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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画上的原诗是：“吾家洗砚池
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
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这幅画和这
首诗后人多有引用和赞美，几乎每句
文字都有不同版本，多写做：“我家洗
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
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清·钱
谦 益 编 《列 朝 诗 集·甲 集·前 编 第
五》） 王冕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
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借梅自喻，
表达自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的高洁品质。

王冕画梅的代表作有 《墨梅图
轴》《墨梅图卷》《南枝春早图轴》
等，其中这幅 《墨梅图》 因为诗画相
得益彰最为著名。王冕画的墨梅，在
技法和气息上继承了南宋杨补之一
脉，同时，他又画出了枝干遒劲写
意、着花丰硕绵密的个性风貌。

王冕出身农家，幼年替人放牛，
靠自学成才。后来预感天下将乱，遂隐
居会稽九里山，造三间茅庐，自题为“梅
花书屋”，可见其对梅花的痴迷。在王
冕的另一首题名《白梅》诗中：“冰雪林
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
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更表现了

王冕的铮铮傲骨。
王冕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文人

画全面成熟的高峰期。文人画的成
熟，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与完
备，文化自信的人格精神与中国画绘
画成熟的结合。文人画以书卷气为基
础，重写意精神与笔墨的结合。在这
样的背景下，王冕的创作成为文人画
的高峰和典范。

中国人的冬季充满春意

梅花文化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梅
花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圣洁高尚的象
征，是生命春天第一声呐喊的鲜明意
象。咏梅、画梅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
传统。古代中国的“四君子——梅兰
竹菊”“岁寒三友——松竹梅”等艺术
意象中，都有梅花的身影。

梅进入中国人视野，首先是在物
质生活领域。20世纪70年代，在安阳
殷墟出土的商代铜鼎中，考古工作者
发现了梅核，表明在 3000多年前的商
代，梅已经被当作食物。梅成为中国
人的精神对象则是与最早的文学同时
出现，如 《诗经》 中写“山有嘉卉，
候栗候梅”。可见，中国人的“咏梅”
传统与中国文学一样古老，是中华民
族精神家园古老的根系。

自汉代起，我们开始观赏梅的种
植，后世称为“艺梅”。到了唐代，朱
砂梅的品种开始出现，即今人普遍看
到的红梅。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
易、柳宗元、韩愈、李商隐、张谓等
诗人，均有咏梅诗。艺梅的高峰期出
现在宋代。南宋诗人范成大写出世界
第一部《梅谱》。由于对艺梅培植的兴
盛，国人对梅花审美文化创造也迎来
了高峰，并逐渐成为民族品质的一部
分。《全宋诗》《全宋词》 中有咏梅诗
词近6000首。

梅花傲霜斗雪、独放幽香的高洁
品质和报春早的喜性是历代文人志士

吟咏的核心。“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
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
北朝·陆凯）“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
归。”（唐·李白）“万木冻欲折，孤根
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唐·齐己） 梅花寂寞独放的格调成为
一种境界：“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
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
动月黄昏。”（宋·林逋）“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宋·王安石）“此花不与群
花比。”（宋·李清照）“梅须逊雪三分
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宋·卢梅坡）。

梅花入画据传开始于公元五世纪
的南北朝时期，最早的图像竟是南朝
宋武帝女儿的“梅花妆”（用梅花图
案帖印在额头）。相传北宋和尚仲仁
为“墨梅始祖”，黄庭坚赞其画：“雅
闻华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
宋代工笔梅花图有宋徽宗的 《梅花绣
眼图轴》、南宋徐禹功的《雪中梅竹图
卷》等。

宋代有众多流传下来的梅谱。范
成大 《范村梅谱》 虽被后人断为“园
艺学著作”，但其中提出的以曲为美，

“疏影横斜”的审美导向，对后世梅花
绘画影响深远。宋伯仁的 《梅花喜神
谱》 收录 100 幅各类画梅作品，并配
上自作诗，还把梅花花头、花枝分解
说明，开后世梅花技法书的先河。赵
孟坚 《梅谱》 尽管只是两首题画诗，
却提出画墨梅传承发展的主流谱系学
说。杨补之为华光和尚入室子弟，他
的两个外甥汤叔雅、汤叔用直接继承
这一脉。这一脉的画家同情百姓疾
苦，画梅枝劲挺率直，王冕就是其中
最著名的代表。

新时代呼唤大美

从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潘
天寿、李苦禅、陈少梅、朱屹瞻、王
个簃，到关山月、黄胄，近现代名家

几乎都画过梅花。其中以关山月最为
着力，也最具时代影响力。无论是漫天
飞雪中的披霜斗雪，还是春回大地前的
春意盎然，关山月的梅花都充满了热烈
的气氛，呈现出一种新时代气息。

梅花是最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花
朵之一，入画、入诗众多，成为历代
文人颂咏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数次
提及“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咏梅诗
句，此次引用王冕的《墨梅》，引发国
人强烈共鸣，展现出新时代国人的底
气，传递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的卓然品格。

（作者为中国画学会理事）

“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这是刘海粟
六上黄山之后所写诗句。到1988年第10次上黄山时，刘
海粟已是93岁高龄。黄山奇绝，深得刘海粟钟爱。70年
间，他十上黄山。黄山之于他，相看不厌。

近日在京举行的“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展
出久未面世的101件刘海粟书画力作，第一部分就是以黄
山为题材的28幅作品。漫步其间，可以感受刘海粟艺术
与思想的跃进。

黄山云海是黄山独特的自然景观，如蓬莱仙境，特
别是日出日落时形成的彩色云海，尤为壮观。刘海粟六
上黄山所作油画《黄山云海》，正是描绘的这一奇境。画
家通过强化大面积的横向云、霞，以及因日光普照而生
出的天空与云海交错之感，云气的流动与山石形成的团
块相辅相成。

1980 年，刘海粟七上黄山，创作《满庭芳（泼墨黄
山）》。题款云：“《满庭芳·七上黄山》：云海浮游，玉屏攀
倚，天都插遍芙蓉。山灵狂喜，迎客唤苍松。七度重来无
恙，记当年积雾沉。……”泼墨技法纯熟，墨分五彩，愈显
云气蒸腾所引起的磅礴气势，在展现云海虚白之境中得厚
重之感。

1982年，87岁高龄的刘海粟九上黄山，创作了泼彩之
作《黄山光明顶》。泼彩以石青为主，色墨交融，墨块与色块
互融渗透，产生出磅礴的气势。刘海粟还特意为此画题写
自作诗：“黄山卓绝光明顶，叱咤千峰奴万岭。斜阳散映青
山红，珊瑚粉插琉璃中。安得高烛传天都，寒烟叠叠蒙云
雾。万古此山此风雨，来看老夫浑脱舞。……”诗句气象
万千，与华滋拙朴的画面，相映成趣。

《奇峰白云》是刘海粟十上黄山所作的泼彩山水，以
坚定有力的用笔塑造出崇山峻岭巍然屹立的雄姿。与刘
海粟其他泼彩山水不同，这幅画又兼具雅逸轻灵之美，动
静相宜。画上题款：“何年开混沌，造化夺神工。排闼青冥
入，群峰相角雄。戊辰秋刘海粟十上黄山写，九十三岁。”

刘海粟一直倡导旅行写生，强调“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其创造精神与各地自然风貌相契合，并将西方现
代美术的相关精华融注于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的探求之中。

与自然为友，必有所赠。

“永恒的情怀——陆庆龙绘画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展览出陆庆龙近10年来各时期创作的油画、水粉画代表性
作品 76件，涵括人物画部分的农民工、渔歌、少数民族 3个系
列，风景画部分的苏北乡村、雪景、黄土、高原、桂林山水5个
系列。从再现到表现，从知觉到直觉，展览系统地呈现了陆庆
龙创作思想和观念的变化。

陆庆龙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委员、江苏省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他在水粉画创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
是农民工系列创作，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时代
思想。陆庆龙在展览序言中谈到：“我对于农民工的熟悉不仅
源于在城市里我们近在咫尺，更因为在内心一直感觉他们就
是我的父母兄弟、儿时伙伴。我能体会到他们在背井离乡期
间的身份、角色与心理在适应、转换过程中的种种微妙变
化，捕捉到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命运及精神世界发生的类似于
化蛹为蝶的蜕变。”

近年来，陆庆龙更为专注于油画创作，在持续推进创作农
民工题材的创作以外，赴苏北农村写生、赴陇西黄土高原写
生、赴青藏高原采风和创作，完成了一大批极富有绘画表现力
的新创作，展现了绘画语言上孜孜不倦的渴求。新近完成的渔
歌系列，表现出在绘画行为上的酣畅，可谓是写意油画观念上
的新实践。

今年，是张仃诞辰一百周年。
是国画家，也是漫画家、壁画

家，还是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
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名号太多，
有人索性称他为“大美术家”。得此称
号，张仃名副其实。

张仃是 20世纪的中国美术舞台上
不可或缺的主角。他不仅设计了中国
的国徽，画出引领风骚的首都机场壁
画《哪吒闹海》，还在各门类的艺术领
域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他先以国画
入学，后又以漫画闻著于世，装饰设
计自成一派，又领导复兴中国壁画，
此后以篆书入笔焦墨山水，发展北派
山水的雄健之风。

诗人艾青说，张仃走到哪里，“摩
登”就到哪里。1938 年，张仃来到延
安，被安排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
教，既从事美术教学，又从事年画、

宣传画和装饰画创作，同时还从事舞
台美术、服装设计等实用艺术。他的
设计因地制宜，沙发、方桌、茶几、
屏风、吊灯、台灯……全部就地取
材，又将实用与审美紧密结合，“既土
到极点，也洋到极点”，是当时延安不
折不扣的“摩登艺术家”。

以天安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主题形象，就是出自张仃的创意。除
国徽以外，张仃还出色完成了一系列共
和国形象的艺术设计和组织领导工作，
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设计、全
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等，
无愧为共和国“形象设计师”。

1978 年，张仃出任中国第一部彩
色宽银幕动画片 《哪吒闹海》 的美术
总设计。生动鲜艳的人物，极具中国
特色山水波纹，给几代人留下深刻记

忆。1979 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新航
站楼落成，需要壁画装饰。张仃组织
50 多位老中青画家和学生，完成了

《北国风光》《泼水节——生命的赞
歌》《巴山蜀水》等一批作品，其中也
包括他创作的《哪吒闹海》。改革开放
之初的年代，这批壁画在当时的文化
界和思想界掀起冲击波，引发了许多
关于“美”“人性”“现代化”的讨论。

晚年的张仃潜心山水画，挑战焦墨
山水。他在20多年里踏遍祖国河山，把
焦墨笔法和墨法发展成一套完备的艺术
语言，开拓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空间。

艺术需要不断地激发创造力创新
力。中与西、土与洋、古与今，张仃
曾说这是他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张仃把这几
对看似矛盾的词融合在自己的创作
中，留下历史的足迹。

今日我是黄山友
□ 赖 睿

今日我是黄山友
□ 赖 睿

◎艺术走笔

梅与中国精神
□ 钱晓鸣

墨梅图 王 冕墨梅图 王 冕

陆庆龙：情怀入画
□ 杨 子

都市随想 陆庆龙

日前，在十九
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习近平
总书记说：百闻
不如一见。我们
欢迎各位记者朋
友 在 中 国 多 走
走、多看看，继
续关注中共十九
大之后中国的发
展变化，更加全面
地了解和报道中
国。我们不需要
更 多 的 溢 美 之
词，我们一贯欢
迎客观的介绍和
有益的建议，正所
谓“不要人夸颜
色好，只留清气
满乾坤”。总书记
引 述 的 这 句 诗 ，
出 自 元 代 诗 人 、
画家王冕的 《墨
梅图》。

黄山云海 刘海粟

大美术家张仃
□ 赖 睿

墨梅图 （局部） 王 冕

芭蕉少女 张 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