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画名家谈姜超

●白雪石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
京山水画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教授）：

用刀笔的技法表现出国画中皴、 擦、
点、染的效果, 并将山水刻画得如此传神，
在同龄的青年画家中， 姜超是佼佼者，愿
其不断进取，丰富自我，更上一层楼。

●贾方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内蒙
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美
术批评家，全国油画、国画年展评委）：

姜超的刀画作品将中国山水画之意
境与西画的肌理效果，立体效果，色彩效
果相融合相协调， 使其作品更见质感，其
势亦愈见恢宏。

●姚治华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

读姜超的刀画山水，不乏气韵生动之
美感，观其年纪轻轻，又勤奋好学，以其已
取得的不俗成绩，相信不久的未来会有更
多好的作品。

●乐克仁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
国书法函授学院教授，中国书画艺术研究
院湖北分院院长）：

姜超的刀画作品在视觉感受上绝不
丢弃传统“三远法”，同时又有现代人观物
的角度和视线, 顺应传统但不盲从传统，
这使他的画在传统格局中升腾出崭新的
时代面貌。

●刘清顺 （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山
东省书画家协会理事，山东书画院名誉院
长）：

姜超的山水刻画既放得开又收得拢，
落笔成形，“咫尺之内有万里之遥”， 呈现
出一派气势宏阔的新格局。

●王砚方 （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
国创新艺术推广中心主席）：

他把自己的油画山水推向了更高层
次，用刀笔油彩代墨 ，纵横飞扬 ，肌理有
秩，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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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仲池

我家在浏阳一个偏僻的小村， 名叫石
湾。 幼时，家里很穷，父亲就要我背唐诗宋
词，学写毛笔字。 我常在放射着微弱的淡黄
色的煤油灯光下写字、读诗、诵词。 后来，我
去参军， 父亲用乡间纸匠做的褐黄色的草
纸，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我，内容是：书有未曾
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到了部队是集体
生活，很难有练习毛笔字的条件，我便开始
学写诗。 再后来，复员回乡，参加高考，当教
师，直到人近夕阳，竟又做起了文联的工作。
这样， 便有机会接触许多著名的书法家，无
意中，重学书法的兴趣便强烈起来。

近年来，我总是 6 点就起床写字，有时
候还忘了吃早饭去上班。 越写越感到书法真
是别有天地，奥妙无穷。 我没有很扎实的临
帖功底，现在临帖，我又感到不自由。 于是，
我便认真地读起了古人和名家的字帖。 这一
读，让我更加痴迷于书法。 有时读到激动时，
便挥豪纵意如写诗般将自己的情绪和想象
全都注入笔墨，然后就这样悬肘运气把自己
记忆中的诗文，连同早已激活的书兴一并流
泻在纸上。

在我的眼里，我一直认为书法是自然之
魂，天地之心，灵肉之诗，线条的音乐，墨韵
的雕塑。 无论是楷书、隶书、行书、篆书、草
书，都会诉诸诗情、心性、意趣、高境和文气、
哲理、风骨、神韵。 确是“书者如也，如其学，
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
载语）。 可抵达“功宣礼乐，妙拟神仙”（孙过
庭语），而“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语）
的高美境界。

如此，我以为，尤其老人学书法，就更有
其悦心、醒脑、健体、启忆、固气、润情、明道、
交友的功效。 而其学之简，几乎人皆可为，只
要我们淡泊名利，那便是百利而无一害。

在这里，我要不揣冒昧，就学书法谈点
个人浅识。

我的观点是，学书法，首先要以书润心。
就是要多读书，善读书。 通过博览群书，使自
己悟高古深邃之神境。 明白书法与读书、学

养端行的关系。 正如董桥撰文说溥儒教学生
书画第一课就是只讲一句话： 做人第一，读
书第二，书画只是游戏，不可舍本而求末。 尽
管做人第一，书法亦见人格，但读书于书法
也是极为重要的。 正如黄庭坚评苏东坡书法

“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 苏
东坡也同样认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
卷始通神”。 这些都说明读书对于书法的极
其重要。 因此，学书法者，一定要多读书，不
读书是学不好书法的。

其次是要以诗致性。勃发激越凝重之情愫。
我读书法作品，总有一种感觉，字也生

情，激荡人怀。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其诗性的
呈现是异常的鲜活而奔放。 我们可以想见，
一个书家心中有“问世间，情是何物？ 直教生
死相许”，或胸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
信念在血脉里沸腾。 那凝结于笔端的千钧之

力，怎样不会挟雷而奔而气吞山河啊！ 由是
观之岳飞的“还我河山”草书，那雄健飞驰的
笔画， 就如同剑舞龙蛇铸万里长城巍然而
立。 同样，书家如写一首刘禹锡诗《离江杨
柳》：“离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
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不管是用
行书，还是隶书，只要随心而至随性而驰都
会达到，一泻柔情相思，尽显雅致风流。

再次是要以气运神。 得天地之气而滋养
生命之气。 从而使气贯丹田，行于手脉，化为
心中的情绪，流泻于线条之中，闪耀生命的
神韵。 这就会应验王羲之所言：“书之气，必
达乎道，同混元之理。 ”这里的“混元”是指天
地形成之初的原始状态，是宇宙之初元气未
分状态。 而气之于书法，就是要使所书之字
从元气的混沌状态，向理性和有序演变而凝
炼成理性之美、分割之美、排列之美和天然
之美。 因为融气于书法就会使书法的线条富

有生命的律动和激越感情的波浪。
第四是要以美铸形。 壮宇宙万物人伦之

形象、灵韵。 书法的审美固然有其时代性，然
而也要知晓其传统的审美风尚。 我们知道晋
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元书尚志，清
书尚质。 书家认为书法是有形灵动的艺术形
象，故可以妙化宇宙万物和人伦之形像。 因
此，就有人喻楷书是站立的汉字，是庄严的
公文；行书是行走的汉字，有如散文，形散神
不散；草书是飞舞的汉字，酷似诗词婉约如
丝豪放如虹。 这种具有象形的汉字，其实从
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源于自然宇宙万物之
源，草木之状，鸟兽之形，云霞之影，人伦之
灵。 因之，只有书家真悟透和领略了这宇宙
万物赐予的审美意识，就能使心画与诗意相
融，意像与灵魂神交，而创造书法之奇美。 真
正造化“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昔
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的高古深邃

的诗意情境。
以上所述，是学书法的感性认识，当待

在实践中升华， 但是当我审视当下的许多
书法作品时，我对向云驹先生“当下书界和
社会众生，将许多非大家、非名号的书法作
品抬到很高的地位， 使当代书法史黯然无
光，使当代书法家贻笑历史”的见解颇有同
感。 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我
以为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众多的社会
成员对书法历史不甚了解， 对书法艺术缺
乏应有的品质把握和审美认识。 因此，对一
些被妙作得沸沸扬扬的非大家、 非名号的
书法作品，在市场招摇风光时，不识庐山真
面目而被误导和蒙骗，以至盲目崇拜。

尽管对书法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也如其
他艺术作品一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
但也并非没有标准。 这标准在我看来就是三
个： 一为师古。 这就是书法应具有的书写之
法。应当遵循其法度和规律。古人在这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绝
对不能轻视。 即使由于个人的性情、学养、操
守不同，必要的临帖和书法理论研修，是不可
少的。我们要在学习继承古代书法的基础上，
推陈出新。二为致性。这就是要将自己内心蕴
含的理想、情愫，燃烧成生命的火熖，演化为
汉字的灵魂， 让字魂在书法作品中放射道德
光辉和闪现文人风骨。三为明道。这就是要明
白书法之道， 是在于弘扬中华的优秀文化和
书法艺术。书法，它的功能和价值已不再是充
当简单记事作文的工具， 而是成为了表达思
想、愿望、美感和精神、心境的独特艺术形式。
实际上是脑、笔、墨、纸、砚的巧妙结合与书家
心中的天地人道感应所产的神奇结果。因此，
好的书法是“道法自然”的结晶。 必然呈现其
应有的古典之美、诗意之美、线形之美、音乐
之美、律动之美、气韵之美、生命之美。

有思如此，我将人近夕阳恋书法的心境和
自我感悟写成一首小诗，权作此文的结束语。

师古求变气运神，
致性焚心铸字魂。
书以明道识时势，
笔底乾坤了无尘。

2013 年 6 月 27日夜于湘江之滨淡泊书斋
（作者为省文联主席）

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看到一组别具一
格的风景油画，它既有油画的质感又有中国
画的意境，很是喜欢。 一打听，其作者是姜
超，还是一位 80 后。

青年画家姜超，吉林省吉林市人，现为
齐白石再传人、 画家王砚方的得力门生，齐
派第四代传人。 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美术学
院油画研修班进修,�先后受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湖北分院院长乐
克仁和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山东书画家协
会理事刘清顺的教诲和指点，几年来专业从
事刀画艺术研究。 其作品参加过吉林省民间
艺术交流展、 吉林第二届刀笔油画艺术大
展，作品《长白晨雾》、《秋韵》分别被韩国和
新加坡收藏家收藏。

姜超在艺术创作上遵循传统努力出新，
将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技法用刀笔的形式灵
活地表现出来。 而且讲究刀、笔结合，追求意
趣，广泛吸收借鉴，倾心抒发胸襟，表现时代
精神。

与每一个艺术从业者一样，绘画道路几
乎都是靠艺术的爱好和兴趣来引领，姜超也
不例外。 他幼年时参加少年宫美术班学习，
被老师看中，被引荐给校长，为全校出美术
板报。 又写又画，他感觉特别好玩，从此便迷
上了美术。

姜超的大学生活与艺术密不可分。 在大
学期间，他的专业是室内外设计，业余时间
勤练书法，自学 pop 手绘，曾在校迎新晚会
上现场做书法表演和华大美术学院 pop 手
绘班担任助教。

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学习半年
多， 是他最艰苦的一段经历， 按他的话说：

“这要比高考时苦多了，白天上课，晚上去打
零工，洗过盘子，当过服务生，每天画完课堂
作业还要画五到十张速写，那一年光速写就
画了几千张！ ”

我相信每一个艺术家都是这样，不管在
什么时候，对自己都有一个严格要求，特别
是在一个变动着的环境中，更应该有一种定
力。 对姜超来说，这种定力便来自对绘画的
倾心热爱和崇高的抱负与执着。

在研修期间，他听过中央美术学院老院
长靳尚谊的学术讲座和中国画系老教授姚
治华的国画讲座，均受益匪浅。 结识了乐克
仁、刘清顺等书画名家，对他的艺术道路起
了极大的助力作用。

学习刀画后，更多的是他自己一点点摸
索着学，一点点体会，广泛借鉴，转益多师，
几年来他一直痴迷于此， 常常外出写生，画
速写且诵读诗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在
姜超的画面上更能体会到气韵生动、意境深
远、气势磅礴的特点。

姜超领悟了传统山水画之妙处，他用刀
笔模仿中国画的皴法,做出山、石、树木的肌
理效果，并把傅抱石的“要有时代的皴法美”
表现出来。 他作画没有条条框框，但是一定

会强调凸显自己的特色和创造性， 如作品
《秋韵》，用钢刀刮出坚实的岩壑，用扫笔擦
摆出飞动的流泉，用海绵敲打出若隐若现的
烟云，与点景人物、树木、村舍共同构筑了富
有韵律、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可游可居，让人
陶醉其中。

经过几年的艺术沉淀和反复实践，他用
刀“刮”画的特殊技法已经在创作中占据主
要地位。 其作品日渐成熟，他擅长把握画面
的整体感，如作品《旭日东升》，乍一看峰峦
叠出婉蜒不绝，沟壑纵横目不暇接，流云飞
瀑涌动其间，但却毫无零碎繁琐之感，整个
山体龙脉互相呼应，浑然一体，给人以大气
辉煌的壮美之感。

姜超的画另一特点是落笔不苛，既不偷
工减料，又不滥用颜料，笔笔见层次，收到

“咫尺百里”之效。 观者在绵延不绝的大山面
前领略气势夺人的感觉，解读气壮山河的妙
谛和快感。 那如泻的流泉飞瀑，如幻的岚气
云烟， 让凝固的岩壑沉浸在流动的空气中，
泉声、云气，可闻可观，大自然的呼吸动静是
如此和谐。

热爱生活的姜超，还喜欢在画面上点缀
些亭台、楼阁、林舍等，给奇山秀水增添了浓
郁的生活气息，别有一番情趣。 故而观其山
水，既有崔嵬雄奇之美，又有灵巧秀雅之情，

虚实相济，相得益彰。
刀画———将中国画和西洋画巧妙地融

合在一起，虽然刚刚崛起，但具有中西合璧、
雅俗共赏的特点，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

耀在绘画艺术殿堂之上。 更重要的是，它虽
然是阳春白雪，却能够轻易走进百姓的日常
生活，艺术永远追求创新，姜超正在创新中
不断超越自己。

我对书法的几点认识

——— 姜超的“刀笔油画”

桃花春水绿

幽谷鸣泉

●小资料：刀画
刀笔油画，简称“刀画”，又叫超写

实油画。
具体的说刀画是以自制钢刀和泡

沫为主要工具，以海绵、油画笔等为辅
助工具，刀笔结合，采用油画颜料，通
过刀具在画布上“刮”，使色料反复被
削减， 以达到塑造形体效果为目的的
绘画门类。

刀画的主要题材为山水， 它吸收
了国画和油画两大画种的有益养分，
使画面既有国画苍劲古朴的深远意
境，又有油画在色彩冷暖、质感、立体
感等方面的优点，可近看又可远观，画
面精细入微，所以又称“超写实油画”，
是近年来在中国渐渐兴起的一种全新
绘画门类，其绘画理论、工具与技法自
成一派。

■ 贯三

书法：张敏
（作者为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副主席）

鸣泉小钓

刀笔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