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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黄永玉的紫砂壶”在中国美术馆展示，这
是黄永玉又一新领域的艺术创造，他以中国百姓喜欢
的民间实用工艺品紫砂壶为载体，借助紫砂镌刻工艺
半绘半刻的独特表现形式，进行一次新媒材的尝试。
所绘内容主要为143个水浒人物和十几个陪衬人物，另
有 《八仙图》《七贤图》《九痒图》 等小品，图说文字
和创作感想以题跋形式布局，匠心独运，引人入胜。
这么多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如此规模繁杂的制作工
艺，在不长的时间内以高质量完成，担此重任的主角
黄永玉已经是94岁高龄。

黄永玉选择以紫砂壶为艺术创作载体，并非一时
心血来潮。他与紫砂有渊源，儿时就知道宜兴紫砂，
那时凤凰人因口音把“宜兴”说成“泥金”。后来黄永
玉成年也认可“泥金”的叫法，他以为这颇有诗意。
对紫砂他还有一份家族情缘。他说，小时候父亲让他
欣赏泥金壶，还告之用壶使用得当的诀窍。如今，父
亲传下来的一把紫砂壶他一直珍藏家中。

他将一百多位水浒人物往壶上画，也不是灵机一
动，而是早有预期。上世纪60年代，我就听他说要刻
水浒一百单八将人物绣像，从此开始画水浒人物，并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黄永玉大画水浒》，将创作塑
造水浒人物定为长期的绘画命题。为此，他对原著早
就烂熟于心、对书中每个人物了如指掌。他们的神
情、性格、相貌、体态等迥异特征，都在黄永玉脑里
丰满鲜活起来。

这看似偶然却又并非偶然的画壶大戏敲响开场锣
鼓，大幕拉开，出出精彩折子表演登场。细细品读这
一把把壶的意趣风采，光是水浒人物就有一百多，哪
里读得完？挑几个最有趣儿的。

《李鬼》 尽管只是陪衬人物，比陪衬的“黑旋风”
李逵还出名，家喻户晓还命大，居然活到今天。壶上
画着他提着板斧，瞪圆大眼虚张声势吓唬路人，冒充
李逵打着劫富济贫幌子，干着图财害命勾当。题跋一
针见血，警醒世人，“冒牌货往往比原作声势还大还夸
张。”充满现实意义。

《张顺》 梁山好汉，因水性高强，绰号“浪里白
条”。他跟李逵水里打斗，图说着“李逵夺鱼”的故
事。看，壶上镌刻着张顺在波涛中将陆上称霸的李逵
灌了个够。题跋才是精妙：“岸上数你，水底瞧我。”

《时迁》梁山好汉中又一能人，绰号鼓上骚，意思
是轻巧得像在大鼓上蹦来蹦去的跳蚤，在民间有天下
第一神偷称号。壶上将他刻画成似乎是从房梁飞下，
贼眉鼠眼四处探望，若无人便下手。题跋简要“宣和
至今千把年，时迁的手艺不新鲜。”

《史进》绰号九纹龙，全身纹有九条青龙。现在时
髦的纹身，千多年前的史进乃是祖师爷了。他是梁山
铁骨铮铮的好汉，但没有主见，跟着去打方腊起义
军，结果战死。题跋“没来由的礼物收不得，没来由
的眼泪当不得真。”像是在生前对他的提醒。

《鲁智深》 绰号“花和尚”梁山好汉，嫉恶如仇、
侠肝义胆、粗中有细、勇而有谋、豁达明理，他忍受
不住佛门清规，醉打山门，毁坏金身，违规犯戒被赶
出五台山。壶上图为他被赶出后，照练绝技“一指
禅”，身旁立着禅杖。题跋“赶出五台山，还有一指
禅”。像是在宣示，在红尘中俺鲁达的绝活才有用。

仅品读以上几例，已会感到极有趣。那么多的大
的小的高的矮的圆的扁的紫砂壶，黄永玉在上面图文
并茂地讲述生动有趣的故事。以至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称赞“他呈现在小器物之上的大智慧。”对于黄永
玉倾力创作的紫砂水浒人物，吴为山更给予了精辟的
点赞：“他以独特的视角解构和诠释水浒人物形象，其
中有借古讽今的诙谐幽默，也有深深的爱憎之心，有
超然物外的天性释放，也有悲悯天下的普世情怀，深
度揭示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体验。他塑造的
艺术形象，可能会令观者捧腹，也可能会引起观者回
味和思考”。

言恭达：当好中华文化的布道者
□ 赖 睿 陈钟昊

“我恋古，但不守旧；我天

天与古人对话，但又时时吸收

时代的新鲜空气。”这是书家、

文化学者言恭达的自述。他用

这样的理念带动书坛、艺界的

发展，在国内外传播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言恭达

认为，文化“走出去”不能流

于形式，要通过对中国艺术作

品的阐释，让外国人逐渐认知

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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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 黄永玉

“走出去”需深入思想妙义

作品先后在600多次国家级、国际性和各类全国性
展览中入选并数次荣获大奖，多次赴日本、韩国、新加
坡、巴西、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墨西
哥、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香
港、澳门等国家与地区交流。作品入藏人民大会堂、国
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选刻各地碑林，书学论文多次
获“全国文艺评论”奖……在国内，言恭达的艺术成就
受到业界学界多方认可与赞誉，他五次当选“中国书法
十大年度人物”，并在2010年11月纽约联合国总部“首
届中文日”举办特展，被誉为“中华文化大使”。

谈起书法文化走向世界，言恭达有自己的见解。在
他看来，书法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艺术载
体。如何通过书法艺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关键是
让他人了解到蕴藏在书法之中的中国哲学思想妙义。

2017年3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日中友协
联合主办的中日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日本京都举行。
言恭达所题的隶书作品“仁泽无疆”亦是该展的主题。
展览开幕时，言恭达站在这幅作品前，向到场的日本前
首相鸠山由纪夫介绍“仁泽无疆”的含义：仁德之道，
恩泽万物，无穷无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期间，在与 84 岁的日本著名书法家杭迫柏树的

“京都对话”中，言恭达指出：世界要以“仁”为核
心，来唤起各个民族对时代同理心文明的认识，共同构
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
言恭达认为文化“走出去”不能只是流于形式地展示书
法国画或京剧昆曲。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与西方
文化不同，源于中国艺术崇尚“写意”的境界。庄子的

“虚”“静”“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等哲学思
想引领着中国艺术注重情感“表现”的审美特色。通过
对中国艺术作品的不断阐释，外国人可以逐渐认知中国
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为之产生兴趣，这便是文化“走出
去”的目标。

这些年，中国在实践文化“走出去”战略上下了大
力气，取得不少成果。言恭达也坦言，严防形式主义。
当前的文化对外传播仍然是以政府主导的“推出去”，
言恭达希望“未来‘推出去’能够变成‘请出去’。”为
此，他在北京语言大学捐款100万元设立艺术文化教育
基金，帮扶前来学习的世界各地的1万多名留学生走进
中国文化，通过他们把中国文化“带出去”。

为人生而艺术

“江川汇海新潮涌，共绘蓝图万众从。欲借长风催
百卉，飞芳吐艳月溶溶。”

这是言恭达 2013 年创作的长卷书法作品 《时代抒
怀》 中的卷首诗句。这幅长 16 米的自作诗大草长卷，
起以江河湖海的意象，传以清新豪壮的气韵，谱写出一
幅壮美悠长的盛世华章。

见到年届七旬的言恭达，他步伐稳健、精神矍铄，
丝毫不见古稀之人的样貌，如同其长卷书法中“以篆入
草”的笔法，刚劲且不失豪纵。自 2008 年以来，言恭
达已经创作十多幅长卷作品，多以大草书为主。2008年
北京奥运会前夕，他选择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奥时的陈述

演讲，完成17米大草长卷《我的中国心》；2010年，上
海第 41 届世界博览会时创作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大草长卷；2011 年，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和辛
亥百年，他创作的48米长卷《世纪脊梁·推动二十世纪
中国历史进程伟人诗文》 在夏威夷 APEC 文化论坛展
出，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2017 年，为纪念建军 90 周
年，他又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元帅们的诗词代表
作为内容，创作32米长卷作品《军魂颂》……

95岁的书法理论家陈方既认为，言恭达的大草书法
“构形大开大合，运笔纵横捭阖，以篆书裹锋笔法和简
书率意笔法入草，堪称得中锋运笔‘画沙’之妙。”这
样的书法艺术呈现出言恭达对于当下中国的所感所悟，
传统的技法形式与现代的内容巧妙结合。欣赏这些作
品，观者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形式上，
言恭达选用最包容、最震撼的传统长卷，在笔法上“以
篆入草”，在墨法上大量采用“涩笔”“渴墨”，以奥
运、世博等当代重大事件展现时代的大开大合形式美与
崇高的人文精神。

“为人生而艺术”，是言恭达始终坚持的文化理念。
他坚守“艺术要体现当下时代精神”，认为书法家不能
一味地只抄写唐诗宋词，要“感恩时代、感悟生活、感
知民生”，即便是自作诗也不能“无病呻吟”，应当注入
艺术家对当下时代的感受。“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
时代的产物。回顾历史上具有传世经典的艺术作品时你
会发现，这些作品大都在传统的形式下注入了那个时代
的精神。”

前不久，言恭达入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这位教授
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分。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书
家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

践行“仁者爱人”

“抱云堂”是言恭达的书斋名，此名延接了晚唐诗
评家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 中“超诣”的意境，“抱
云”实则为拥抱“人类的精神”。

师从书法界鸿儒沙曼翁，言恭达深受其对艺术至诚
至真与做人率真的影响。他说：“书法作品不是用来哗
众取宠的，也不以金钱至上，更不是借机‘捞’个一官
半职。”他认为，当下中国，艺术家要守护文化灵魂，
回归艺术本真。

今日中国书坛何态？30多年的当代“书法热”无疑
带来了群众文化的繁荣，却也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地
方。言恭达批判当下书坛存在的“形式至上”“丑书现
象”“时俗扩张”“批评失语”等现象。“如今书坛出现
了思想的苍白、文化的缺失、哲学的贫困，导致艺术生

态的失衡。”言恭达说，“这需要我们把艺术还原以文
化，求真于经典。”

那么，书家该何为呢？言恭达认为，书家首先要有
艺术思想，把握时代主流文化的脉搏；同时又要有人文
情怀，担负起书法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引领艺术审美
潮流，将俗文化引向雅文化。同时，把世界优秀的文化吸
收过来，把中国故事传播出去。“书家是靠作品立足社
会、展现人生价值的，只有弘扬好中华文化所蕴涵的人
文精神，才能作出既有个性风貌又具时代特征的作品。”

创作之外，言恭达更是身体力行，投身于国家文化
及各项事业建设中。74 项提案，15 次会议发言，在敦
煌考察麦积山文物保护状况、在安徽、浙江调研大数据
技术给中国书画带来的影响，在农村研究农民业余文化
生活和古村落保护……十年全国政协委员身份，言恭达
尽责履职、建言献策，践行着一个书法家的社会担当。

言恭达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多年来通过出
售自己的艺术作品，为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
等地震灾区和安徽贫困地区、江苏红十字孤儿学校、全
国艾滋病防治、江苏省体育发展基金、为东南大学、北
京语言大学等无偿捐资已达 2000 多万元，建立“南京
言恭达慈善基金”“东南大学言恭达教育基金”“北京语
言大学言恭达艺术文化教育基金”“清华大学言恭达艺
术基金”和“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言恭达国际文化
艺术交流基金”，2012年建立“言恭达文化基金会”，用
个人的力量阐释并传递着“仁者爱人”的厚重思想。

2010年，言恭达卸任江苏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在卸
任仪式上，他有感而发：“人过六十，往往追忆消逝的春
光，但我更看重前面的秋光。”在他眼里，一个人的价值轨
迹是从闻道、问道、求道、得道，再到布道。如今，70岁
的言恭达正是一位充满年轻活力的文化布道者，将中华
优秀文化的种子撒播向更多人，带到更远方。

隶书 自作诗《新中国六十华诞颂》：
长河浴日吐辉煌，识险排艰赖引航。鼎业
豪英隆郅治，和风尽拂说兴昌。

言恭达书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全国友协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中国国家
画院院务委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
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
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
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文化部中国
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

大草 《淮南子·主术训》：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 言恭达书大草 《淮南子·主术训》：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 言恭达书

小篆 自作诗 《善行天下赞》：无
垊大爱胜三阳，化雨东风播梓乡。莫
叹春归花委地，慈情应共海天长。

言恭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