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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权

一直叫傅真忻老傅。真忻即使
年轻时也真像 “老傅”： 总是不慌
不忙的样子， 言谈举止淡定自若。
这样的人你都要认真对待，他的淡
定总归是有理由的。

认识老傅是上世纪80年代初，
那时的我刚留校任教， 心高气傲，
哪会把看起来平平常常的老傅放
在眼里。 老傅对我不卑不亢，客气
中有着凛然的距离。 接触时间长
了， 就觉着无论是画画还是为人，
老傅比我更像老师，他的从容里满
是无法与人道说的困窘，他的淡定
中藏匿了太多的坎坷，你不亲身经
历一遍他的不易，是装不出那份淡
定和从容的。 所以你还是小张小
李时，老傅就是老傅了。

老傅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西
安美院的，其实此时的老傅在版画
创作上已有不俗的成绩，著名的滩
头木版年画使同居一地的老傅很
早就泽被受益，许多创作已呈现出
湘中地域文化的鲜明艺术个性，在
学院同龄人还东张西望找不着方
向时，老傅就认定了民族、民间与
民俗的“三民主义”。因而他的版画
让当时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原始
生命的张扬，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向
往， 与学院象牙塔的语境全然不
同。 但老傅还是来了，他对自己曾
经的创作并不满意，想以专业教育
来寻求更上一层楼。 他把在西安
美院的大部分时间贴补在造型基
础上，屁股几乎长在画凳上，投入
专注。 从黑白灰的二维世界进入
体积与光影的三维空间，这种视觉
表现概念的转换对许多人而言，有
如让市中心的钟鼓楼调个方向，因
而老傅内心的变化远不像表情那
么从容淡定。 在对艺术表现语言
的理解上也必然有一番痛苦的取
舍之争。 但老傅就是老傅，他的学
院素描，他的造型基础，在几年后
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青年教师
也不敢再小视了。 我习惯把一个
出众的人的行为打回他的思维，从
思维的模式状态上窥测他的真实，
老傅的真实首先是心理素质过人，
心灵的强大是他定力的来源。 做
事做人，都追求极致和完美。 后来
的结果完全应验了，我几十年前对
他的敬畏是有道理的。

生活中的老傅对自己狠。寒冬
的西安虽然不会滴水成冰，但那种
夹在南北之间的冬天更显出冷的
阴险，老傅天天接一桶凉水，找一
没人的角落兜头浇下，迅急地用毛
巾把全身擦出粉红的肤色，这时候
的老傅更像英雄，精气神都激发出
来，那副舍我其谁的豪迈，不能不
让旁观者肃然起敬。 对自己也敢
下狠手的老傅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呢！

老傅的版画，从滩头木版年画
入手，从传统版画中最接地气的部
分开始。 滩头版画生动活泼的画
面，讲究功底的镌刻，气氛热烈的
色彩， 都可以看成老傅成功的捷
径。他将传统拆解成自己表现的资
源， 把民间当作自己演练的舞台，
用民俗的热烈渲染自己的语境，所
以他的版画无论是湘中的体育活
动，还是湘人马踏倭寇，都充满了
劲道，充满了趣味，也充满了人性
的力量。我尤其喜欢《戏媒人》这样
的作品， 在男婚女嫁的喜庆中，总
得有人被戏弄调侃来烘托现场的
气氛，讲究点的是不会把新人当猴
耍的，媒人就往往成为大家喜气发
泄的对象，玉成了好事，还要再担
些风险，以示枉己正人的付出多么
不易。 老傅是这样理解湘中风俗
的， 也是这样理解自己湘人性格
的，努力做成自己，也就做好了湘
人，做好了人生。

人到中老年后，老傅更喜欢个
性不羁的水墨。 用自由的线条去
诠释对艺术的认知。 我在内心是
非常赞同他多画国画的。 许多版
画家弃刀提笔，不过是鸡头凤尾的
结果，但老傅凭借着自己内心强大
的定力， 凭借着对人生从容的气
度，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造出佳
绩。 说什么好呢？ 也只有在心里敬
佩老傅。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 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副院长，
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 ）

黄先通

退休20年，笔墨相伴。 跌宕间，书未老，
人已至耄耋。

60岁方始学习书法。 与书法一见钟情，
继而忘情投入，20年难分难舍。 其间，始终
把书艺的研修作为一种心性的历练， 一种
人生境界的追求， 抑或是一种精神家园的
坚守。 展纸研墨，墨亦磨我，磨掉了我的浮
心与躁气。 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绩，也算是
一份人生的收获吧。

我学书法从来都是心怀敬畏， 不敢有

丝毫的轻怠。古人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
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也。 我深知要立
“学、才、志”，须勤奋行之，广泛涉猎，不断探
索，捕捉精髓，以求高雅韵致。孔子曰，“随心
所欲而不逾矩”。 我尊重传统，临帖多年。 学
习行草我从历代大家经典名篇中汲取营
养，而不囿于某家某篇，反复临摹王羲之、米
芾、黄庭坚等。 学习传统，继承经典，借鉴名
家，需要执着、坚持，不可一曝十寒，浅尝辄
止。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临池不辍。 除了临
古之外， 我对当代名家的作品也研读不少，
如启功、沈鹏、李铎等。“笔墨当随时代”是古
人经验之谈，只有做到厚古而不薄今，才能
推陈出新。

临摹古人，借鉴当代，主要是学习用笔、
点画、章法特点以及夸张、变形、对比、错位
等手段，还要学习作品的空灵畅达、首尾呼
应、节奏自然、格调高雅等布局手法，逐步做
到成竹在胸，烂熟于心。

以我之见， 学习书法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张弛有度，不可偏废。学习之路，曲折
坎坷，要边学边思，边思边行。 学古人、看今
人、照自己。照自己，就是经常检查自己的学
习方法是否正确， 不要过早规定自己的书
艺风格，这样容易固步自封，对以后的提高
与突破非常不利。

我以为学好书法的关键在于变， 没有
变就无所谓新，无所谓创作。熟能生巧，熟能
生变。 只要有扎实的功底，变就是水到渠成
之事，所谓随心所欲，心想事成。 行草之变，
主要体现在布局有特色，字形有夸张，如左
右摆动，摇曳多姿，字里行间穿插挪让，奇正
相伴，相互撑引，逶迤而行，让人看有美感，
有韵致。

如何把握好书法表现的最佳之度，很
难表达清楚。有时是一种经验，一种感觉，有
时是一种灵感加冲动的意外收获。 好的书
法作品是长期积累的释放， 是境界的提高、
情操的陶冶、品德的升华、临池不辍等诸多
元素的叠加。

笔墨相伴书未老，书法艺术本无涯。 只
能不断进取，决无捷径可言。

艺路跋涉

艺林掇英 翰墨飘香

艺家风采

老左的“四季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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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华

好歌总给人一种享受， 好词常给人一种感动。
邵阳籍青年词作家向明作词、郴州籍青年歌唱家刘
一祯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我的家，我的国》，饱含家
国深情，听后心头为之一震，还真有点泪花津津。

“走上桥头看过杨柳烟波/登上山岗看过田
园春色/这里有我最爱最爱的土地/这里有我最
恋最恋的花朵/这里有我最亲最亲的人啊/这里
有我永远不变的乡愁/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国/
那首唱过千遍的歌/永远在心中唱/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前面阳光洒满/我们努力开拓//走
上船头看过浪花朵朵/登上高铁看过大好山河/
这里有我最爱最爱的景色/这里有我最恋最恋的
生活/这里有我最亲最亲的人啊/这里有我听过
最美的传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国/那鲜艳的
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飘/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
国/前面阳光洒满/道路多么宽阔”。 这首词立意
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所诉说的沉甸甸的家国情
怀。

一首歌曲往往听起来简单轻盈，实则内部蕴
含着磅礴的力量。 谁敢说当年一支《松花江上》，
不胜过千军万马呢？ 歌词是歌曲的灵魂。 一首歌
曲的思想和情感都凝聚在短短不过百数言的歌
词中。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 当今
中国，祖国正日益富强，人民更加富裕，家乡更加
美丽， 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想要讴歌家乡之美
与祖国的强大。 满怀着一腔家国情怀，《我的家，
我的国》由心而生。 这首歌词以一个赤子的角度
赞美日新月异的家国景象， 抒发对美好家国的
无比热爱与感恩，表达了“胸怀家国，志在报国”
的深深家国情怀。

家国是有形象的，可以是乔羽笔下的“一条大
河波浪宽”，也可以是张藜笔下的“袅袅炊烟，路上
一道辙”。 在《我的家，我的国》中，家国是“杨柳烟
波”“田园春色”“浪花朵朵”，更是“大好山河”。 词作
者采取举例的方式，力证家乡的秀丽，祖国的壮美。
要以情动人，词作者自然懂得如何在“情”字上发
力。歌词中除了整体上借景抒情外，前后还通过长、
短句的对比， 增强了情感表达的层次感和节奏性。
主歌部分多以长句铺垫， 如黄河宽阔处水清如镜，
放开嗓子好歌唱；副歌部分则换以短句吟唱，如水
到壶口自然悬，倾泻而下、奔腾激烈，心绪不由开始
呐喊起来。

歌词中还运用了许多叠词，如“最爱最爱”
“最恋最恋”“最亲最亲”等，对情感的表达都具
有强烈的推进作用，增进了情感表达的深度和
强度。 两段歌词中那句“这里有我最亲最亲的
人啊”中的“啊”字用得恰到好处，在通过“这里
有我……这里有我……这里有我……” 层层递
进地做好情感铺垫的情况下，一声“啊”让人荡气
回肠。

《我的家，我的国》语言简洁明快，让人一听
即懂，又有着诗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它富有相当
的音乐性，给人提供了更大的艺术想象空间。“杨
柳烟波”“田园春色”“土地”“花朵”“浪花”“山河”
等，给人以可感形象和丰富联想，而观察视角的
地点分别是“桥头”“山岗”“船头”“高铁”。高铁与
现代交通生活相结合，更能给人一种新意和强烈
的时代感。

“永远不变的乡愁”， 加重了家国情感的重
量。一句“这里有我永远不变的乡愁”直唱得人热
泪盈盈：家乡的父母、兄妹乃至恋人、朋友，以及
一山一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一下子涌上心
头，叫人怎能不动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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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鹤群

品读月浪的水彩荷系列，得蘸上四
分春风，三分月色，两分微醺，还有一分
《广陵散》曲。 月浪笔下的荷花，那高贵
典雅、古韵悠悠的意境、色彩、笔墨，那
种自然禀赋的美丽和生气，直接地引发
了观者的感兴。

月浪的治艺之道，用他的话说：“绘
画的意义不是造型，不是布局。是心境，
是意境。 ”意境、心境，便是画家的主观
思想、创作心情、环境，即灵魂的构成部
分。“立意为象”，被历代中国画家奉为
恒久的定则。无论何种技法或图式的创
造， 都是围绕表现画家的思想而展开，
达到应手会心，妙造自然。

“没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打动心灵
的魅力，艺术便被人们遗忘，被人们忽
视，被人们无所谓。 ”月浪说，只有情感
的注入与艺术自然的触发，才能达到自
然和谐的境界，进而实现艺术的完美。

月浪的荷，淡色唯求清逸、高雅，重
色唯求意蕴、古厚，一般能分出三五个
层次。 荷的聚合、交错、流动，七色的深
浅变化， 都是通过色平面的叠置显示，
通过水与色的氤氲浸润，营造朦胧和幽

香：荷，红得入心入魂，黄得天真烂漫；
瓣，恰似一袭薄纱穿在美人身上，风姿
绰约，气旺神强；画面呈现诗意的积累
和生命的深刻体验，在静气中绽放出高
贵与绚烂。

月浪的画，出彩在色，出韵、出神在
水。水，始终是月浪泼彩的规形守则，是
他逐渐形成的审美意蕴与绘画技巧。
水，虽然无色，但配以清新的玫瑰色彩，
或鲜亮的黄，暖暖的赭，通过水的晕染
积聚、冲撞、流漾、覆盖、沉积，保持了色
彩的互相融合、渗透，如醴陵釉下五彩
窑变后产生的色泽变化，“未尝以傅色
晕淡细碎为功”（五代·徐熙），既凸现荷
的形神恣意， 又有夏雨滂沱的水分感，
画面因此而清新活泼，富有温馨的古意
和现代的美感。这跟“四王”的温润不一
样，跟董其昌的空灵也不一样。 这种不
同，乃是将荷的关切上升到对“人”的生
命的关切。当生命不仅是一种形象性的
“象”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形”时，月浪笔
下的荷便成为了一股生命之流，一种生
命本体的存在。

月浪在水彩画创作中融入了东西方
文化交融、对撞的文化因素，并通过水彩
的介质表达出深厚的历史情怀、 民族记
忆。 以诗歌、狂草见长的月浪，书奇崛发
于诗，画高雅自于字，浪漫潇洒，飘逸灵
动。月浪是诗人。在用墨上，他用水写意，
用诗写意。他喜欢将毛笔的柔软绵劲，水
墨的氤氲叠染，敷色的含蓄淡雅，演化糅
敛为一种独特的东方诗学的浪漫气质，
置入其作品之中，朴素中见格调，形成了
清新舒朗且暖意弥散的美感。

读月浪的画，你不用理性解释它们
的含义，恰恰是阅读之后的沉默中有种
暗喜，余味悠长。读他的画，就像徜徉在
一个美与爱的世界里， 离开繁芜的现
在，回到清明的过往，追念最纯真的时
光。

诗书画本同源。 游弋于其间的月
浪，卷舒开合任天真。

卷舒开合任天真

张晓凌

大家喜欢称左汉中为“老左”，
他就像一介农夫， 在田野中耕作，
不知疲倦地拾捡着民间的宝贝，辑
录成册，罄其所见，渐臻大成。

老左的画，我是极喜欢的。 个
中原因， 不妨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让我兴致盎然的是，那些在当代绘
画中丢失已久的“意象”，在老左的
画面上又一一复活：赤裸的生命意
识，一派天真的草间生活，浓烈的
乡情与泥土味，以及炽热而烂漫的
色彩与线条。 老左绘画的高妙之
处，在于他以文人的笔墨重构了民
间美术元素，于文人笔墨的空灵渺
远与民间美术的激荡雄浑之间，别
开俗雅一体的新体格、 新风范，寓

斑斓活泼于荡漾幽远的境界中。
石涛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

生活不神。 窃以为，这句话可作为
汉中兄笔墨的最好注释。 近年来，
当代艺术史写作有一个明显的进
步，那就是以跨文化的视野重构史
学框架，从边缘处发掘出民间的工
艺、图像等，并将其纳入当代叙事
体系中。依托于这个背景，可以说，
汉中兄的画是有艺术史价值的。

汉中兄所书写的传奇还不止
于此。至少我认为，比起他的著作、
绘画来，他做人的“单纯”更令人敬
仰。 当代艺术家中，不缺有天分的
人，不缺有智慧的人，更不缺见机
行事的人， 缺的是单纯通透的人。
历经70年风雨而一如昨日之少
年，将复杂的人生活出儿童般的单

纯来，不正是老左之学术、之绘画
的真谛吗？ 还有比这更幸福、更成
功的人生吗？

当今，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
产已然成为热词，在知识界，亦骎骎
然跃升为显学。 一时间，此地人声鼎
沸，熙攘往来，一派学术之盛景。 然
而，回顾起来，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于
斯， 著述丰赡且拓殖出新绘画的艺
术家能有几人？ 恕我孤陋寡闻，我所
知者，左汉中是其中寥寥者之一。

长沙美仑美术馆日前开展的
“四季花开———左汉中艺术展”，集
美术创作、民间研究、图书出版、非
遗保护为一体，完整地架构出汉中
兄的学术实绩与理想。

（作者系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华东师大美术学院院长）

月浪水彩画作品《初荷》。

左汉中作品《四季花开》。

黄先通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