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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与魂魄心灵与魂魄
□孙晶岩

谈宋效民的画
□胡秉俊

去年11月的一个周末，初见宋效民的画作，顿觉耳目一

新。时隔半年，观赏了宋效民发在微信上的新作，又专门欣赏

其组画“二十四节气图”，觉得有话要说，一时却又不知从何说

起。认真研究前不久他发的“画境与实景”照片组图，渐渐梳

理出一些思绪。

总的感觉，这一阶段，艺术家的探索之路既有新的进展和

收获，又似遇到了瓶颈。能感受到他在寻找、在体会，时而灵

光一闪，时而苦苦凝思，欣喜伴随着沉闷的创作心路，透过作

品流露出来。此时，我想对他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坚定创新探索的方向不动摇。纵观中国绘画

史，从早期简单的勾勒，到逐渐逼真的摹写，经过魏晋至唐及

以后的发展，中国画逐渐完成了由形到神、由实象到虚象的变

化。古往今来，在绘画这个变化过程中，创新求变的艺术家不

乏其人，可谓前赴后继，然而坚持下来并有大成就者毕竟不

多。究其原因，既有功力不够的，也有灵性悟性不够的，还有

韧性不够的，或者还有运气不好的吧。总之，许多人没有闯过

瓶颈，只能抱憾终身。

从宋效民的情况看，只要坚持下去，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一方面，因为他追求的山水大写意方向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画

的层次渐进理念。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诗

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齐白石也说过，“太似为媚俗，

不似为欺世。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一方面，他有深厚

的基础和功力。以我观察，他的工笔基础，线条色彩运用，随

心所欲没有障碍。郑板桥曾强调过工笔基础对写意的重要

性，“不知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

病，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同时，还有其

性格的优势。绘画的风格同诗文音乐一样，与作者的性格密

切相关。诚如李贽说的，“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

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

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由宋效民的画作观其性格特

点，能感受到他坚韧不拔的精神，隐约可见他在摸索中坚定前

行的神态。

第二句话：把握体现和谐之美的规律性和平衡点。苏东

坡论画，“法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

常理。”这个“理”就是规律性认识。艺术家在创作中对古人总

结的成熟经验须多体会借鉴，比如山水四季春夏秋冬。“真山

水之云气, 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暗淡……真

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

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还有“春山烟云连绵，人欣

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萧萧；冬山昏霾

翳塞，人寂寂。”以及“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

夏苍、秋净、冬黯”等。有这些规律性认识为指导，难怪随处可

见的春夏秋冬四条屏普遍质量比较高。当然对于业内行家来

说，这些都只是早已烂熟于心的基础入门知识而已。借用歌

德的话，“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我们必

须做的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对艺术家来说，就是把它表

现出来。

宋效民走的是一条更为艰难的探索之路。从这一阶段的

画作看，他似乎有意无意在寻找一个结合点，这大概正是他应

把握的着力点和可能的突破口。从工笔转向写意，要在动与

静、虚与实、明与暗、神与形、形与意、收与放、雅与俗、实像与

想像、规矩与夸张、线条与泼彩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其实虚实之间，原本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所谓“虚

实相生”即是此理。看艺术家画中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不难

发现，其共性的一点就是突出了主题、主色，也可说是通过线

条或者色彩将中心和重点凸显出来，再辅之以恣肆的背景。

而个别作品也许是求变求新心切，通篇泼墨给人以视觉冲击

之后，因单调而产生视觉疲劳，特别是因为缺少一个“点”，观

者就没有一个可以凝神定性、安放心灵的物像。如此，难以实

现作者与观者共同完成创作和欣赏的过程。

第三句话：尝试作一些“画外功夫”补充动力源。诗讲“诗

外功夫”，对绘画来说恰恰要借“画外诗内”功夫。古人曾从诗

意中寻找绘画主题。“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

熙载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

树写之”“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宋效民曾作二十四节气组图。以绘画表现二十四节气，

远非四季区别那么清晰，把握和表现细微变化难度可想而知，

我不由得想到了诗之二十四品。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将诗的风格细分为二十四种，即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

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旷

达、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流动。此二十四

非彼二十四，“品”是分类之意，这部以诗写成的诗论，是一本

融合当时诗学理论，反映中国人审美观念的重要著作。其中

对心灵境界和生命体悟的追求，既是写诗的指引，也可作绘

画的借鉴。以“清奇”为例，“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

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

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如此丰富饱满

的画面，如此“清奇”的意境，令人拍案叫绝。柳宗元的诗《江

雪》和马远的画《寒江独钓图》，相互映证，画家由此是否受到

一些启示。

至于直接写节令的诗，试举一二。如曹操《冬十日》：“孟

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

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舍，以

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范成大《立冬夜舟中作》：“人

逐年华老，寒随雨意增。山头望樵火，水底见渔灯。浪影生千

叠，沙痕没几棱。峨眉欲还观，须待到晨兴。”元陆文圭《立

冬》：“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

边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篱门日高卧，衰懒愧无功。”李白

《立冬》：“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

雪满前村。”

诗人因为摆脱了外在材料（媒介）的重压，不再局限于特

定的构思方式和表现方式，可以任想象天马行空，所以能够把

诗和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形式共有的想象发挥得淋漓尽

致。如此表现手法，难怪黑格尔认为诗是最高的艺术。我想，

绘画与诗本相通，绘画求其变，不妨借“诗内功夫”，虽然诗中

有些跨时空和人性化（移情作用）表现方法，不是其他艺术类

型可比的。

画家不能如写诗文一样罗列景象乃至铺陈、排比、博喻，

再加上直接描写离恨别愁情感的句子。绘画须定格在一个或

大或小的画面里，好处是直观，难处是局限，无论有多么丰富

的想象力和多么高超的技法，也难以达到诗文之境。因此，绘

画更讲究找到最能反映主题特征的意象，并充分展示之。否

则就会于此于彼皆可，特色不突出。

至于世界之大，不用说南北半球的差异，仅中国之辽阔，

东西南北中，九州春色就不可同日而语。多年以前，我写的一

首小诗《冬至》有“南国洒细雨，故乡飞雪花”的表达。这对画

家观察积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著

称的王维《山水论》：“有雨不分天地，不辨东西；有雨无风，树

须低压，行人伞笠，渔父蓑衣；雨霁则云收天碧，薄雾霏微，山

添翠润，日近斜晖。早景则千山欲晓，雾霭微微，朦胧残月，气

色昏迷；晚景则山衔红日，帆卷江湄，路行人半掩柴扉。春景

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山色彩青；夏景则古木蔽天，

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天如水色，簇簇幽林，

雁鸣秋水，芦鸟沙汀；冬景则借地为云，樵者负薪，渔舟倚岸，

水浅沙平。”清代恽寿平在《瓯香馆画编》中说不同地方的云，

“魏云如鼠，越云如龙，荆云如犬，秦云如美人，宋云如车，鲁云

如马，画云者虽不必似之，然当师其意。”这等精微观察足以令

无数文人墨客汗颜。好在宋效民从北方转战南方，估计不同

地域不同风貌早已目识心记，闭目如在眼前，提笔时能够成竹

在胸。董其昌说：“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

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

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

神矣。”

当然，无论任何创作、任何风格，无论多么大胆的夸张、变

形和恣意，都要遵循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约束，此所谓

收放有度。艺术家在探索中还要把握好这一点。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画乐是相通的，我以自己

的诗文浅见为他山之石，攻绘画之玉，希望对他会有一点启

发，期待着艺术家的坚持和突破。

吴为山有澎湃的诗情，激昂的诗心。

他的雕塑作品给人以诗的联想。

这是我第三次观看吴为山的雕塑作

品，第一次是到中国雕塑院他的工作室，

我们在一起座谈后，我仔细地观看起来。

第二次是2019年 5月26日上午，应吴为

山之邀前去观展。那天由于我有活动，比

约定时间晚到了一会儿，冒着倾盆大雨赶

到国家博物馆时，大家已经参观了一半，

我站在吴为山身后，默默地倾听着他的讲

解。第三次是在开展4天之后，考虑到他的

雕塑展马上要撤展，我冒着炎热再赴国家

博物馆，从一楼大厅到二楼，把170尊雕

塑逐个看完，才敢拿起手中的笔。

这次展出的170多件作品，是从吴为

山创作的500多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像

老子、孔子这些雕塑高达六七米，可谓巨

制；像笑童等雕塑只有几公分，小巧精致。

一楼大厅最引人注目的是卡尔·马克

思的青铜雕像，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

领 袖 。这 尊 雕 像 于

2018年5月5日在马

克思的家乡德国特里

尔市落成，特里尔市

市长莱博说：“马克思

雕像重新变得栩栩

如生，他的思想

理念得以在21

世纪以视觉文

化的方式呈

现出来。”

去年春

天，我到石

家 庄 某 工

厂参观时，

看 到 了 他

们从马克思故乡

特里尔市带回的蒲公英种子，如今它们在

石家庄尽情绽放；今年春天，我到英国游

学，专门来到伦敦海德公园寻找马克思演

讲处。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名著永远不会过时。我父亲曾经写过多部

关于英国的书籍，其中《革命导师在伦敦》

等文章，详细地记载了马克思在伦敦大英

图书馆搜集资料写作《资本论》的情况，所

以我对吴为山创作的这尊马克思雕像格

外有感觉。

这尊雕像后面是石膏像《伟大的友

谊——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是马克

思的挚友，也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小提琴

手”，他的父亲是位富商，家境殷实，马克

思一家在伦敦穷途潦倒时，恩格斯为马克

思的事业提供了很多无私的经济支持。

1843年，在英国纺织工业大城曼彻斯

特，一位身材魁伟的德国青年在工人聚居

的贫民窟里访问工人。这位青年还常到工

厂去访问，在阴暗潮湿、机声轰响、纤维飞

舞的车间里，亲眼观察工人们在恶劣的条

件下被繁重的劳动折磨的情景。马克思和

恩格斯都曾经到伦敦大英图书馆搜集资

料、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英国

古典经济学理论。

马克思坐在椅子上，右手靠在椅子扶

手上，左手放在胸前，仿佛在沉思；恩格斯身

穿大衣，右手插在兜里，左手自然下垂，似

乎刚刚赶来。马克思的坐姿和恩格斯的站

姿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象征着他们坚定

的信念和深厚坚不可摧的友谊。马克思深

邃的目光带着古典哲学家的风范，那目光

流露出的智慧可以穿越历史，恩格斯站在

马克思的身后，他的聪慧忠诚为世人称道。

第三尊引起我注意的雕像是费孝通，

这尊雕像的位置在大厅左手第一位。这尊

雕像真是太传神了，费老左脚在前右脚在

后站立着，双手鼓掌。费老曾经说过：“得

其神胜于得其貌”。什么是神，费老的诠释

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我认识费孝通有30年了，他曾经教

导我如何进行田野调查和监狱调查，并

且为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女子监狱

调查手记》写序。我为费孝通写过报告

文学《田野清风》，发表在《十月》杂志

上。我在很多地方讲课都会讲到费孝

通，他点燃了我的心灯。我曾经写过这

样的诗句：

五律·题吴为山塑费孝通像

春风传雅韵，谈吐送温馨。

田野调查路，乡村鱼水亲。

大美兼中外，高才汇古今。

胸怀天下事，壮志在酬民。

第四尊引起我关注的是大

厅里的青铜雕像《超越时空的

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

达·芬奇与齐白石并不是同时代

的人，雕塑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虚

构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

和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的

对话，寓意中意两国跨越时空

的文化艺术交流。意大利文艺

复兴的巨匠达·芬奇以其科学与

艺术最完美的结合在人类

文明史上耸立起一座丰

碑。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

主张艺术贵在似与不似之

间，追求心灵的真实。在东

方、西方不同的空间，在古

代、现代不同的时间，两

位艺术家仿佛在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这尊雕塑收藏陈列于罗马意大利国

家博物馆。达·芬奇右手食指指向天空，似

乎在问天；齐白石右手扶着一根拐棍，这

拐棍出奇的长。原来，在雕塑这尊雕像

时，有人建议吴为山，不能让齐白石比

达·芬奇个子高。吴为山巧妙地将一根长

拐棍放在齐白石的手中，要表达的意思

不言而喻。

第五尊打动我的雕塑是杜甫草堂组

雕，由《游学壮歌》《夔门抒怀》《洞庭余响》

《流寓秦州》《长安沉吟》《草堂岁月》组成，

杜甫19岁到山东、江浙、河南出游，充满活

力和精神。他曾经在夔门暂住，写下了“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

绝唱；后来，他晚年登岳阳楼，写《登岳阳

楼》，留下“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词

句，孤独凄凉之情跃然纸上。

吴为山的雕塑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刻

画和动物动作的渲染，比如青年游学时，

他挥舞手臂，衣袖在空中飘荡，一派少年

英姿。马的姿态也是动感的，跨出前蹄，似

乎在催促主人快点赶路；中年，他对污浊

的时政痛心疾首，少年的义气逐渐消退，

随行的马也疲惫乏力，消瘦不堪，反映着

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压迫。虽然马

的目光低垂，但杜甫似乎还在远方寻找前

途和希望；而到了暮年，他的胳膊是下垂

的，胡子是长的，马似乎也没有了力气。雕

塑将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体现得淋漓尽

致，观看雕像，我仿佛听到了他对现实社

会发出的最强烈的情感诉说。

走上二楼，看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的群雕，感到十分震撼。青铜雕塑《家破人

亡》中，一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无助地

仰望天空。被杀害的孩子永不再生，被活

埋的丈夫永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鬼子强

暴了的妻子……

青铜雕塑《最后一滴奶》中，母亲已经

被鬼子枪杀，一个婴儿趴在妈妈的怀里吮

吸最后一滴奶水。寒冷、惊恐将这哭僵的孩

子凝冻。可怜的宝宝怎么知道母亲已经被捅

死，血水、奶水和泪水，结成永不融化的冰。

青铜雕塑《抚魂》，一个僧人路遇被杀

害的少年，他弯腰抚摸逝去孩子的脸庞。

闭上眼睛，安息吧，冤魂，可怜的少年。

青铜雕塑《挣扎》反映了一个无奈的

知识分子临终前的挣扎，这些雕塑深深地

打动了我的心灵。

吴为山的作品有思想、有灵魂、有情

感、有温度，有魂魄，需要细细品味，每一

尊雕塑都有一段历史。他机敏、聪慧、博

学，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将传承中国

精神，守护文化灵魂，积极参与国际雕塑

艺术的对话交流，纳入自己的创作中。他

的雕塑是用丹心铸造的灵魂，深深地叩击

着人们的心灵。

伟大的友谊——马克思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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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空的对话——意大利
艺术大师达芬奇与中国画家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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