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前

作为“新金陵画派”的重要代
表，亚明的山水画在中国现代绘画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创作曾被
称为“亚明现象”，人们将他与石鲁、
黄胄等大师相提并论。

亚明绘画以山水见长，也常作
人物，无论题材还是笔墨语言，我们
都能感受到画面的“新意”，这个

“新”意，就是亚明绘画中的“诗意语
言”。作为“新金陵画派”的重要一
员，亚明在突破中国画数百年保守
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多重文化壁
垒后，以中国画全新的社会现实精
神，新的笔墨艺术形态，展现出新中
国传统文人的人文思想和艺术境
界，无论从“新金陵画派”的整体，还
是从画家亚明个人角度去观察，这
种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新思维、新观
念、新技法，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中国
画语言的革新和发展。

绘画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是紧密相连的。古时，书法和绘画
曾经是诗歌的附庸，到后来，诗文、
书法和绘画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
分割的。苏东坡在评价王维绘画与
诗歌时，曾作如此评述：“味摩诘之
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
诗”。关于诗与画，张舜明在《跋百之
诗画》中也说得极好：“诗是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

亚明绘画中的“诗意语言”，我
们可从其作品的意境内涵、表现题

材，性格品质、笔墨语言诸方面来探
析和赏读。

中国绘画重在“意”与“神”，曰
“写意传神”，或曰“神采为上”，亚明
绘画作品中体现了高尚的人文精
神。“新金陵画派”主将傅抱石先生
对中国画的人文性，有过精湛的阐
释：文人画是中国画的三原则，“文”
即文学修养；“人”为高尚的人格，

“画”即画家的技巧。在亚明看来，三
原则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也是画
家的人格体现。在亚明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富有诗人气质的
那种浑厚壮美，那种开阔幽深的意
境。这种内涵与境界，得益于亚明对
中国画比如对谢赫的《古画品录》、
顾恺之的《论画》等画论的深入研
究。除了向书本学习，亚明与优秀的
文史大家结交朋友，如胡小石，高二
适、林散之等，都是他的知交。艺术
生涯中的所见所闻，使他的中国画
能真正融美学、哲学、文学为一体，
具有诗情画意的独特艺术品格。

笔墨是中国画的基础，绘画中
的诗意靠丰富的笔墨来表现和传
达。亚明早年受石涛影响，至晚年，
更喜欢沈周。从技法上看，石涛善用
墨，沈周更擅用笔，晚年的亚明更注
重绘画中的“用笔”。南朝谢赫曾在

《古画品录》中提到“骨法用笔”，骨
法对山水画乃至人物画关系极大，
没有骨力，物体就撑不起来，成为一
堆烂墨，作品之神采也荡然无存。

亚明对传统山水笔墨进行了突
破和变革，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自
己的路子。亚明的从艺经历十分特
别，从一位贫苦的孩子到部队战士，
再成为一名有建树的名画家。亚明
绘画天赋极高，他在绘画上懂得吸
收，也会取舍。比较“新金陵画派”诸
位大家，亚明的绘画风格是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体，其笔墨语
言表达，介于傅抱石的“大写意”与

宋文治、魏紫熙的“小写意”之间。在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新金陵画派
天才画家傅抱石，这位在中国绘画
史上开宗立派的巨匠，无论在绘画
的笔墨语言、意境等多方面对亚明
产生过很大影响。傅抱石也是一位
具有诗人气质和情怀的画家，他曾
对别人说过：“当含毫命素，水墨淋
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
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我对中国画
造型的美，是颇喜欢在乱头粗服之
中，但并不缺少谨严精细的，画面之
美应当能够自感而又感人。”

亚明吸收了傅抱石的绘画思想
和笔墨特点，长江三峡是画家经常
表现的山水题材。亚明在表现长江
三峡时，既吸收了古人与今人的优
点，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善于用
墨，它不采用先勾再皴的常法，直接

用浓重深厚的墨块建构山势，间以
淡墨、湿墨等补之，然后快速以线勾
拉，以皴擦成之，营造山峡险要的形
势，留出大片空白，或晕染成缥绕的
浮云，或作奔腾之泉流，打破了浓墨
的古板沉闷，画面顿显虚实与生动，
线条、湿墨、浓墨、皴擦、色彩、黑白
等笔墨组合，勾画出长江三峡的壮
美，画面感十分丰富，给人以“两岸
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意
蕴。

在亚明的文化血脉中，既有放
浪形骸的风范，也有坚实的传统精
神：“敏锐善于思索，正直而灵敏多
变，豪爽而又慎乎其慎。”人品与画
品达到了一致。

二十世纪 70年代后期始，亚明
创作了大量以古代诗词为题材的山
水画、人物画。这些作品从绘画题材
到意境表达，具有“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的境界，在当时，如此画风，犹
如一股清新空气，让人耳目一新。

“新金陵画派”画家在当今的艺
术市场中可谓出尽风头，只要有好
作品出现，就不愁没有藏家。以傅抱
石、钱松岩为首的金陵主将，在中国
艺术拍卖市场中已成为高端拍品，
深受藏家欢迎。作为第二板块的亚
明、宋文治、魏紫熙等“金陵画派”重
要代表，其作品也成为各地藏家争
相收藏的重要对象。2018 年北京瀚
海春拍，亚明 45 平尺山水巨作，以
460万元落槌，成为近几年亚明绘画
的高价作品之一。2018年嘉德春拍，
有多件亚明作品上拍，都拍出了较
为理想的价格，总体上价格比以前
稍有提升。尺寸为118×66.5cm，《煤
田谱新曲》立轴，1973年作，以92万
元成交；尺寸为70×34.3cm（约二方
尺），1978年作《江南烟云》立轴，18.4
万元收槌；尺寸为 67.5×44.5cm，
1980 年作，《杏花新雨江南》 立
轴，最后以17.25万元成交。

B3 艺林 NINGBO DAILY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叶向群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碧水

一支笔，一张纸，一把刀，
一块木，年过八旬的周尧根每天
不是画就是刻，痴迷于绘画与木
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周乐
此不疲，将儿时的记忆、家乡的
民俗，一一展现于方寸之间。

“走，呕 （宁波话“叫”的意
思） 脚骨痛；坐，要打瞌 ，一
讲图画，浑身劲道，骨头屁松，
连吃饭都呕弗动。”周尧根情迷绘
画，难免招来妻子张老师的“数
落”。

（一）

周尧根从小喜欢画画。
70多年前的一个中午,周家七

口围桌吃饭。周母发现饭桌上少
了阿二，寻到屋前的田园，隔着
篱笆墙，看见儿子正趴在地上，
眼睛盯着前方南瓜藤叶间结着的
一个黄南瓜,用筷子在泥地上“依
样画葫芦”。“阿二，侬画得介像
啦。”70 多年过去，母亲当年的
那一声赞美，犹在耳边，“吃饭辰
光跑到田园里画南瓜，阿姆非但
没骂,还说画得介像，这激发我绘
画的兴趣。”

1956年冬天,周尧根考入部队
军校，学习海航。他和同学睡的
是“白鸽笼”——上下层单人
床。夜晚就寝，睡在上铺同学的
被子常常会滑到下铺，结果是

“上铺”冻煞，“下铺”热煞。周
尧根觉得这一细节非常有趣,心血
来潮画了一组四格漫画 《冷与
热》，投稿给了 《卫生月刊》。漫
画居然发表了，这位刚进军校不
久的新生顿时成了名人，从校领
导到校医务室医生都知道了他的
大名。1957年,匈牙利军队文工团
访华，周尧根破例获得与骨干老
学员一道观看演出的机会。当其
他学员专心致志地欣赏难得一见
的异国风情歌舞时，周尧根则站
在剧场屋柱前，奋笔画起了舞台
速写。这张速写稿在照相机匮乏
的年代十分珍贵，第二天，被军
校用于黑板报报头。这一下，他
的名气就更大了，连匈牙利军队
文工团团长也好奇,当场比划着向
他要了一张舞台速写图。

（二）

平日，周尧根的衣袋里总藏
着一个笔记本，目有所见，心有
所动，就会捉笔涂鸦，或实景写
生，或情景速写,或漫画勾勒。

周尧根创作的作品，大致可
分两类：一关乎他的工作，二关
乎他的生活。前一类作品的主
题，不外乎身边如火如荼的建设
场景，如早年发表在 《宁波报》

《宁波日报》《浙江日报》《中国青
年报》《中国工人报》等报刊上的

《龙 王 献 宝》、《多 快 好 省 建 盐
场》、《北仑港十万吨级码头》（速
写）、《高 产 原 盐 迎 新 年》（木
刻）、《向海洋进军》 和 《多产
盐，产好盐》（铅笔画）。后一类
作品的主题源于身边的人或事，
大多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即
兴创作，有漫画、版画、国画、
民俗画等。漫画《夜以继日》，是
根据曾经流行学生赚外快的风气
而创作，两格漫画以5分与2分形
成鲜明对比，来讽刺小学生的不

务正业。此外，周尧根还致力于
报刊的报花与广告画创作。1982
年，他为宁波电视机厂生产的天
马牌黑白电视机创作了一幅广告
画，在《宁波日报》首发后，又被

《湖北日报》等报纸转载……细心
的老周把这些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
一一收集起来，做成一本厚厚的剪
报贴，1400多件作品，按体裁分成
摄影、美术与文字三类。

如今，满头银丝的老周时常
会拿出这本黑色封面的剪报贴，
与朋友娓娓讲述创作背后的逸
事。第 210 期 《甬江潮》 选用了
他 1974 年创作的速写 《甬江新
貌》（局部）。虽然作品全稿不曾
发表，但这幅作品形象地记录了
40 多年前宁波港白沙码头的建设
场景，殊为珍贵。老周清晰地记
得，那是他从郭巨供销社调到宁
波港务局工作的前夕，去江北岸
办理调动手续，走到三区码头建
设工地，被眼前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景感动，掏出笔记本画下了码
头建设实景，为此他还错过了约
定的会面时间。

在诸多版画作品中，老周最
喜爱《低碳逝了白沙煤场》，如今
白沙煤场没了，作品自然也成了
绝版。改革开放前，创作材料紧
缺，专供雕刻的木板更少，朋友
设法替他弄到一块旧木，才得以
完成这幅版画作品。孰料旧木料
不经印刷，没过几年，雕版裂

开，无法再印。由于材料等原
因，老周已经痛失《望春桥》《牧
鹅》 等自己中意的版画。这次说
啥也不能再失去了，退休后，他
重刻了这幅 《低碳逝了白沙煤
场》，又印了数十张，自挂或送
人。

（三）

周尧根至今保存着一张 2006
年的大挂历。挂历上张贴着《宁波
日报》《宁波晚报》《现代金报》的
5 份剪报。这些剪报的内容都围
绕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杜利特
尔轰炸事件的报道。

2012 年 4 月 18 日的 《宁波日
报》有相关报道：“胡达仙老人应
邀赴美参加东京上空 30秒轰炸行
动 70周年活动时，随身携带一份
特殊礼物:描绘 2 号机组在宁波降
落并获救的一套组画。”

报道中说的那套组画，名叫
《宁波军民拯救美国大兵——2 号
机组的追忆》组画，它正是出自周
尧根手笔。

6 年前，为了还原历史真相，
是年 76岁的周尧根冒着“梅花”台
风带来的强风暴雨，深入到 2号机
组降落地的鄞州咸祥寻访历史痕
迹，最终创作出这套 11幅组画《宁
波军民拯救美国大兵——2 号机
组的追忆》。关于这套组画，老周回
忆道，那天的台风实在太大了，乘

坐的汽车滑入田沟，现在想起来仍
心有余悸。不过，老周又很感谢那
恶劣天气，“风雨交加的惊险寻访，
无意中加深了我对当年宁波军民
拯救美国大兵情景的理解，更加激
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如今，老周家的客厅南墙面悬
挂的六张照片，就是 6 年前美国
俄亥俄州代顿市国家空军博物馆
展览 《2 号机组的追忆》 组画的
照片，以及美国老人手捧福禄寿
民俗画的照片。为了表达对中美
两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壮举的敬
意，这一年老周夫妇特意印刷了
福禄寿版画，以中华民族特有的
传统方式为杜利特尔轰炸机队的
5位幸存者祈福。

（四）

周尧根家十几平方米大的客
厅墙面上，挂的皆是他自己的作
品，其中不少是做年糕、爆米花等
具有鲜明宁波地域特色的民俗画。
民俗画是老周古稀之年的作品，源
于他与我市作家王静的合作。

2009 年秋天，他的钢笔画再
次受到王静的青睐。之前，老周
已先后为王静的著作 《留住慈
城》 和 《中国的吉卜赛人》 配过
钢笔画插图，梳头娘姨、跑街先
生、茶坊、南货店……这些民俗
图颇有韵味。这次王静请老周为
她创作的 《慈城年糕的文化记
忆》 配发了 30 幅插图，有车水、
做草鞋、补缸等 20个渐行渐远的
老行当，有淘米、磨粉、舂米等
一系列做年糕图，还有送年、祭
祖等年节图。周尧根根据王静作
品中的描写，参阅了《清俗纪闻》

《营业写真》等史料，又根据自己早
年的见闻，来寻找创作的灵感。比
如画《卖铁镬》时，他思索多天，终
于回忆起 30 多年前的往事。那还
是在郭巨供销社工作期间，老周看
到一卖镬人在炫耀铁镬的优质，竟
扔在地上让镬像陀螺一样地旋转。
忖到这一细节，老周才觉得构思完
美。周尧根的老行当之作多被赋予
如是情感，使那些早已消失、陌生
的行当散发出生动的气息，这也是
为什么老周的那些民俗画屡屡被

《宁波日报》《宁波晚报》刊用的原
因吧。近些年，宁波的几家老字号
还约请老周为他们的字号绘画呢。

（五）

周 尧 根 是 市 摄 影 家 协 会 会
员、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但他从
不以摄影家或画家自居。周尧根
既没有经过专业院校的学习，也
没有专门拜过师学过某种画派。
也许这样的无师无派，让老周绘
画的想象空间更加宽广，艺术手
法更加胆大。老周谦虚好学，古
稀之年还进老年大学学习国画，
后来又学剪纸。他认为，艺术是
相通的，多学才艺高。

近几年来，周尧根从写生宁
波的旧景旧貌中得到启发，将钢
笔画的老行当改用国画技法，即将
老行当配上街巷与墙门的背景，尝
试了忆写宁波老行业系列画，现完
成的爆米花、卖铁镬、钉碗盆、磨剪
刀、补铁镬等五幅画备受欢迎，先后
由市老年大学经叶书画社送市博物
馆、国际会展中心、天一阁展出。雕
虫小技攀上国画艺术的高枝，这使
得老周的痴情升华痴梦——年逾八
旬的周尧根有个梦，想把《慈城年糕
的文化记忆》老行当插图逐渐创作
成国画，虽然年老眼花，但他不怕
旁人笑话他痴人梦想，拟每天画
一些，只盼有一天能梦想成真。

用画笔和刻刀记录宁波往事
——记“非著名”画家周尧根

亚明 （1924-2002），安徽
合肥人，原姓叶，名家炳，后
改名亚明，“新金陵画派”重要
代表，曾任江苏中国画院副院
长、江苏省美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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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明作品。 （方向前 供图）

老行当系列作品 （国画） 周尧根

周尧根在介绍自己创作的作品 沈国峰 摄

打铁铺 （钢笔画） 周尧根

米磨糕粉 周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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