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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四周的梅香都会悠
然长存 。王思任对他
的格外称道在于，所
谓韵味在歌声停歇后
还会留在人的心里，
格调在布控棋局前已
具备，那些擅长唱歌
下棋的人都懂这一
点，却未必说得明白，
更未必能表达，但刘
雪湖画梅却深得其味，并通过笔下的绘画淋漓
尽致地表达出来，
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王思任的判断没错，刘雪湖画的《梅谱》在
明末共刊刻了四次，都先后被人一抢而空。后
来，雪湖因家境贫穷无力再行刊刻，同为山阴
人，曾经为官的王思任偶尔回到家乡，见刘雪
湖这人鹤发鲐背，两眼炯炯有神，深以为奇，又
惊喜地看到雪湖的旧稿，便动心出资为他再行
刊刻，并欣然为此作序。
“ 人共谓雪湖得梅之
趣，而吾独谓鸯湖得梅之苦。人徒欲传雪湖之
画，而吾独欲传雪湖之心，倘从此有如其歌弈
之悟以至心而心传焉是《梅谱》乃导师也”
（
《梅
谱序》
）。
他的本意说得明白，人们都从刘雪湖的画
里看出梅的形趣，但他却认为雪湖更要紧的是
体悟到了梅的苦心；人们只想流传雪湖的画，
而他王思任却独想传雪湖之梅花精神。
王思任与这梅谱傲骨心有灵犀。他生于
明末，年轻时曾任县令，后升任南京工部主事
等官职，曾备兵九江。清兵入关后，南京建立
弘光小朝廷，终日酒色歌舞，不思报仇雪耻，后
南京沦陷，清兵进逼杭州，马士英等拥兵声言
护太后，欲渡江入绍兴。王思任则愤然上书太
后，痛数马士英之罪，请斩之。又以《让马瑶
草》致书马士英，责其酒色逢君，拒其入越地，
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
一语，
传为千古名句。
隆武二年（1646 年），六月，绍兴城破，清
军巡按御史仰慕王思任之学问风骨，上门邀其
合作，王思任在门上大书“不降”二字，并呼道：
“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后索性避入望秦
山凤林依祖墓搭草舍而居，清军一再逼降，王
思任手札一封，称要保全身体以归父母，并为
长子王槐起书信一封，述自己的乱世之志，终
绝食数天而死。
王思任在为刘雪湖梅谱写序之时，虽还未
曾预料到命运之究竟，但心中已积满愤懑和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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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在北京琉璃厂西侧的荣宝斋，观看
了“文学入画三人行——鲁光、王涛、杨明义画
展”。连续几天欲下又未下透的大暴雨，使得
天气潮闷，但鲁光三人的“文学入画”让人耳目
一新，顿感一阵清凉。在鲁光这三位看来，文
学入画，无论花鸟、人物、山水，实则画人，及人
性、人生，
“画感情、理念、信仰，使绘画有内涵，
接地气，接人气，有生命”。观画时，不由得让
我联想到自去年春天以来，我在撰写泰山出版
社之约的《梅花传》时，读到明代画家刘世儒等
人的画作及故事。
刘世儒，又称刘雪湖，为明代山阴（今绍
兴）人，画梅高手。他所做的《刘雪湖梅谱》，内
有“一枝春信”、
“ 数点天心”、
“ 斗柄初升”等梅
花谱版画 24 幅，雕镌精美，为明万历年间流行
于世的著名版画。如今读到这套梅谱，让人如
嚼巧工酿造之梅果，回味无穷。一幅幅穿越时
代，仍然是活脱脱的千姿百态，峭然风骨呼之
欲出。不同于北宋梅谱的是，画谱上虽然也只
是一两枝梅花，但枝俏而不孤，多是繁花绽放，
端庄而自有品格。
梅花之美不在花艳，而在梅格。十分理会
的刘雪湖，
画出的正是一种梅花气质。
而恰能看
出刘雪湖画中深意的，则是为这套梅谱作序的
同时代人王思任，
《梅谱序》让人如寻至幽径，
探
入梅花之世界，
领略到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
“天下有必传之心，无必传之人，何也？心
可以八万世，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试摆列一世
之人摘看一世之心，卑者逐无涯，高者命不
朽。至百年之外，其人与心，俱血俱土也。有
荧然一点如火之传薪者，无几也。”王思任在这
《梅谱序》里说到，人活不过百年，世上没有长
久留存的人，但却必定有可流传万代的精神；
无数人和事都将化为尘土，但仍会有薪火点点
代代相传。
刘雪湖力主“画梅以
韵格胜”，他为画出梅花
的神韵，自年轻时便背着
书 箱 长 途 跋 涉 ，四 处 游
学，走遍名山幽壑，不知
老之将至。最初他是仿照
王冕画梅的笔法，而多年
行走研习，他对山野之间
的梅花出神入化，后来则
完 全 顺 从 心 境 ，自 由 发
挥。传说他每在一个地方
画梅之后，一连多少天，

忧，因而慨叹“卑者逐无涯，高者命不朽”。鲁
迅曾在杂文《女吊》的开篇中写道：
“ 大概是明
末的王思任说的罢：
‘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
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
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
实，是并不的确的; 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
可以用。”
鲁迅也很喜欢并常引用这句话，并认为
“这地方，无论那一样都可以用”。要照现在的
理解，也就是可以开掘利用的传统文化，在绍
兴，
在中国，
还有无数。
这部由明代王思任作序的《雪湖梅谱》传
至今日，其间经过无数次刊印，并有无数人加
以后序，但均为王思任之心思得以延伸。从刘
雪湖到王思任，再到鲁迅，都自有一股硬朗的
骨气。这一点薪火，
何止百年。
观鲁光三人“文学入画”时，读到笔力苍劲
的“中国牛”一画，双牛一立一卧，题款“站着是
条汉，卧倒是座山”；又有蜡烛成阵，火苗点点
一画，谓之“生命”，如此等等，恰与我前之所写
雪湖精神多有意趣相通之处，不得不感慨中华
民族文化之渊源深厚，常在无尽的潜移默化之
中。写罢《梅花传》，读得许多画梅之作，我也
颇有心得，近日画成《点灯》与《初心不改，出污
泥而不染》两幅习作，只为表达对风骨铮铮的
先辈们由衷的敬意。
《点灯》一画中录有鄂西乡寨间流传多年
的一首民谣，几乎我从儿时起就已入耳，有声
有色，让人记忆犹新。那婆婆的一番叮咛朴素
感人，
恰也是民间的一盏灯火，
荧然至今：
睡到半夜深，
门口在过兵，
婆婆坐起来，
竖起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
又不喊百姓，
只听脚步响，
没有人做声。
你们不要怕，
这是贺龙军，
媳妇你起来，
门口点个灯，
照在大路上，
同志好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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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解决了基本材料还要组织材料。画面
因为想要追求大场景，就需要安排好具体
的领袖和普通人的位置。大场景也是由许
多个小场景组成的，必须在前期就做好布
置和协调。
但史实上，
这个场景只是广州中
苏友好大厦的机械大厅，
展品种类并不多，
参展人数也没有那么多，怎样才能画出一
个饱满的画面呢？
为了反映广交会的整体面
貌，
我们决定将陶瓷、
纺织、
农产品等代表性
场面搬进来。第一届广交会参展客商 1223
名，
并没有人潮涌动的感觉，
为加强感染力，
我们把后几次交易会才出现的各国和少数民
族代表都画了进来，
将咨询、
讲解、
谈判等场
景融在一起。
这样就全面反映了早期广交会
的面貌，
从而达到艺术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这
些处理在和党史专家沟通后得到了认可。
接下来第三个难点是在笔墨上如何合
作。
在这之前，
我已经和方土合作过两张大
画，
彼此很熟悉，
有一定积淀。
但是，
我们的
风格迥异，我是工笔出身，他却是大写意。
以往的合作都是根据主题内容安排风格的
协调，这一次却有点犯难了，200 多个人物
如何在工笔和写意之间找到平衡呢？绘制
过了一半的时间，
人物形象已经基本出来，
但是整体上合不到一块儿。大宣纸就安静
□ 地被磁铁固定在画室毡墙上，几个星期我
们俩都不去画一笔。一开始是感觉两人用
笔差别太大，
无法继续，
继而怀疑这样一幅
大场景的历史人物画，
不应该采取大空间、
大透视这样的西画语言方式。
几个星期以后，
我和方土慢慢找回了画
面感觉。
认识到我一直是人物画专业，
有相
对扎实的塑造人物的造型能力，
他擅长山水
花鸟的水墨把握，
所以我们之间能够互补，
同时，
大场面、
大透视难度虽然高，
但让一张
历史画有了读者期待的时间感，
去除了小趣
味，与一般中国画平面的表达也拉开了距
离，
这一点需要坚持。
于是方土开始把本来
疏朗的人群做了规整，
设置了一条人物参观
的合理路径，
以及创造出总理视察时得当的
人群氛围，
并最后用墨气氤氲的绘画语言给
予统一。
用笔上，
我们将各自的画法风格退
守揖让，
只采用了墨色和少量的赭石色，
以
浅淡的、
高调的层次关系来表达这一历史场
景。
区别于通常画得黑白分明、味道浓重的
历史画的一般面貌，我们转而追求舒缓平
淡、朴素平实的历史氛围。
这样既写实又写
意，
客观和主观便统一起来。
最重要的是，
作
品的绘画性得到了保证。
我主要负责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线条的
组织，方土则专注墨韵的安排和整体篇幅
的调整。
通过反复磨合修改，
特别是后期的
攻坚克难，
幸运的是，
最后的画作做到了两
人的优势集合，并实验性地探索了微妙层
次的美。另外，
“广交会”是周总理定名的，
不只是作为简称好记上口，更有广交天下
朋友的含义。这三个字本身笔力千钧，因而我们将
作品直接命名为《广交会》。
2018 年 7 月 25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
国家画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
于中国美术馆开展。这张《广交会》得以展示，同行
们评价认为这幅作品最大的优点应该是恰如其分，
整体上以宋代山水画的气息把握住了人物场景和
空间构成，平淡天真却又说明历史细节问题，是为
新意。以建筑空间的大透视关系，借用来表达场景
的大规模而又没有写实的突兀感。细看其中的人物
安排，大场景套着小场景，有咨询、谈判、推介、游览
等各种人物群像，并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早期广交
会里，亚非拉各国客商以及国内少数民族代表都穿
插进去，丰富了整个画面，还特别注意到每个人物
表情的刻画，表达了上世纪 50 年代人民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评论家殷双喜先生说，这幅作品气势
非常宏大，空间非常开阔，采用了一种向心的焦点
透视，有很多的展品共同向前汇聚，像洪流一样涌
向画面的深处。非常生动鲜明地表达了一个主题，
就是
“走向世界”
。
广交会发展史是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
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开放姿态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写照。
作为美术工作者，
我
们有幸完成了一张历史画，
更深知只有对生活付诸更
多的情感，
对艺术怀揣更真切的感受，
对历史拥有更
深刻的把握，
才能让我们带着作品走进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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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次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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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长征精神 致敬建党百年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画家黄广亮构思近一年，闭
关创作三个月完成了油画作品《曙光》。
画作史诗般再现
了当年红军长征过雪山的恢弘景象。
《曙光》中，画家以细腻奔放的笔触描绘了红军战
士们在高耸入云、风雪肆虐、冰坡险峻的夹金山中艰难
行军的全景画面。
画家以多视点流动的观察方式，
错杂
而有序的艺术语言展开了宏阔叙事：一望无际的冰坡
上，红军队伍沿狭窄山路横越画面，又迂回折向天地苍茫的纵深处；
前路迢迢，
险象环生，
时有红旗飘扬，
队伍绵延不断。
红军战士们背着
行李，
抬着担架，
互相搀扶，
几乎拼尽全身力气，
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
搏斗。
画面中心的党旗迎风招展，
令人热血沸腾。
《曙光》中，
画家多次
运用对比手法以增强艺术感染力。
画面右上方，
近乎墨色的乌云几乎
凝固在画布上，
高耸入云的尖顶似要刺破天幕，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和逼仄的压迫感。
画面左上角则以大块的暖黄色提亮整个画面，
与右侧的重重阴霾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点出整幅画作的主题：
即便有
再多艰难险阻，
胜利的曙光在望，
党旗不倒，
长征精神永存！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是一部惊心
动魄、气壮山河的光辉史诗。
《曙光》中，
画家以自然环境的险峻残酷衬
托出红军战士不屈不挠的意志，
生动感人的形象、鲜明强烈的对比、大
气磅礴的构图，
令整个作品呈现出金戈铁马的激越气势。 （江 钰）

（四尺对联）

﹃旭日衔青嶂 晴云洗绿潭﹄

7 月 2 日，
由中国文联、
国家图书馆、
中国书协共同主办的
“国
图之夏——寻踪仰迹·共沐理想之光”
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
行。
此次活动是继于国博开展的
“伟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法大展·百年辉煌”
活动之后，
透过书法探寻作品背后感人
英雄事迹、
党史故事与文艺巨匠风骨温度的一次有力深耕。
此次中国书协与国家图书馆推出“崇高信仰”与“光昭九
域”两个篇章的展览。
“ 崇高信仰”篇，书法工作者历时半载，在
撰文与创作过程中，以寻访英雄事迹的亲身体验，去追慕革命
先烈的英勇精神，更加坚定了内心崇高的信仰；
“光昭九域”篇，
书法工作者通过瞻仰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以及接受过马克
思主义思想洗礼的早期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文艺巨匠等
名家的手迹墨稿，共同沐浴革命理想的光辉。本次展览精选国
家图书馆馆藏的伟人手迹及部分近现代文学艺术界巨匠的墨
迹手稿 56 件，辅以 38 位书家主题式创作，通过文献史料与当代
翰墨的一品一貌式展陈，
深描觉醒年代的理想信仰之光。
活动现场播放了《伟业大展英雄谱》与《寻找可爱的人》视
频，部分撰文书写作者亲临现场为观众讲述了他们笔下的英雄
事迹，重温过去的峥嵘岁月，并追随进步文学艺术巨匠的文踪
墨迹，带观众走进他们的生命轨迹，一同分享和感受他们追寻
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历程：书家代表王研充、明松华分别分享
了李保孚、明哲的革命事迹；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讲述了
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手稿的递藏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
艺术研究院院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讲述了徐悲鸿及其手稿；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苏士澍讲述了启功及其手稿。活动还特别邀
请到臧京生、陈铎、虹云带来叶碧贞、苗可秀、许瑞芳等多位英
雄的革命事迹与《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冷少农》的朗诵。活动由中
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李昕主持。
在“崇高信仰”篇，现年 95 岁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李保孚老
人的人生故事被写入了书法作品，见证着一代代中国书法人的
初心传承。
他少年时参加革命，14 岁任儿童团长，19 岁加入中国
共产党，20 岁入伍参军，解放战争中参加大小战役 60 余次，三
次负伤。他多次荣立战功，退休后做起了弘扬书法艺术的工作，
加入中国书协，数十年如痴如醉遨游在书法艺术的海洋里，孜
孜不倦地书写着对党的信念。王研充谈到，此次作品展中由他
所书写的“红心永远向着共产党”，正是根据李保孚老人“生我
的是娘，育我的是党，我亲爹亲娘更亲党……饮水不忘打井人，
幸福不忘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红心永远向着党”这首诗创作完
成的。
在“光照九域”展出的早期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文艺
巨匠等名家手稿墨迹中，展出了两件启功先生的手稿：
《唐写小
说残本》与《唐太宗入冥记》。还有一件是启功先生的老师陈垣
先生的手稿《通鉴胡注表微》。苏士澍谈到，启功先生为教育事
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
“ 启先生最关心的是书法教
育,最关心那些初学者,怕他们走弯路。启老把他的系列书法讲
座称为‘破除迷信’
,把从古迄今书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作了
精到的批判。他还发现了书法中的‘黄金分割率’
,把书法由单
字结体到作品行气、章法的分析,都上升到美学的理论,又找出
了最简单的操作方法。启老的这个理论,不但对初学者,就是对
大书法家,也是十分有益的。”苏士澍坦言，自己更是将启功先
生的两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与“气傲皆因经历少，
心平只为磨难多”
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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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黄广亮深情绘《曙光》

“国图之夏——寻踪仰迹·共沐
理想之光”
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王立民作品

5月25日晚，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的系列电视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主持
人、党史专家、美术评论家共同讲述了广交
会的历史以及我和画家方土共同合作中国
画《广交会》的过程。
往事如烟，不由得想起
创作过程中的艰难和快乐，
焦虑和坚定。
2017 年初，中国国家画院承办的“一
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公布了首批入
选的选题名单，广交会没有在其中。彼时，
我正在创作广东省美协委托的以“改革开
放 40 周年”为主题的广交会作品。方土意
识到“广交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特别
是对于广东来说意义非凡，同时也十分适
合用中国画来表现。广交会是新中国成立
后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是传统海
上丝绸之路的再延续、新海上丝绸之路的
发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
“晴雨表”
和
“风向
标”
,见证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不能遗漏如此重要的题材，于是方土
约上我立刻出草图方案来申报。因为有前
期的准备和体会，我对这一题材很熟悉，信
心满满地开始构思草图。但和我之前画过
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交会不同，这次需要
用一张静态画面来表现广交会 60 年的历
程和 120 届的辉煌，甚至表达中国外贸工
作的政策变化。
何其难也！
在创作出各种不同草图之后，我们终
于确定了用第一届周总理视察时的情形来
表现整个广交会的历程，而不是其他时间
节点和精彩瞬间 。在广交会的发展历史
上，也有很多发展、转型、腾飞的重要代表
性时刻，也有能表现不同时代的优美场面，
但是就重要性来说，当初确定举办时，
由周
总理推动的中国外贸的起点和初心，特别
是“自力更生争取外援”的方针，最能够代
表整个广交会的使命。另外我们也确定画
中苏友好大厦，这也是第一次举办广交会
的地点。中苏友好大厦建筑本身的大构成
和大空间，使得这张作品有了不同于一般
中国画的空间感觉。
我后来在创作报告中记录下贯穿始终
的几条思路：
第一，
以1957 年第一届广交会
会场为背景,描绘周总理前来视察的情形。
相对客观地还原当时的会址——中苏友好
大厦的机械厅。
在大环境描绘基本不变的情
况下，
有意识地局部调整展品规模和人员密
度，
符合艺术表现的需要；
第二，
经过反复考
证,确定了陪同周总理的叶季壮(商务部部
长)、陶铸(省长)、严亦峻(特派员)、雷任民(商
务部副部长)、曾生（市长），
作为当时主要领
导和广交会的贡献者们,集中分列左右；第
三，
加强线构成和透视感,这样绘画性更强,
也符合历史大场景的经验。
加强亚非拉及港
澳客商的典型形象、
人物群像，
使用大场景，
以大俯视的角度,使之更加经典并具有历史
感。
草图后来更改了4稿，
又通过美术类专家
多次评审，
并解决了党史专家提出的几处问
题，
构思才获得了初步通过。
第二个难点很快到来，就是关于资料的收集和
画面场景内容的安排，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来解决。我通过到各大图书馆查阅资料,阅读相关
文献和寻找当年的相关报道，并采访经历者，用各
种途径寻找和甄别图片和老照片，犹如一名考古学
家，自问自答地拼凑出 60 年前那一刻的线索。记得
寻摸到当时由中央纪录片厂拍摄的几分钟的黑白
纪录片后，我一帧一帧地停顿来看。因为回溯这一
历史场景，不能让其中出现硬伤。后来使用老照片
时，我们将选出的每一个场景、每一组人物先画素
描，然后在两到三组素描中挑选最典型的画面来使
用。画面后来描绘的机械实物为铣床、镗床、龙门刨
床、织布机、细纱机，皆为当时新中国的工业成就，
这些都是通过 1957 年的《人民画报》查阅到的。
创作期间，我专程拜访了广东老艺术家李金
明先生，他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在广交会美术创作
组工作的点点滴滴,许多画家都有在广交会创作的
经历,像黎雄才、郭绍纲、张绍城、陈衍宁、伍启中、
郭炳安、招炽挺、关则驹、林墉、周树桥、王恤珠、欧
洋、刘秉礼、徐坚白、张彤云等，这让我倍感亲切。
李金明先生画过一张油画《周总理和广交会》,
脍炙人口,没有想到的是,他表现广交会的年画或
水粉画至少还有 7 张,多未发表。当他一一翻阅并
给我讲解时,迎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伴随着老艺术
家认真钻研的精神头呈现在我眼前，这给了我极大

初心不改，
出污泥而不染

荧然一点如火

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