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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初，傅抱石带领江苏山水
画家壮行两万三千里，描绘祖国山河新貌，开
辟中国画创作新境界，奠定了“新金陵画派”在
中国画坛里程碑式的地位。

二万三千里写生创作作为一个时代的标
志和图式，其典范意义犹存。2016 年，中国
美术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
联、江苏文投集团组织 19 位江苏省内画家、
顾问和特邀画家组成采风写生团，以“笔墨
当随时代”为题进行艺术写生创作，历时一
个月，跨越8个省市，行程三万八千里。在此
基础上，形成 150 余幅优秀作品，其中 80 余
幅精品出现在北京“笔墨当随时代——重走
万里路弘扬新金陵画派精神江苏美术采风成
果展”。

既是“纪念”，更是弘扬。虽然新金陵画派
的写生活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他们
的举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艺术精神，至
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次“重走”，不仅
是为了纪念当年新金陵画派的写生活动，更
重要的是学习新金陵画派的创作方法、美学
思想和人文品格，弘扬他们“紧跟时代、贴
近生活、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

既是“重走”，更是探索。时代变了，笔
墨不得不变。这是新金陵画派写生创作的动
机和宗旨。如今，时代又有了新的变化，画
家们并没有满足于“重走”与“寻觅”，而是
在“重走”中探索，在“寻觅”中发现，从

时代变迁中摄取新题材，从生活源头里激发
新灵感，从先贤之路上探索新方法，着力描
绘新时代的风貌。

既是“回访”，更是开启。画家们回访了
当年新金陵画派的写生之地以及人与事，感
慨系之，顿悟良多，同时又在原有的写生路
上，扩展了写生的范围，在写生方法、创作
内容、艺术语言上也有新的突破。

近日，“雄险秀幽·巴山蜀水——百
年大师岑学恭国画展”在四川美术馆举
行。开展当天，观者潮涌，络绎不绝。

画展不仅有岑学恭的代表性作品，
还展出他一生走遍巴山蜀水所细心绘制
的写生稿以及创作画稿，让人对其艺术
探索的历程有更清晰的了解。那一本本
速写本，有的只有巴掌大，尺幅虽小，
却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所见山川的容颜，
精细程度足显用力之深。中国山水画提
倡“外师造化”和“搜尽奇峰打草稿”，
岑学恭与同期山水画大师 （如李可染、
陆俨少） 一样，在写生方面下足功夫。
经过几十年反复摹写，一派巴山蜀水尽
入画家胸臆，为传神之笔打下深厚基础。

岑学恭的山水画题材相对集中于峡
江。峡江，即三峡那样有大江穿越崇山
峻岭而过的奇观，无疑是摄人心魄的山
水。古今无数山水画家都涉足过峡江题
材，近代以来尤多。岑学恭被称为“岑
三峡”，为三峡画派领军人物，艺术风格
独特。这种画风的形成，既源于他不懈
的写生积累，也源于他长期对传统山水
画技巧的研习揣摩，熔古通今不断求
变，发展出具有自家面目的一套表现技
法。此次展出的精品中，不难发现岑学
恭的山水画有不少别具一格的地方：

第一，在构图上，许多画家都采用
俯视或平视的角度表现峡江，如张大
千、陆俨少、宋文治等，岑学恭则采用
仰视角度，有时几乎把透视点拉低到接
近峡江水面位置。这样的构图，利于突
出峡江两岸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同时也
利于描画江面浪花掀起的飞动状况。

第二，在山石皴法上，张大千、陆
俨少、宋文治这些画峡江较多的大家，
皆主要采用线条勾勒或稍加皴擦点染来
表现两岸山峰，岑学恭则在大斧劈皴的
基础上，巧妙揉入点线面各种皴法技
巧，同时将浓淡、干湿、积墨、泼墨等
墨法灵活运用其中，使其山石皴法自成
一家，鬼斧神工地展现了峡江两岸坚硬
又陡峭的山体山峰。

第三，在云水画法上，张大千、陆
俨少、宋文治等大师都以线条勾勒为主
画江水，亦有留白之法，岑学恭的峡江
水则以皴擦留下飞白加勾勒画出江浪波
纹，浪花留白，再施以汁绿或淡墨渲
染，使得江浪更为灵动多姿。其他大师
画云时多采用线勾或留白，岑学恭则采
用不同深浅的淡墨和色彩多次趁湿擦染
云层边际而成，虽然颇费工时，然云层
的流动变幻却更为生动。

数十年的雕琢锤炼，使得岑学恭的
峡江画气势恢宏，独树一帜：画面上奇
峰列阵，云蒸烟绕，碧浪卷雪，风帆出
峡，尽显巴山蜀水“雄、秀、奇、险”
之壮美。

岑学恭是内蒙古人，抗战期间师从
徐悲鸿、傅抱石、黄君璧等前辈大师，
受过严格的中外美术理论和技法训练，
毕业后因热爱巴山蜀水而留在四川工
作，用一生心血为峡江写照传神，其情
可嘉，其绩堪颂。

中国山水画其实是祖国山河在有中
华文化背景的画家头脑里投射的成像，
绝非简单复制，而是文化观念对现实山
水改造的产物。画者，文之极也。像岑
学恭这样，把祖国山河写入人民心中的
画家，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

从古典文本到艺术形象

“吾国之理想派，乃能大放光明于世
界，因吾国五千年来之神话、之历史、
之诗歌，蕴藏无尽。”返回中国古代典籍
里的历史故事，将文学作品转换为艺术
形象，乃是徐悲鸿独辟的一条复兴中华
民族精神之道。

《田横五百士》 取材于 《史记·田丹
列传》。作品表现的是田横与五百壮士离
别时的场景，悲壮气概撼人心魄。画中
身披红袍的田横拱手抱拳，气宇轩昂，向
送别人群致意。画中的男女老幼构成悲
愤难当的画面节奏，汇成一种英雄主义气
概。从1928年至1930年，徐悲鸿用3年时
间完成这幅巨作，意在通过田横故事，借
古喻今，希望中华民族仍有这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启迪国民振作精神，复兴中华。

《徯我后》 取材于 《尚书·仲虺之
诰》。画面上老百姓衣不遮体，大地干
裂，瘦弱的耕牛在啃食树根，人们翘首
远望，眼睛里饱含期待的目光，犹如大
旱灾年渴望起云下雨一般。1930 至 1933
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
省，徐悲鸿因痛感国土沦陷而心忧如
焚，用3年时间创作这幅作品，其用意就
是借此为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发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声。

《愚公移山》 取材于 《列子·汤问》。
画作突破当时的传统理念，以人体为主
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人物
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歌颂人
的伟大力量。1940 年正处在抗战艰苦时
期，徐悲鸿得知中华儿女夜以继日、用
血肉筑成了中国与外界唯一运输线——

滇缅公路，深受感动，借“愚公移山”
矢志不渝的精神，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
心、坚韧不拔，打败日寇的信心。

家国忧思寄于笔下生灵

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徐悲鸿不
仅创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寓意深远的历史
主题作品，还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将这种
家国情怀寄于笔下的万物生灵，成为当
时乃至当下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象征。

在无论是“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
苍”的战马，还是觉醒的雄狮面对挑战
侧目睥睨，还是威猛雄健的群狮会合于
富士山顶，抑或是鹰击长空、展翅翱
翔、风雨鸡鸣……徐悲鸿赋予生灵英雄
般的勇气与力量，寓意中国人民面对艰
难困苦时的无畏无惧、一往直前。

1941 年，徐悲鸿赴马来西亚及新加
坡举办画展，将卖画所得款项全部寄回
祖国支持抗战。是年8月，中日第二次长
沙会战开始。徐悲鸿十分关注国内战
况，创作 《奔马》。这是一匹由远及近、
腾空奔驰而来的骏马。观者仿佛看到了
奔马的速度，听到了马蹄蹬踏之声。他
在画上题跋：“辛巳 （1941年） 八月十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
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

在写实主义追求中融入浪漫气质和
象征意味，是徐悲鸿飞禽走兽等动物画
的独特创造。尤其是他塑造的“奔马”
形象，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
概。徐悲鸿笔下的马千姿百态，或驻足
凝望，或回首长嘶，或奔逸绝尘，或腾
空而起……它们不仅是徐悲鸿人格气质
与创作激情的熔铸，也是民族文化和时

代精神的写照，更成为中国艺术形象创
造中的永恒经典。

愚公移山精神的时代内涵

从神话故事到寓言象征到抗战隐
喻，再到民族精神，《愚公移山》 以及抗
战系列作品，都是徐悲鸿饱含爱国精神
与民族气节的经典之作。

1940年4月，徐悲鸿在致教育家舒新
城的信中说：“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

《愚公移山》 草成，可当的起一伟大之
图。”可见，创作 《愚公移山》 是徐悲鸿
心间盘桓 20 年之久的愿望。早在欧洲求
学期间，徐悲鸿看到那些深沉宏大的西
方历史故事油画时，就已萌生为本民族历
史故事绘写巨制的宏大理想。这幅《愚公
移山》，既是古老神话的现代图像诠释，也
是中华民族追求自由的艺术史诗。

千百年来，愚公移山的故事广为传
颂，愚公移山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艰苦
奋斗、奋勇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愚公移山精神，指
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
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我们
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
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
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这些重要论
述，赋予愚公移山精神新时代的内涵。

笔墨当随时代。徐悲鸿所倡导的现实
主义，仍是当下美术创作的主流。时代性
与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背景，也是一件有
生命力作品的鲜活特点。徐悲鸿始终坚持
与民族同步、与时代交响、与人民共鸣的艺
术理念，为当今美术创作留下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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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绘就民族精神
□ 本报记者 赖 睿

近期，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民族
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
是观众与美术大家徐悲鸿一次难得
的对话机会。

在寻求中国美术复兴的 20 世
纪，徐悲鸿提出以西融中的主张，
将西方素描造型精准、油画色彩鲜
明的特点融入中国画的笔墨神韵，
成为民族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创新
者。不止于此，作为一名正直敏感
的艺术家，徐悲鸿时刻心系祖国，
将民族气节与艺术叠加，是画品与
人品高度统一的艺术巨匠。

◎艺术走笔

并非仅仅是“重走”
□ 章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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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肥 钱松喦

田横五百士 徐悲鸿

侧目侧目 徐悲鸿徐悲鸿

法国19世纪艺术亮相国博
□ 赖 睿

103件法国19世纪艺术珍品日前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学院与沙龙
——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集中呈现
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艺术以及以巴黎为中
心的法国社会风貌。参展作品来源于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这是自法国总统马克龙2018年初访华后，举
办的首个中法文化交流艺术展。

展品包括学院派代表艺术家多米尼克·安格尔、威廉-阿道夫·布格
罗、帕斯卡·达仰-布弗莱等人的油画，还有保尔·朗度斯基、让-巴蒂
斯·卡尔波等人的雕塑力作。特别是安格尔的《朱庇特与忒提斯》等三幅
油画作品，尤为值得关注。

《朱庇特与忒提斯》 是安格尔 1811年在意大利创作完成的。作品尺
幅 巨 大 ， 也 非 常 脆
弱，寄回法国后再未

“出国”。此次能够随
展来到中国，足见法
国政府对中法文化交
流的重视。

展览还展示了与
中国相关的内容，如
常书鸿的油画 《病中
的妻子》、方君璧的油
画 《钱塘江》、徐悲鸿
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成员的合影等。20 世
纪 ， 徐 悲 鸿 、 林 风
眠 、 颜 文 樑 、 潘 玉
良 、 刘 开 渠 等 名 家 ，
均有在巴黎国立高等
美术学院学习。对照
19 世纪法国艺术家与
20 世纪中国艺术家的
作品，可以感受艺术
的交流、传承与发展。 朱庇特与忒提斯 多米尼克·安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