
80高龄的老人，是声望极高的海派宗师、画坛
泰斗。潘天寿抱着自己的画作，在门前久久徘
徊，最后鼓足勇气，叩响门环……他或许没有
料到，随着这扇门的打开，自己的人生际遇和
艺术道路也将迎来一次重要转变。

此后，吴昌硕给予潘天寿的花鸟画高度评
价：“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多年
后的今天，人们将潘天寿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
硕，并称为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

适逢潘天寿诞辰 120 周年，再次回望他的
作品，其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喷涌而出的雄浑霸
气，依然带给观者强烈的震撼。

底色

在儿子潘公凯眼里，父亲潘天寿是一个生
活朴素、简单，内心却十分刚毅、坚强的人。
作为家庭成员，潘公凯感受最深的是父亲的人
生态度和人生底色，“这是潘天寿成为潘天寿的
最重要的因素”。

这样的人生底色，在潘公凯看来有两个重
要的来源：一是潘天寿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切
理解与热爱。潘天寿自幼读私塾，国学是他的
根底。“四书五经”对他来说不仅是知识，也是
道德准则，是毕生实践的人生理想。潘天寿对
于中国绘画、中国诗词、中国书法、中国书画
史论的研究贯穿他的一生。所以，他对中国民
族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是深切的、是融化在血液
中的。有长期的研究，才有深切的理解，才有
由衷的热爱，才真懂其中的文化价值，才能对
民族文化有真正的自信。

二是潘天寿对中西文化的关系有着长时期
深切的考察与判断。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和文化界人士，面临着既要革故鼎新、救亡图
强，又要学习先进、实现现代转型的双重任
务。这就要求必须有面向世界的全局眼光与胸
怀。潘天寿 19 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是新文化运动的南方重镇，校长经亨
颐和教员李叔同、刘大白、鲁迅等人，将西方
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传授给学生，让学生
能够客观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在潘公凯看来，一个画家不能只靠画几
笔，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化人。“在 20 世纪中国
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父亲思考着如何把传统
中国画重新接续并使其能够走向未来。他是能
够用宏观思维能力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文化人。”

抱负

艺术的殿堂里大抵居住着三类人：一类人
为了面包而艺术，一般称他们的作品为工匠
画；一类人为了心灵而艺术，这就是人们经常
说的文人画；还有一类人是处在特殊的时代，
特别是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代，他们怀着
一种强烈的抱负，用艺术表达一种文化取向。

“这种艺术家非常特殊。潘天寿就是这样一位特
殊的艺术家。”这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对
艺术家的总结和对潘天寿的判断。

潘天寿的人生际遇也与所处的时代语境紧
紧扭合在一起。这一点，甚至从他孩提时代就
已经开始。

潘天寿的故乡浙江宁海县，是基督教最早
进入中国的地区之一。随着教会与民众冲突加
剧，终于在1903年爆发宁海教案。在这场冲突
中，母亲猝然离世。年仅 7 岁的潘天寿就这样
被拖拽进了时代语境之中。而此后的一生，他
都处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之中。

20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
的巨变。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使知识分
子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
疑。这种质疑随即波及到艺术界，并迅速蔓延
开来。

1928年，潘天寿应邀担任国立艺术院 （现
为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主任教授。然而，
执教后他发现，国立艺术院开设的课程是以西
画、雕塑等为主。潘天寿后发文称，“中国人从
事西画，如一意摹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
为民族增光彩者，是一洋奴隶。”面对大时代的
艺术潮流，他深感有失偏颇，却无力改变现

实，只能埋头坚持创作，希望以自己的方式，
来证明中国传统绘画自身所蕴含的无法替代的
价值和规律。或许是由于内心与时代潮流抗争
的强烈欲望，一种为了呐喊而迸发出的惊人力
量自然地流入画中。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笔触
开始变得强劲老辣。

风华

在潘天寿的画作中，常能看到他的两枚
印“强其骨”和“一味霸悍”。这两句印语多
被用来形容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强其
骨”就是强其“力”，以线条突出力的美。潘
天寿常常运用一边、一角、一树、一石等裁
截式构图和特定式形象，却给人以博大、崇
高 的 印 象 ， 故 意 违 反 常 规 在 构 图 上 造 成 险
境，然后出奇制胜，巧妙地化险为夷，给人
以强烈的力量感和结构美。同时，他一反古
代 文 人 画 淡 雅 的 意 趣 ， 追 求 一 种 雄 强 、 豪
壮、犷悍之美。

例如他常被提及一幅画作 《小龙湫下一
角》，将山水与花鸟合二为一，画面繁茂却笔笔
清晰，又不杂乱，被公认为是潘天寿完美的艺
术表达。这幅创作于1963年的经典，正是在雁
荡山写生后完成的。

位于浙江省南部的雁荡山，神奇险峻，历
史上也是众多文人墨客驻足的地方。而在20世
纪中叶，这座名山注定还要将一位大师推向艺
术的辉煌顶点。1955年，潘天寿与同校师生前
往雁荡山写生。与他人不同，他并没有对景描
绘，而是四处溜达。就是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
的游玩中，潘天寿有了意外的发现。从这一时
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出，潘天寿并没有以全景来
表述雁荡，而取其精彩的一角，或是一个不起
眼的小水口，或是几枝闲花野草。这种“一角
式”山水成为潘天寿的艺术风格。

随后几年，潘天寿又数次前往名山大川感
受体验，并不断强化这一风格，接连创作了一
批尺幅巨大、面貌空前、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
的崭新作品。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全盛时期。
也是在这一时期，潘天寿将少年时在乡间学来
的指墨技法加以实践。他的许多大画，都有采
用指墨的方式来完成。

在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看来，潘天寿代表了
20世纪中国绘画的高峰。而这座高峰，一边连
着唐宋绘画的博大气象，一边则开拓了中国现
代绘画的雄浑之风。

坚守

新中国成立伊始，新的社会环境对于传承
了上千年的中国画提出了许多质疑。1957 年，
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潘天寿发表了 《谁说“中国
画必然淘汰”》 一文，坚定地扛起了中国画这
面大旗。针对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
大画，没有世界性”三个问题，文章作了针锋相
对的反驳。潘天寿进而提出了著名的“两峰论”：
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东西绘画各有成就，是欧
亚两大高峰。至此时，年逾 60 的潘天寿已经在
传承中国传统绘画的这条路上走了近40年。

如今，再看这些亘古高华的作品，它们蕴
含着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一生的情怀和坚
守。潘天寿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
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
有密切之关系”。今天纪念潘天寿，不仅在于其
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也在于其时代价值。时
代价值就是指潘天寿的文化自信。作为一名坚
守民族文化同时具有开放心态的艺术家，潘天
寿在2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巨大转变之机，对中
国文化充满自信，身体力行“传统出新”的创
作思路，以一生的心血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中国
画的现代化之路。

自 1997 年香港回归以来，中国
内地与中国香港两地设计不断相互借
鉴共融，相得益彰，在国际市场上越加
清晰地呈现出“中国设计”的形象。

在香港回归 20 周年之际，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冬江与香港室内
设计师协会副会长梁景华首次联合策
划的“容·香港回归 20 周年设计展”
日前在北京举行。该展览以“容”为
主题理念，邀请香港本地 10 位设计
师和中国本土 10 位设计师举行联合
设计展，展示 20 年来两地设计界的
知名设计师的经典之作。

据主办方介绍，改革开放 30 年
以来，中国内地设计不断进行自我发
掘，经历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

期；中国香港设计有着独特的文化基
因，经历了萌芽、探索、发展、升华
的进程。多方面因素的不同造就了中
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设计在表达形态、
身份建设、行业合作探索诸多方面的
差异。 （赖 睿）

牡丹有“国色天香”的美称，象
征富贵，也称“富贵之花”。当今欣
逢盛世，中国画画家中画牡丹者尤
多。苏留英就是一位专门以牡丹为题
材的国画家。她画牡丹的样式较多，
且具有探索精神，力图探索与前人、
今人的牡丹画作有不同的表现手法。

苏留英对中国历代画牡丹的诸种
表现手法是熟悉的，她选择的手法接
近现当代王雪涛小写意牡丹一路，或
者说是王雪涛传派一路。经过多年摸
索，她笔下的牡丹更明快，更轻松。
所画花头硕大，侧锋挥写，下笔大
胆，色彩明丽润泽。枝叶用笔更为放
达，叶润枝苍，叶子或绿叶或墨叶，
重墨破之，浓淡干湿富有变化，色
墨淋漓，韵味十足。画面营造的是
春光明媚、惠风和畅、祥和美好的
氛围。读苏留英的写意牡丹画会让
人想起唐代徐凝 《牡丹》 诗句：“何
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
疑 是 洛 川 神 女 作 ， 千 娇 万 态 破 朝
霞。”她除了表现自然生长的牡丹，
一些牡丹作品中常配以各种造型的
花瓶。“瓶”谐音是“平”，寓意平
安，牡丹寓意富贵，牡丹和花瓶组
合寓意富贵平安。她的 《中国红》
作品中画的是巨鼎中盛开了一大丛
红牡丹，寓意祖国鼎盛。

纯水墨牡丹是苏留英又一钟情的
写意方式，水墨牡丹更注重写意性，
更注重笔墨的趣味和质量，表达一种
素雅的文人情怀。大写意水墨牡丹始
于明代徐渭。徐渭认为纯水墨难以表

达牡丹的富贵气象，但他仍以“泼墨
为之”，因为他用纯水墨画牡丹能抒
发朴素、高雅的情怀，表达的是文人
的心性意趣。作为写意画家的苏留
英，她的内心绕不开文人画情结，追
求高格也是她心向往之的目标。她的

《平安是福》《淡妆素抹更消魂》等水
墨牡丹作品便是这种追求，有着幽
静、雅逸的意境。

苏留英并不止步于常规写意图式
的彩墨牡丹和水墨牡丹，还在泼彩泼
墨样式、笔墨构成样式、解构构成样
式、肌理制作样式等方面有诸多探
索。《秋牡丹》《紫梦》等作品属于泼
彩泼墨样式，把花头放大泼彩为之，
花形简括而有抽象意味，叶枝也是泼
彩和泼墨交融为之，抽象意味更浓。
她的构成样式的牡丹分为笔墨构成样
式和解构构成样式两类，笔墨构成样
式的牡丹还是用笔墨方式写出，在画
面构图上追求构成形式；解构构成样
式的作品中，花头以外的较抽象枝叶
的周围，画横竖交错的抽象构成墨
彩，意象的形象被解构。肌理制作样
式的牡丹作品中，除笔墨手段外，使
用了撒矾水、揉纸、拓印、甩色、纸
背面画等手段，探索画牡丹的新视觉
形式和新意境。

“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
花王。”牡丹雍容华贵的气度吸引着
世人的喜爱，也吸引着无数画家的描
绘。苏留英对写意牡丹画的探索必将
继续下去，朝着“洛阳春色图画中，
幻出天然夺化工”的境界前行。

挥洒彩墨写雍容
——苏留英画写意牡丹

□王云亮

“丝路源头 桑陌青青——李子侯
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
出了画家从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代
表作 90 余件。年届八旬的中国美术
学院李子侯教授被认为是中国画革新
主流浙江人物画中工笔画的代表人物
之一。

在李子侯艺术生涯的前 30 年，
他完整经历了新中国人物画革新创作
的全过程，并在工笔、意笔等新中国
人物画发展的各个环节上做出了贡献
并留下了高水准的作品。1964 年创
作的 《入仓》 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
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其创作的后 30 年，正是中国改
革开放时代。面对西方美术特别是西
方现代美术观念的影响，中国画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社会上有人发出“中
国画穷途末路”的质疑。面对美术的
剧烈转型，李子侯也和方增先等先生
一样，找到了自己的转型创新之路。

当代中国画创作中工笔画的写意
和写意画的精到是两大难题，李子侯

提出了当代工笔画“工笔意写”的创
作主张并开创了相应的技法，正是为
解决当代工笔画写意性缺乏难题提供
了新的思路。他独创的“蓝色系列”
作品自成一家，成为当代“工笔意
写”画风的开山人物。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在观摩展览
后表示，李子侯是中国工笔重彩画家
中很有成就的一位老艺术家，是在那
一代人中非常突出的一位。李子侯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特别具有鲜活、生
动的生活气息，有很鲜明的个人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李子侯淡泊名
利，奉献一生，前不久他又将数百件
精品捐赠给浙江美术馆，遂成为此次
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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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女 李子侯

“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日前在武英殿
书画馆拉开帷幕，展期近两个月。展览的展品
数量为历次“四僧”相关主题展览之首，多达
81件套，总计163件。以时代为序，力争通过丰
富的作品展示，将“四僧”最为典型的书画面
貌展示给观众，使观者能够对“四僧”的书画
艺术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清初四僧”（以下简称“四僧”） 是指活
动于明末清初的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4
人。他们的书画以先贤为师，兼容并蓄，既继
承先人的绘画思想，又主张抒发个性和创造

力，在实践中不断求真、求变。4人虽艺术风格
各异，但基于坎坷多折的生活经历，他们的书
画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真挚的感情色彩，不但
个性鲜明，而且艺术面貌独特新颖，在极富艺
术内涵的同时，也充满了勃勃生机。他们的艺
术特色对清代乃至近现代、当代书画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大批以“四僧”为
师的书画家群体。

展览期间，还会配合推出《故宫博物院藏四僧
书画全集》。此套图录首次将故宫藏“四僧”书画
集结出版，辑录文物数量达到180件套。（郑 娜）

清初四僧书画在故宫展出

两地一脉，有容乃大两地一脉，有容乃大

分歧与溶合 梁景华

小龙湫下一角图 潘天寿小龙湫下一角图 潘天寿

青绿山水图 潘天寿

行书十三札册 八大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