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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力馀

敖普安甘于寂寞，勤于求索，诗书
印画，积学晚成。 论及其诗，李元洛评
先生说：“有性情，有功力，有好句与佳
篇。 ”论其篆刻，孙其峰教授认为：“圆
厚古朴，有大家风。 ”论其书法，金学智
先生称赞：“博采众长，而运以己意，骎
骎乎自成一家。 ”最近有幸拜读敖普安
的书法篆刻作品集《真水无香》，但觉
龙蛇飞动， 藤蔓纷披， 具清逸自然之
风，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敖普安1942年出生于湘潭一个儒
商之家， 年少随伯祖介眉公（前清秀
才）学习诗联，又得周磊村、田翠竹、沈
章位、李寿冈诸位名师教授诗词书画。
翩翩少年时，其诗词便深得乡贤嘉许。
后又从李光久、盛和民先生攻读诗文，
从刘惇、郭小石（齐白石弟子）先生学
习书画篆刻并研究齐白石印艺。 他是
一位转益多师、 靠自修而成正果的艺
术家。 早年在街道小作坊和工厂的20
多年里， 劳作之余从未间断读书与艺
术积累。1979年，敖普安的篆刻作品即
在西泠印社展出，1981年入选全国第
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 成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1984年，齐白
石纪念馆建立及纪念齐白石诞生120
周年活动在湘潭举行， 敖普安以其突
出才艺及对文艺公益事业之诚挚热
情，被破格从工厂调入湘潭市文联，从
此如鱼得水，读书治艺，一箪食，一瓢
饮， 吟诗染翰于楮墨刀石之间而乐此
不疲。 环境之改变，领域之拓展，视野
之开阔，使他得遇良机广交名流方家，
其艺术成就曾得秦孝仪、李可染、钱君
匋、马国权、韩天衡、朱关田等肯定；上
世纪90年代曾任《齐白石全集》编委，
被业内誉为齐白石研究专家。 敖普安
任湘潭市书协主席多年，举办讲座，提
携后学，不辞辛劳，被湖南省书法家协
会评为“德艺双馨艺术家”。

书法是生命精神的艺术表达。 读
敖普安的作品，整体感觉是气盛力满，
表现出一种生命神采， 绽放出一股浩
然正气，这在他的楷书中最为突出。其
学书从楷书入手，得颜筋柳骨之精髓。
深得鲁公大字《麻姑仙坛记》之宽博端
庄、雄浑秀颖，《大唐中兴颂》之雄伟奇

特、古劲深稳，柳楷《神策军碑》《玄秘
塔碑》之灵巧劲健、气象浑穆。 继而临
习黄山谷行楷，于《东坡先生画像赞》
《松风阁诗卷》用功甚深。 为了追求楷
书高古自由之境， 敖普安长年游心魏
碑，钟爱《张玄墓志》与《瘗鹤铭》，几近
痴迷。曾向湘潭名医左秉权学习《张玄
墓志》笔法，专程往访《瘗鹤铭》摩崖于
镇江焦山。

年逾古稀的敖普安艺海倾情60余
载。 身为西泠印社会员，由书入印，书
印互参，篆隶无疑最为其亮点，高古的
美感特征尤为突出。 他早年从师潜心
秦汉古印，出入吴昌硕、黄士陵、齐白
石，又深入研究篆字结构，融合化出，
滋生新意。 他治印广取博采， 融以学
养，润以才情，形成圆浑苍劲、高古奇
逸的独特印风。他的篆书从秦小篆入、
诏版出，后得力于汉《祀三公山碑》和
摹印篆，方圆兼施，显露一种天真烂漫
之神态。他用数年工夫，根据自己的创
作体会与美学理想，对《缪篆分韵》《汉
印分韵合编》两书进行重构，建立起独
特的篆书风格。 其书印载体多为自作
诗， 这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是分不开
的。 其行书雄强的艺术语言与清新的
诗境忻合为一， 产生一种清雄俊逸之
美。 读其自书诗《夏日东平野兴》《石鼓
乡闲居》等，汲取篆隶的用笔，参入己
意，笔酣墨畅，拙稚浑厚，金石之气盎
然， 更有清新自然的诗作灌满生命精
神之张力。敖普安深受湖湘文化浸润，
他将独具风格的“百衲衣”书体，融进
篆隶楷行草，形成清雄俊逸的书风，抒
情性强烈，书卷气浓厚。对这种颇具禅
意的“百衲衣”书体，人们于其审美价
值可能见仁见智， 但笔者以为已无斧
凿之痕，且用笔与情趣更显丰富。

敖普安从艺诗书同步，主张“性灵
神韵合一”。 西泠印社出版其《攻玉室
诗词选》，录诗词一千余首，清新自然，
风骚风雅。《山中偶得》：“岳云迷客屐，
山雨响松矶。 偶及泉边坐， 飞花落满
衣。 ”这种空灵诗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
谢灵运、王维的诗句。 读《攻玉室诗词
选》，美篇佳句，俯拾皆是。

诗人洛夫有云：“敖普安是一位用
刀子在石头上写诗的印人， 也是一位
用石头思考的诗人。 ”

向彬

书法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人的事 ,这是因
为从文字产生开始， 识字、 写字都是文化人
做的事情。 自古以来， 掌握文字书写和使用
的人都是当时的文化人， 即便是出自工匠之
手的造像记和砖瓦铭文， 也是出自工匠中的
文化人之手。 而当我国古代的高端文人介入
书法， 在书写中追求点画线质、 字形结构、
章法布局等方面的美感， 甚至追求书写时的
精神气韵与情感流露， 就和我们今天所理解
的 “书法艺术” 非常接近了。

文人介入书法， 自然会有其特定的审美
趋向和艺术追求 ， 因此 ， 文雅 、 恬静 、 清
秀、 醇和、 静穆、 古雅、 冲和等诸多审美境
界成为了书法风格的艺术追求， 书法家作品
能得其中某种风格， 就可卓尔不群， 超凡脱
俗。 文人介入书法， 不仅确定了 “书卷气”
“士气” 等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 也凸显了
书法的文化属性。 从书写内容到书写用具，
从书房布置到作品清赏， 无不体现文人特有
的书法审美境界与形式美感， 也无不体现文
人特有的品格情操与文化精神。

书法， 于文人而言， 既是修养心性之方
式， 也是展露才华之技能， 还是抒发情感之
寄托， 更是体现神韵之精神。 当前， 很多书
家将书法定义为 “纯艺术”， 有的甚至将书
法提到了 “当代艺术” 的层面， 似乎只有这
样才能为当代书法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也认
为只有这样 ， 才将书法从沉重的 “文化枷
锁 ” 中解脱出来 ， 以便彰显书法的艺术特
性， 成为纯粹的艺术。 在这些书法家看来，
将书法定位为 “纯艺术” 之后， 书写内容只
是书法艺术创作的素材， 在书法作品中所占
的位置就并不重要了， 书法最为重要的是艺
术表现力。 因此， 这种观念下的书法创作只
着重考虑作品的点画线质、 字形结构和章法
布局， 不会关心书写内容究竟为何人所写，
也不会在意书写诗文的风格与书法作品的关
系， 更不会为书法创作而自撰诗文， 书写技
法成为了他们追求书法艺术表现力的核心甚
至全部。 然而， 汉字具有音、 形、 义三个方
面的要素， 对于一件书法作品而言， 虽然最

先引起注意的是作品中的字形字势或艺术风
格， 但细细欣赏时， 人们自然会识读作品的
书写内容， “重识读” 是书法审美与欣赏不
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一件书法作品的书写内
容没有一定的文义， 这件作品的文化精神与
艺术品格都会受到质疑， 满纸的点画线条与
字形章法也就成为了没有意义的空洞形式，
甚至可以视为没有灵魂的艺术躯壳。

从书法家创作的层面来考虑， 书法家选
取什么样的诗文内容创作书法作品， 是对书
法家文化素养的考评。 如果所书写的诗文都
有一些司空见惯的内容， 尽管这些诗文内容
非常经典， 也很难凸显书法家的文化素养。
但如果选取的书写内容是不为常见的经史典
籍或者诗词作品， 那至少说明书法家所读之
书不是简单层面的唐诗宋词， 若书写自作诗
文 ， 且所撰诗文具有极好的文采 ， 可想而
知， 这位书法家就不是普通层面的 “抄手 ”
或书写 “工匠” 了。 而且， 注重书写内容从
来都不会降低书法创作的艺术表现， 只会增
加作品的文化含量与人文精神。

对古代文人而言， 读书治学与写诗填词
是家常事， 也是书法创作必不可少的文化素
养， 还是形成书法风格以及表达书法精神内
涵最为重要的因素。 读书与诗词写作主要是
提升书法家的学养与品格， 调养其心性与气
质， 这其实就是书法艺术的风格根源所在。
书法的风格不是笔法、 结构和章法的形式特
征， 以及线条粗细、 字形大小、 字势欹正 、
章法巧妙甚至包括书写时的节奏变化等书法
风格表现出来的外相， 作品中精神气质与气
韵神采才是书法艺术的风格核心， 这些不是
书写技能这样的 “表现工具” 所实现的， 更
不能将艺术风格等同于技法表现。 明白了这
个道理再看书法创作， 就知道书写内容与书
法艺术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素材与表现， 而是
二者之间精神内涵的高度融合。 简单地将诗
文作为书法创作的素材而不懂诗文的审美意
境， 所创作的书法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艺术
躯壳， 将线条与字形的变化当作书法艺术的
核心去追求完全属于 “匠人意识”。 只有明
白了文化素养与艺术精神的交融关系， 才会
真切理解书法为什么是文化人的事情。

周功华

面对杨建五这样的画家， 说“画如其人”， 至少从表面
上看很难令人信服， 就像他的名字“建五” 一样， 大家听上
去都以为是“建武”， 其实谬也。 他那朴实的外表与其内在
的灵秀很是不相称。 只有走进杨建五笔下的花鸟世界， 我们
才有可能理解他的艺术的内涵与精神品格。

杨建五的写意花鸟画， 追求一种完全来自心性的表达，
不论是题材的选定， 还是语言的表现方式， 都可谓别开生

面， 独具意蕴。
芦苇和竹子是杨建五画中比较有特色的题材。 无

论是对芦苇还是对竹子的表现， 他完全依据现场感受，
在情境中提炼审美意象， 寻求表现方法， 追求一种直
抒胸臆、 生动野逸的美学趣味， 将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转化为唯美的艺术之境。 他以墨运彩， 墨彩合用， 在
微妙的对比中求和谐， 在和谐中找出对比。 画面构成
则注重黑白灰的逻辑秩序与空间的对比关系， 既形成
坚实的板块对比节奏， 又传达出前后景深的交叠进退，
这是在传统中国画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在笔法上， 他
以实运虚， 笔笔皆实， 却处处见虚， 主体与主题相应，
墨色与层次相错， 似田园合奏， 亦似空谷回音， 一股
清新画风油然而生。

杨建五的写意花鸟画， 总是带着自然、 亲切、 感
人的艺术感染力， 既忠实于自然， 更忠实于自己的情
感与心性。 他师承传统， 却不囿于既定程式， 执意要
走石涛所提倡的“我自用我法” 的道路， 画面语言透
露出时代的气息。 他将传统与现代、 自然与诗意、 东
方与西方的诸多要素与因素融为一体， 似旧还新， 不
仅是新画法， 更是新气象。 所谓出新入古， 返璞归真，
这才是一个时代应有的创造。 应该说， 杨建五是一个
受过完整现代美术教育且能够超越具体技法语言， 又
能够在多元比较中抽离出新的造型方法与创新表现语
言的画家。 他的画， 以镜头拉伸的照相方式取景， 以
水墨黑白对比为骨架， 以剪影加光色将传统写意笔法
还原为对景写生， 还原了一种实情实景的视觉感受，
却无意抄袭自然， 而是透过诗意化的节奏方式经营空
间与情境， 在水墨色韵的变化与烘托中， 产生一种全
新的审美格调， 既厚重自然， 又空灵清新。

从五世祖杨世焯到伯爷爷杨应修都擅长花鸟， 或
许是受此家学影响， 杨建五也钟情于花鸟画。 除此之
外， 直接受教于宁乡花鸟画家欧阳笃材也是一个原因。
其精专于画竹画苇， 辅之以禽雀。 他自幼生活在洞庭
湖畔， 他爱自己家乡， 爱这片浩瀚开阔的水域， 深深
地眷念芦苇丛和竹林的浪漫真情。 他说， 这是上天所
赐予的最好礼物。 关于洞庭的故事实在太多， 从古至
今， 文人骚客不知留下了多少诗篇画卷， 他却觉得无
法表达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实胸臆。 他以最朴实的生活
感受去问“洞庭何所有”， 虽然只是一个最为平实的画
题， 却在时代大潮中流露出画家难以表达的复杂心声。
无论是画作还是题画诗， 杨建五都不作无病呻吟之态，
有感而发， 应时而作。 所谓“笔墨当随时代”， 又岂止
是笔与墨的物质形态与形式呢？ 他只为真情而画， 也
只为真实而画。 他常常在题款中广而告之， 鄙人不过
是杏子坞老民和星塘老屋后人， 直把自己视为“乡野
匹夫”。

李慧 冯蕾 龙军

四月芳菲， 乡野葱茏。 湖南浏阳高坪镇， 红褐色的泥土
中， 一种不起眼的植物悄然萌芽， 当地人知道， 这是刚落土两
个月的苎麻。 在镇上的另一头的太坪村， 那些成熟的苎麻正被
村民谭智祥用纯手工的方式做成一匹匹色泽沉着典雅、 质地朴
素纯粹的夏布。

1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夏布， 现年51岁的谭智祥是浏阳当
地技艺最为精湛的夏布传承人， 也是夏布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打麻、 绩麻、 浆纱、 织布……每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谭智祥一边介绍， 一边向我们展示起织布来。 黑色的梭子在他
手中翩然起舞， 把经线和纬线连接起来， 织成普通布、 罗纹
布、 提花布等多种品类。 “你看， 这是前几天来的几个学生织
的， 他们把线接错了， 我得重新给它接好。” 谭智祥介绍说，
他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起来开始做工， 一天10个小时下来能织
普通夏布十米左右， 要是罗纹布就只能织四五米， 而那种做服
装的夏布要用纯手工的麻线纺织， 一天才能织一到两米。

浏阳夏布在清光绪年间开始远渡海外， 销往日本、 朝鲜以
及南洋等地。 巅峰时期的浏阳夏布， 曾有着一年“出口达485
万担， 价值近百万” 的盛况。

“最开始我的布销售到日本和韩国， 他们将夏布用来做衣
服、 门帘、 茶席， 甚至装饰屋顶。” 这些订单每年给谭智祥带
来400多匹坯布的销量。

谭智祥算了笔账， 一匹25米长、60厘米宽的坯布需要用3公
斤苎麻纱。而打麻、绩麻十分繁琐。哪怕是熟练的捻纱妇人，也需
要两个月才能捻成一匹夏布所需的纱线。 最后经纯手工纺织出
这种品质最优的夏布， 市场能给出的价格仅1000元/匹， 普通
的夏布则为300元一匹。 “日本经销商曾给我拿来一个日本制
造的书包， 你看， 这个包用布也就一尺多， 能卖到900元一
个。” 谭智祥说。

为传承夏布工艺， 浏阳市有关部门和高坪镇政府决定牵头
组织起村里几家夏布纺织户， 成立夏布生产工艺传承保护协
会， 并建立浏阳夏布文化展示中心。 同时， 谭智祥开始和浏阳
一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把原料布制作成精美的书包
和其他产品。 为促进夏布传承和发展， 谭智祥还注册成立了自
己的织艺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 谭智祥收到了北京服装学院的聘书， 被邀请到该
校当特聘教授， 向学生讲解示范传统夏布的生产过程， 这位织
了35年夏布的地道农民正式走进课堂， 走上了讲台。

翰墨飘香

———小记敖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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