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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所读的散文集中，印象
比较深的有四本： 一是刘亮程的
《一个人的村庄》； 二是韩少功的
《山南水北》；三是杨福音的《长岭
上》和《吾喜吾爱》，而后两本更偏
爱。 为什么？ 因为杨福音笔下的人
和物就在我们身边。 有亲切感。 如
《在立翁家》 一文中描述立翁请大
家到对面粉馆吃粉的情节：“于是，
几个人下楼，出了大门，李立翁抬
起头喊，秀英哩，丢张票子下来看
看！ 楼上窗户打开了，李夫人探出
身子， 将张十元的票子折成三角
板，喊声接住，扔下。立翁弯下身子
捡起三角板，拆开，展平，又弹了弹
说，其实我平时去和记吃粉是不限
定要付账的”。 一个老艺术家老顽
童的形象活灵活现在大家眼前。这
种有情节有画面感的散文，是很多
专业作家都写不出来的。

爱这两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杨福音很多谈艺术谈文学谈
历史的文章，观点新颖、妙语连珠，
读后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醒悟和畅
快。譬如，他认为中国绘画宋以前是
立法的过程，宋以后是破法的过程，

笔者以为，这个立论对中国画史的
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他认为好的线描应具备三种功能：
“一是线描部分地表达客观对象；二
是线描应具有离开形的独立审美
价值；三是线描要在整幅作品中起
到平面分割的作用。 ”我认为，这是
对线描的功能最丰满最深刻的阐

述，因为他还原和赋予线的本质和
应有的地位。在绘画中，线的作用不
简单是客观的描述和准确的刻划，
而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若失去这
种独立，线条便只是线条，在绘画中
将永远处于附属地位。

他谈中西绘画比较，从材料、
技法、风格等方面，作了很精彩的
阐述， 但文章的最后两句我更喜
欢：“西洋画如春夏，如少年，蠢蠢欲
动，中国画如秋冬，如淑女，静而悠
闲”。将秋冬与淑女并列，这便耐人寻

味，妙不可言！ 他还认为，至今为止，
中西绘画嫁接成功的还没有出现，
神交可以，杂交的结果，不一定理想。

前面谈了杨福音的散文、散
论，回归到他的艺术实践又怎样呢？

近几年，我先后三次到杨福音
艺术馆观画， 一次是湘潭王徽陪
同， 一次是艺术馆馆长周永康讲

解，他俩对杨福音先生绘画颇有研
究，称得上专家，很多观点我就有
同感。有一次，我们共同探讨时，他
们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杨福音其
人其画，我说“穿越！ ”不是因为这
是一个时髦词，而是暂时还未找到
更贴切的。 说穿越理由有三：一是
杨福音文史知识丰富，文学修养深
厚同时又关注西方艺术的研究。从
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从古到今，
从中到西，来去无意，游刃有余；二
是从他的画中，纵向看可见从古代

走来，立在现在，朝未来走去的一
个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的影子。横向
看有一位矜持含羞的东方美女，像
维纳斯一样炽热而性感；三是他的
人物、花草、山水之间相互贯通，没
有障碍，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杨福音的画，我最喜欢小品山
水。 我收藏古瓷多年，最喜欢明清
民窑青花绘画， 那种简约朴素、无
拘无束的画法中， 时有灵光之现，
令人惊叹不已。杨福言将民间绘画
加以提炼、雅化，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绘画语言,再部分吸取西方绘画
的构图形式。古中有今，中西结合，
简约而纯粹，小天地有大气象。 杨
福音认为：“一切成熟都走向纯粹
简约”“因生命的本质在单纯简约，
如午夜星天，清空高洁。 ”

我并不想从技的层面去关注
细节， 因为杨福音的画不是用来
看，而是用来读的。简约的背后，是
一位几十年坚守孤独寂寞，与尘世
保持距离的、 内心纯粹的艺术家。
他告诉我们， 一位成功的画家，要
看他的废画有多少，而不是画价有
多高，名声有多大。

书法已经浸入吕高安的骨髓， 他痴迷
于书法， 还能在书法中悟到生活与艺术的
哲理，诚难能也。 有悟性的书法人跳出书法
之外，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文化底蕴，反
倒有望深入书法的堂奥，探得书法的真谛，
长期浸淫其中，生活也会很快乐。

迷于斯悟于斯
吕高安的书法生涯可以从少年时算

起。30多年，痴迷于此，心中不曾须臾放弃。
刚开始上的师范院校， 练字是为了教学生
板书漂亮，后来做了行政工作，书法完全成
了个人爱好。 八小时之外，他与古为邻，游
走于点画之间，心性在笔墨之间流淌。他将
书法融入生活， 在书法文化中感悟生活哲
理，将生活哲理融入自己的点画线条。

吕高安认为，书法是哲学关系的笔墨体
现，包括天人合一关系、对立统一关系、整体
与部分关系等等，关乎宇宙人生的理解，生命
理念的提炼与实践，生活态度的深层解读。书

法作为具体的文化形态与艺术形式， 无疑要
接受哲学原理的指导， 又反过来体现哲学关
系的。 书法之美渗透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各层
肌理， 中国人基本的审美思想首先是从书法
中建构起来的。 吕高安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
体悟到了这种种哲学关系，同时，又用自己的
笔墨实践着这种审美思想。

他认为书法是心性关系的高雅显现。作为
中国哲学名词，“心”常指人的自我主观意识与
精神。艺术主题的研究核心是“描心摹象”。心
与性，大概是中国哲学中最根本，也是使用最
广的两大范畴。中国书法的“心性”一直与传统
“心性”之学的文化内涵互相融通，互为表里。
书法是中国人从“思想”内部走向世界视阈最
重要的、最具文化意义的融通渠道。 人的艺术
行为，通过汉字书写线条而“描心摹象”，表现
或波澜壮阔或激情澎湃或小心谨慎或超然物
外或潇洒大度的性情。 如果能将此理论很好
地贯彻于自己的创作中，心手合一，则东汉扬
雄所谓的“书为心画”的理论便可以真正适应
于书法艺术的创作实践了。

出于斯入于斯
吕高安能够跳出书法看书法，他的眼光

很犀利，心态也很平和。这种犀利也时时给他
自己警戒。 比如他对当前书法界官僚化严重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官员能称之真正书法家
的极少，但官员乐于介入书坛，自称书法家，
好受人吹捧其书法，逢场作书，风气盛行。此
现象对于推动书法热有积极意义， 但助长了
书法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艺术的功利，造成
认人不认书，亵渎了书法艺术。”

心境的平和于书法尤其重要， 古人早
有精辟的见解。 李世民在《指意》一文中指
出：“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
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速
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
也。 ”高安的心态比较平和，想来大抵因为
他尽量跳出书法的名利圈子。进而想，或许
缘于他明白“功夫在诗外”的道理。

他好收藏，还爱写作，尤擅文艺批评，

这给他的书法以极好的养料补充， 这些养
料让他能够跳出书法看书法， 于书法之外
勤于修行。正是这些字外功夫，让他从另一
个角度切准了书法的脉理， 并敏感地窥见
书法之堂奥。

乐于斯耽于斯
吕高安并未以书法为职业， 却能于书

法制心一处，专精专一。他曾在单位策划专
业的书法活动， 在办公场所用书法营造文
化氛围，带领同事学习书法艺术，时时自觉
接受书法文化的熏陶。

高雅艺术带给人的快乐是持久的。吕高
安对待书法很谦虚，很认真，很努力，也一直
在前进，在摸索，在突破。尽管还有许多问题
需要解决，比如用笔的方法问题，比如临帖
的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处理临摹与创作的关
系问题等等，都还需要好好认真思考，眼力
上去，还需付诸于手的实践。 但他在书法中
获得的快乐与成绩是毋庸质疑的。乐于斯且
耽于斯，相信他会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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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不能只有高楼、绿地
和各种现代化设施，钢筋加水泥只
是这座城市的外壳，城市的灵魂是
文化的品位和审美意象的落脚点。
如果在绿树成荫的人行道旁，在道
路纵横的中心广场，在休闲游憩的
公共花园建立若干雕塑，这个城市
便有了历史的积蓄，有了人的精神
诉求，有了这座城市的标识，有了
一种典雅文明的美。

城市有雕塑，首推古希腊雅典
卫城伯利克里时期。 以后的古罗马
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雕刻家同
时也是城市建筑师，将雕塑艺术与
城市建筑相结合，为城市增添了活
力和美的元素，构成了不可或缺的
城市建设格局。 近代以来，各国曾
先后建造了令人难忘的标识性雕
塑，有的已成为人类文明的经典之
作和文化遗产。

我国的城雕发展，是以人民英
雄纪念碑为代表的纪念性雕刻而
深入人心的，然而，中国城雕的蓬
勃兴起，并日渐成为美丽中国的标
志之一，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这一
时期，中国产生了众多卓有成就的
城市雕塑家，朱惟精正是这众多雕
塑家中的杰出代表。

朱惟精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
第一批雕塑艺术家，他长期与我国
老一辈雕塑大师刘开渠、 王朝闻、
曾竹韶、滑友田、傅天仇等往来甚

密。 直接受教于诸先生门下，曾共
同合作完成了数件传世之作。几十
年来，他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雕
塑事业，为我国的城雕发展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也为湖南的城雕作出
了开拓性的努力。

欣赏朱惟精近三百件作品，给
我们的震撼是他作品的丰富多产，
以及勤劳敬业、 忘我工作的状态，
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体力、智慧和才
华的结晶。雕塑是艺术门类的重工
业，技术环节复杂，工艺要求高超，
装置环境讲究。而朱惟精却能在这
诸多方面驾轻就熟、 游刃有余，充
分展示了他的一专多能和多样才
华。 他学贯中西，善于吸收中外雕
刻艺术的优秀传统， 脚踏敦煌、云
岗、希腊、罗马之间，不论圆雕、浮
雕都给人一种亲临其境、 意蕴深
厚、气势宏大、美轮美奂的艺术感
受。

朱惟精的雕塑作品大都可分
为三类：一是英雄史诗般的历史人
物，这些人物形象，在朱惟精的塑
造下更显鲜活生动，是时代面貌的
再现。浮雕刘少奇、鲁迅，恰到好处
地表现了刘少奇的平易近人和鲁
迅的深邃思考。 圆雕毛泽东，将毛
主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的博大胸襟作了形象的诠释。屹立
在望城雷锋纪念馆的雷锋像，朱惟
精以形象准确，气宇轩昂的塑造手

法，再现了雷锋风采，仿佛平凡的
战士重新回到了百姓之间。

二是以历史文化为主线的传
统题材，有组雕《往事沉钩》、《悠悠
岁月》、《二十四孝》、《大飞天》、《六
个供养女》等。 特别是《大飞天》囊
括了全世界364个主要民族形象造
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白铜
雕塑群， 是台湾新的旅游观赏景
点。《六个供养女》是浙江奉化雪窦
寺中的佛教人物，将汉唐民族服饰
和古代生活中的妇女形象融入造
型之中，既亲切又端庄，是佛教人

物形象的中国化。
三是以女性的人体为主的对

自然美的歌颂，朱惟精将女性的体
态、形象、线条传达在作品之中，形
成了气韵生动、清纯自然、优美健
康的女性人物雕塑的特点，赞扬了
生命的伟大和人的万物之灵。《春
之韵》让你呼吸到春的气息、春的
花香、春的滋润和青春的步履。 由
国家收藏的作品《悟》，是朱惟精的
成名作，人物姿态端庄，五官雅致，
表达了沉思中少女的秀外慧中。

雕塑是具有世界性语言的艺
术，各国的雕塑同行，在相同的泥、
石、刀、钢的工具材料之中，互相读
懂对方，读懂彼此之间的文化艺术
含量，当朱惟精的作品远涉重洋传
播到海外时，受到了国外同行的赞
赏和尊敬。 2009年11月，俄罗斯世
界协会， 俄罗斯艺术家研究会，列
宾美术学院，俄罗斯美术家协会联
合授予雕塑家朱惟精俄罗斯艺术
领域最高荣誉“人民艺术家”称号。

为艺者必先为人，惟大德者必
有大美， 欣赏着朱惟精的作品，你
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的赤子胸怀和
追求大美的人生目标。朱惟精为人
老实诚恳、不畏坎坷、一心从艺，王
朝闻题词曰：“妙手回春”。 他洵洵
儒雅，不事张扬，德艺双馨，刘开渠
评价为：“造福者不为享福，善始者
还当善终”。 而他自己却说：人类创
造雕塑，为的是让一种精神从此永
存，雕塑应该是一盏灯。

朱惟精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他
的城雕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一盏盏
闪闪发亮的明灯，他的精神世界也
从此在我们心中得到永存。

曾经偶然在刊物上拜读过黎池的
一幅书作，写的是张说诗句“东壁图书
府，西园翰墨林”，颇具潇洒儒雅之态，
给我留下印象，而且揣想其人。 以致多
年后在席间初识黎兄，我马上记起了这
幅作品。最近又多次在展览和作品集中
欣赏到黎池的书法，不觉便产生了写几
句话的想法。

在这个信息时代， 书法这门国粹
日益脱离其工具性与实用性而走向纯
艺术， 日益脱离大众化而走向精英化，
这于书法艺术未必不是好事。 但同时，
书法日益沦落为有经济价值的技术符
号， 这也是人所共见的当今书坛现象。
很多从事书写的人们热衷的是追逐媒
体炒作、 协会职务、 拍卖价位、 出席
展览的官员级别等艺术之外的事物。
在这样的浮躁氛围之下， 那种不以书
法为饭碗、 为逐利工具， 只是纯然自
得其乐， 并借以陶冶性情的书写者就
显得格外可贵。

黎池就是这样的书写者之一。他少
小从师学书， 及今遍涉篆隶楷行诸体，
近更沉浸西周金文，兀兀穷年，其志不
磨。 尤可贵者，他守着夫子“志于道，据
于礼，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训，胸中有
道义，不汲汲于功利，不躁进以名世，不
趋时以取媚。故其书如人，淡定从容，时
见天真，扫去俗气，而多有几分士气、书
卷气、金石气，是真可喜者。

观看黎池的书法作品，我以为有几
点可以拈出来说说。

抱朴见素，有天真烂漫之姿。 黎池
以“归真阁”名其斋，可见其学书之价
值取向，即返璞归真。 我以为黎池书法
合乎传统的中和美学。 明项穆《书法雅

言》说，“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
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 中
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
是也”。黎池于方圆正奇之间，能自觉求
其中道。 而在中和美学的原则之下，他
更倾心于朴拙之美。 观其草书“畅怀”，
可谓雄深雅健，法度谨严而出以初不经
意，此所以更难得。 其隶书“一勤”“百
忍”联，自然朴实，行笔节制，而又不无
放纵意，但终归于中正平和。要之，书求
流丽易，求朴拙难，朴拙而不失天真自
然更难。 黎池书法，能时见天真烂漫之
姿，自是由绚烂而归于平淡的境界。

风神洒落，翩翩有如佳公子。 黎池
的书法，尤其行草，很有点宋明人手札
的面目。温润稳熟，又萧散率意；风仪翩
翩，却并无轻佻之态，而是透着性情学
养。想见作者操斛染翰之际，不做作，不
犹疑，一任性灵流泻，故着手成春，一纸
文气。其所书金文，固以稳熟为主调，但
不无灵动之姿。 其所书“坚守理想”，正
侧并用， 打破结字上的平衡均齐藩篱，
颇得米元章“八面出锋”风神，亦有东坡
“点画信手”之意趣。

师古师今，渐造乎自家面目。 黎池
以多年沉潜工夫，取法乎上，出入诸体，
心追手摹，又泛观博览，借镜今人，参以
心悟，应该说已有了比较坚实的书法基
础， 形成了自家一定阶段的面目和风
格。 他的路子正，来日长，又勤勉、善悟，
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精彩。

当然，艺术无止境，只有不断的进
境。 从艺者总是“在路上”，在不断的出
发。 黎池书法不是无指责处，用笔还有
提升空间，其笔与意之间的关系还可加
以锤炼与磨砺。

□李金朴

黎池书法臆说
□谢子元

心游于艺话高安
□李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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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伦

张敏，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
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 书法宗“二王”，走
的是经典书风之路， 出版有书法专
著多种。 其作品以行草书见长，多次
在全国有影响的书法比赛中获奖。
此幅作品书写李白诗，从整体看，章
法注重留白，疏朗爽目，行气贯通；
从细处看， 点画开合有致， 酣畅淋
漓，用笔提按自如，使转从容；结体
节奏鲜明，姿态横生，整幅书法神采
焕然， 诗人愉快之心情和江山壮丽
之景跃于字里行间， 成功地表达了
书家情性。 （郑诚点评）

佳作赏析

朱惟精在雕塑雷锋石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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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兵》 青铜 朱惟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