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中国第一行书”之称、由书圣王羲之
撰书的《兰亭集序》开篇写道：“永和九年，岁
在癸丑， 暮春之初，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 1700 多年后，为了致敬先贤，王德水
将岳麓中华书画研究院的开馆展览活动放
在了 2013 年 4 月 12 月，农历三月初三，正
是“暮春之初”。

去年 9 月， 为了繁荣湖南书画艺术，湖
南大学在千年书府———岳麓书院，筹备成立
了岳麓中华书画研究院，聘请王德水出任院
长，扛起湖湘书画艺术大旗。近代以来，湖南
书画界名人辈出， 以齐白石为一代高峰，冠
绝当代。 可惜的是，齐白石成名之后长期定
居北京， 并未带动和形成湖南书画集群效
应。 而与之对照，清末民初中国两大艺术流
派———“岭南画派”与“海上画派”争奇斗妍，
历久不衰，这不能不说是湖湘书画艺术的一
大憾事。 王德水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表示，
他此次应湖南大学邀请，执掌岳麓中华书画
研究院，即是出于对湖湘文化以及湖南这方
土地的热爱，冀望以此为基地，培养并形成
湖南书画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 最终形成
“岳麓画派”，以推动湖南文化产业的大繁荣
与大发展。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有业内专家认为：
湖湘文化重镇———岳麓书院在千年之后，终
于首设书画院，而首任院长由中华“书圣”传
衍千年的子孙担任，可谓相得益彰，众望所
归。

书画称双绝 融会贯东西

王德水是浙江绍兴人，传承“书圣”家学

渊源，自 5 岁起习字。 后来，
王德水在上海师从程十发、
方增先等书画名家， 研习人
物、山水及花鸟画。 特别是他
的人物画，在继承程、方等大
家的基础上，自出机杼，融入
西方油画技法， 作品多次在
国内外获得大奖。 1987 年，
王德水东渡日本， 旅居东瀛
20 多年，学习借鉴日本艺术
的构图、色彩新理念，使其彩
墨画具有强烈个人色彩，形
成鲜明的个人标记。

尽管王德水长期生活在
国外， 但由于中日两国一衣
带水， 他对国内书画界的情
况非常了解， 认为目前国内
书画界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
重视： 即忽视书法在中国画
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下去将
对中国书画发展产生致命威
胁。

王德水有一个艺术观
点：书画同源，画是“写”出来
的。 他说，就书画而言，书是
源，画是流。 中国画中的用笔
用墨，中锋、侧锋、逆锋，内中
的抑扬顿挫， 实在需要扎实
的书法功力。 书法不到火候，
其实是难以成就绘画的。 纵
观中国绘画史， 能称得上大
师的不多， 但他们个个书画
俱精。 齐白石、吴昌硕等大师
在书画、 篆刻上都有极深的
功力。 齐白石画作处处见笔
见墨， 而吴昌硕更是开宗明
义地以书法线条入画。

王德水认为， 形成这种
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练习书法
非常枯燥， 没有数十载的苦
功， 很难达到较高的艺术水
准，长期艰苦的磨炼，一般人
很难坚持下来。 就他自己而
言，自 5 岁起习字，每天练字
四五个小时，50 多年来无论
寒暑而不辍。

正是因为有此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与
恒心，加上家族遗传的艺术灵性，王德水的
书法艺术真、草、隶、篆、魏等各体皆精，而尤
以魏书成就最高。

与之同时，王德水以书法的用笔、用线
入画，在人物、山水、花鸟画等各个门类都取
得了极高的成就。

旅居日本之后，王德水深入研究了日本
绘画特别是浮世绘的艺术特色，并将之与中
国传统绘画相结合，逐步形成并开创了独树
一帜的艺术流派。

正因为有了对西洋、东洋艺术的深切了
解，王德水晚期绘画与早期作品相比，风格
上有了非常大的突破。 譬如他创作的《齐白
石像》，作品中齐白石头像的绘制纤毫毕现、
栩栩如生， 显示了他对西方绘画在人物塑
造、透视等技巧上的深刻理解与掌握，而在
齐白石身体部分则采用中国大写意技法，他
以对毛笔、墨色的娴熟运用，让中国传统意
象淋漓尽现。

而在他的另一幅代表作品《竹鹤图》中，
大面积的丹朱纯色背景，很明显借鉴了日本
绘画风格样式，与前景的写意松鹤形成强烈
对比，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升华与突
破。

王德水认为，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创作，
必须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在对中国书画的笔
意、墨色、线条等元素有了深刻理解的基础
上， 学习与借鉴国外各艺术门类的特色，与
之融会贯通，如此才能寻找到适合现代需要
的中国绘画发展方向与道路。

艺术评论家钟华仁对此由衷地赞叹：

从“书圣”后人到被专家们认可的当今书画
全才大家， 王德水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

湖湘文化的不解情结

王德水表示， 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之根、
艺术之魂一定来自他的祖国和民族。他对毛
泽东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小念的就是毛
主席的诗词，书写的就是毛主席那气吞山河
的草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德水对毛主

席的家乡———湖南有着特殊的情感。
2010 年王德水首次踏上湖湘土地，便

深深爱上了湖南这方热土。
2011 年 6 月 8 日，王德水“湖湘行”书

画精品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他历时一年
全新创作的 150 件以湖湘文化为题材的书
画精品得以集中呈现， 展览取得空前成功。
王德水作品中高超的笔墨语言、浓郁的湖南
风情，受到湖南艺术、收藏界的追捧，也深得
普通观众的喜爱。

此后一发不可收，王德水将他在国内的
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湖南。 在三年多时间
里，他十多次踏足湖南，创作了一大批以湖
湘文化元素为主题的精品画作。

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到齐白石、
雷锋， 一代代湖湘人杰都在他笔下一一呈
现，从凤凰古城、韶山，到昭山、崀山、桃花
源，绮丽而文化厚重的湖南风景名胜，从他
的艺术视角得到升华与提炼。

深厚的湖湘文化， 源自千年岳麓书院。
书院门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让
王德水心折不已。 他很欣赏湖南人“敢为人
先”的鲜明性格。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王德水
经常来到岳麓书院， 有时甚至一住大半年，
在书院里踟躇徘徊，与在这里留下足迹的先
贤进行心灵的交流。他将自己的体会感受发
诸笔端，创作了自岳麓书院山长朱洞、理学
大师朱熹、张栻，到近代黄兴、蔡锷在内的岳
麓人物像作品 56 幅， 还有各体书法作品近
百幅。

面对这批杰作，出版人乐玉杰从文化的
角度这样解读：德水先生的这些作品其实是
岳麓书院千年文化的沉积再现，也是近代湖
湘史的另一种诠释本。

推动湖湘“三宝”走向世界

作为一位艺术家、一个外来者，王德水
或许比本地人更能体会湖湘文化的魅力。经
过数年的了解与实地考察，他认为湖南艺术
产品中的三宝：湘绣、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及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竹简。而由于推广手段的
不到位，这些宝贝还养在深闺，不为外界广
泛认知。

他表示， 将在受聘出任岳麓中华书画
研究院院长的期间，于教学育人之外，以自
身的艺术创作为推手， 利用自己熟悉海外
艺术品市场的优势，大力推动湘绣、湘瓷和
竹简走向世界， 做强做大湖南文化产业品
牌。

目前， 王德水已经与醴陵方面合作，绘
制了一系列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作品，旨在
提升醴陵瓷的艺术品位与创作水准。他还在
浏阳河酒业的大力支持下，探索釉下五彩艺
术瓷与市场更紧密的结合，推动产业的发展
壮大。

王德水还与湖南湘绣研究所合作，将自
己的绘画代表作《毛泽东·待到山花烂漫时》
和《鱼乐图》转化为刺绣作品，这些作品将与
其他湘绣代表作一起，于今年 6 月中旬赴港
参加 2013 年湖南（香港）投资贸易宣传周活
动展出。

（作者系香港《文汇报》记者）

谭锦屏

旅日书画家王德水，是中国晋
代 “书圣”王羲之第 55 代孙，家族
的性灵传承，让他在艺术的圣殿里
自由恣肆 ：行书 、草书 、篆书 、隶书
各体无不信手拈来，尤以魏碑最让
人称道；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皆
是游刃有余，特别是他将中国传统
书画艺术与西洋油画及东洋日本
美术的色彩 、 构图等技法结合起
来 ， 形成自创一派的鲜明个性风
格。

开派千年学府 情系湖湘文化
“书圣”55代孙、书画大家王德水：

王德水先生艺术简历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王德水书画展曾先后在上海美术馆、刘海
粟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举办，并在东京、京都、神户、大阪相继展出
其书画作品。

1990 年在东京举办的王德水水墨画展被香港 《明报》 专题报
道，其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被广为传播和赞赏。

1997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王德水书画展得到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及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书协领导及有关专家
的大力支持、鼓励和赞扬，并为其题字、祝贺，各大新闻媒体对此都
给予了大量的报道。

2007 年 9 月， 王德水以组委会秘书长身份负责第九届世界华
商大会在日举行的“世界华人 2007 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大展”的策
划、组织工作，并担任评委，其作品参加了中国九大巨匠画展。

2011 年 6 月 8 日，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湖湘行”书画精品展。
2012 年 5 月 18 日，“王德水书画展” 在澳门林则徐纪念馆举

行，作品预订一空，全部售出。
2012 年 9 月 17 日，被湖南大学聘任为教授，并担任湖南大学

岳麓中华书画研究院院长。
2013 年 1 月 26 日，“闳约深美：王德水魏碑文化大展”在北京

798 闳约艺术中心开幕，其魏书作品用笔苍劲、结体严谨，书体雄浑
大气中不乏质朴端丽，受到各界赞誉。

一代大师齐白石
王德水作品

待到山花烂漫时
王德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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