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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丹文

上世纪 40 年代，李霞萍在慈
溪锦堂师范读书，当时她的美术老
师就是后来宁波画界元老级人物
刘文选。“是刘老师让我明白了，艺
术家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李霞
萍说。有一次，刘文选课余时间带
学生去东山头附近的野外写生。那
里只是寻常的农田、河沟，学生们
苦于找不到好的画面而发愁，但此
时刘文选已经对着泥塘里的破船
画了起来。

“傍晚时分，金色的阳光射在
泥塘里，破船忽然变得色彩斑斓。”
这抹霞光，也许是李霞萍对光与影
在绘画创作中运用的最初印象。

1950 年秋天，在杭州当了几
年小学教师后，李霞萍考上了中央
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院）。
毕业后，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响应
国家号召，从江南水乡奔赴北国大
地，进入哈尔滨文化部门工作。

1956 年，李霞萍与陈位坤、黄
德铨一起创作了绢本工笔人物画
长卷《建庄图》，内容为当时中国农
业集体化高潮时，在黑龙江农村轰
轰烈烈开展的建设集体农庄的场
景。

李霞萍说，那幅画采用了中国
传统长卷讲故事的表现手法。画长
250厘米，宽50厘米，场面宏大，颇
为壮观。图中人物有 200 余人，马
匹等牲畜可看清的有几十头。这幅
现由黑龙江省博物院收藏的《建庄
图》，曾参加全国首届青年美术展，
获得铜奖，并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
青年联欢节上展出，还发表在当时
苏联刊物上。

196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
调整。为充实师资队伍，李霞萍被调
入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现哈尔
滨师范大学）。当年，艺术系招收第
一届本科生，李霞萍专职教水彩课。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和创作，
跟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年轻时，
我什么都画，连环画、宣传画，那时
提倡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嘛！后来，
我到了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主要教
水彩，也是上面分配的。其实，一开
始我对水彩也不太懂，一边学一边
教。那时候一年总要抽出一个月时
间带学生外出写生，画了许多风景
画。”李霞萍说。

在东北的 20 多年里，李霞萍
与学生们一起写生创作的足迹遍
及北大荒、大小兴安岭、呼伦贝尔
大草原乃至鸡西鹤岗等地的煤矿。

在林区，她教学生如何对杂乱
的景物进行取舍、归纳、加工，再决

定构图。在草原，她鼓励学生观察各
种不同天气下的色彩变化，晨曦、黄
昏、阴雨、晴天的不同色调……

“写生不是简单的临摹，而要
把对光的理解和印象表现出来。真正
的写生，需要把自我的感受加进去，我
们不能流于照相机式的写生。”——这
是李霞萍对学生们的忠告。

在绘画中视自然为师，寻找光
与色的互动，寻找景物与光的应
和，这几乎成了她一生艺术创作上
的美学信仰。

1984 年，李霞萍已经到了退
休的年纪，但就在这一年的初冬，
她竟孤身一人去了当时还人迹罕
至的四川九寨沟。在梦境一样的山
水自然中，她写生创作，没有人打
扰，享受一份宁静。回来后，在单位
搞了一场写生画观摩会。即使到了
七八十岁，李霞萍腿脚依然利索，
还会背起画夹外出写生创作。

熟悉李霞萍的人说，她的生活
过得很简单，无论在东北还是在宁
波。甚至有时，她对日常生活的经

验等于零，但只要进入创作状态，
特别是进入自然的天地，她的“闯
劲”就从骨子里散发出来了。无怪
乎，人们称她为“与自然对话”的艺
术家。

1978 年，李霞萍回到故乡宁
波，原因是对东北的饮食长期不适
应，患上了胃溃疡，不得不切除三
分之二的胃。

那时宁波地区正在创办美术
班，培养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美术
师资队伍。而余姚师范学校正缺教
师，李霞萍先去了学校工作，后来
调入宁波市教育局。

“那时，我的学生大多是上山下
乡的知识青年，基础差，但学习积极
性特别高。在宁波，我把二十多年在
东北积累的教学经验都用上了。”

这次与李霞萍一起举办师生
展的画家如骆建均、钱建国、宁锡
达、应华明、任昌久、陈贤富等人，
都是当年李霞萍的学生，他们早成
为宁波画坛的中坚力量或美术教
育的骨干。

应华明，是李霞萍 46 年前的
学生，也是她早期的浙江弟子之一。
他在画展的开幕式上说，李老师的
人生都写在画中了，她一辈子生活
得虽然艰辛，但活得率真、灿烂。画
亦如此——“她的画，笔触是大胆泼
辣的，色彩对比强烈，绝没有娇弱、
优柔寡断地涂涂改改。这种灿烂，犹
如东北大地上盛开的野花。”

的确，本次画展中，李霞萍画
作中的色彩让人惊艳，而笔者了解
之后发现，这正是李霞萍终其一生、
不懈探索绘画色彩秘密的结果。

早在1962年6月，李霞萍就在
日记里写下“要揭开色彩神秘”的
话。而在晚年，她更是认为，一幅
画，既要和谐，又要绚烂的色彩，必
须不断地调整色与色之间的关系，
做到整幅画既有主色调，又有各种
不同的色阶，像一首音阶高低起伏
但又悦耳的乐曲。

2005年，年近 80岁时，李霞萍
尝试创作油画。

李霞萍并不讳言，正是因为退
休之后对印象派包括野兽派马蒂斯
的色彩产生了兴趣，才开始创作油
画。2013 年，李霞萍与丈夫李蒂一
起，在杭州举办“霞彩蒂根”作品展。
当时，她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我
80多岁了，还要从头开始学。”这几
年来，她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创作
了几百幅油画和水彩作品。

在黑龙江画坛，李霞萍早已被
称作老一辈的水彩画家。而在宁
波，她更是水彩画创作的拓荒者。
有学者认为，李霞萍创作的水彩
画，艺术语言表达和技法娴熟，呈
现概括、简要的风格。但她晚年的
油画创作很大胆，像是换了一个
人。她的作品以色显光，又有笔墨
意趣，更重视色彩的传神效果。

的确，这次展出的许多油画，
李霞萍用高纯度的原色在画面上
进行重置、并置，以产生浓烈的色
彩感，这让观者产生视觉上的亢奋
——仿佛色彩在自由奔驰，笔触在
奔放跳动，画面充满冲击力。

耄耋之年的李霞萍依然有如
此艺术激情，想必已经到了“随心
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吧。

有一次接受媒体拍摄采访时，
李霞萍正在画室里画静物花卉。她
对着镜头缓缓说道：“这些花现在
都枯萎了，我都画了它三次了。这
些画，画的都是它，又不全是它。”
这番话意味深长，可堪咀嚼。

的确，李霞萍的很多油画作
品，人们似乎已看不到形的准确，
但色彩是那么热烈、缤纷，洋溢着
一位九旬老画家的生命激情。

画家李霞萍：
耄耋之年 归于灿烂

方向前

近代甬籍画家陈秋草先生的中
国画以中西融合、清新淡雅的独特画
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现代美术
史上，他的艺术成就与地位是被低估
的，同样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其作
品也属于“冷门货”。他的女儿陈望秋
曾这样评价道：“父亲一生热爱祖国，
热爱生活，对艺术事业孜孜不倦，口
碑很好，但从不善宣扬自己。”

陈秋草认为艺术必须为弘扬一
个民族的崇高精神而存在。通过妙用
以宣传事物的真美，传达人类的至
情，启发人生的积极意义。在陈秋草
先生的绘画生涯中，始终践行着这一
艺术观与创作观。

陈秋草的早期创作以油画、水彩
画等西画为主，西画基础对画家后来

转入中国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换
言之，如果没有西画基础，陈秋草在
中国画领域就开拓不出中西合璧的
独特风格。

陈秋草先生大半生致力于中国
画的创新，他与海派大家贺天健、沈
子丞等创办了“新国画研究会”，研究
会冠之以“新”，就是要摒弃旧的观
念、旧的表现方法，以新内容、新面目
来推动中国画革新。

陈秋草在山水、花鸟、人物等领
域都有涉足和突破，尤在花鸟山水创
作上最为突出。陈秋草的作品中，有
两件描绘鲁迅的人物画，堪称其代表
作 品 。《横 眉 冷 对 千 夫 指》创 作 于
1957 年，画家把人物与花卉组合在
一起，在技法上糅合了中国画与西洋
画的表现手法。另一件作品创作于
1973年 4月，为画家瞻拜鲁迅先生之
墓后所作，画像名为《革命豪情老更
红》。

那幅《横眉冷对千夫指》，画家更
多地展现了中国画的笔墨技法，主要
以墨、色及线条来进行造型。由于画
家有高深的西画人物造型能力，人物
脸部运用了明暗、层次、立体的手法，
刻画出鲁迅先生瘦削、刚毅及“横眉
冷对”的神态。这样的表现技法与传
统中国画不同，传统派画家重笔重
墨，以线条造型为主，突出骨法用笔，
讲究线的质感、力度与变化。陈秋草
先生也有较好的线条造型能力，除头
部描绘较为细腻外，人物衣纹及布景
花卉则采用大写意，以粗细、长短、轻
重不同的线条来概括，有繁有简，主
次分明。而烘托人物的景物，画家选
取了冬天带刺的荆棘，暗喻人物所处
环境的险恶。荆棘错落有致，枯湿交
织，没有叶子作陪衬，反倒显出寒冷
冬天下的生命力，与鲁迅的铁骨铮铮
之精神相映照。

创作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的
《革命豪情老更红》，在表现手法上与
《横眉冷对千夫指》截然不同。画家
把人物雕像搬入中国画，雕像运用
了西画手法，而绘画工具却是中国
画传统的毛笔，这种创作方法在传

统中国画创作中极为少见，这件作
品可以说是陈秋草先生中国画创作
中中西结合的典范。画家借助毛
笔、宣纸，却用西画的明暗手法为
鲁迅先生造像，既要画出西画雕像
那样的厚重、体量感，又要有中国
画的灵动和笔墨韵味。用毛笔在宣
纸上皴擦、堆积来处理人物雕像的
立体感，这是陈秋草中国画的一
绝。作品中火红的雁来红布满了画
面下方，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白
色鲁迅雕像在红色花卉簇拥下更显
高大威严。用这种立体构图来表现
红色主题十分合适，画家的爱国热
情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捷报御风遍九州，繁花似锦不
胜收。献于群英迈壮志，继续革命
不停留。”这是陈秋草在作品《繁花
似锦图》 中的题句。作为一位满腔

爱国情怀的革命画家，无论是山水
花鸟画还是人物画，“革命题材”占
据了他绘画作品的大部分。据说，
画家八十高龄之时，还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夙愿。

陈秋草晚年，把感情寄托在花
鸟上，以物抒情，寄情于物。在表
现技法上，他吸收了一些水彩的技
法，水墨淋漓，清新畅快，气韵生
动。总体上看，他的花鸟画造型真
实、自然，不追求中国画大写意那
种“似与不似之间”。画家日常喜欢
描绘兔子、青蛙等可爱的动物，落
笔爽利，淡墨铺毫，色墨相融。如
画兔时常用红色花卉陪衬，红花与
黑白兔子对比，用墨大胆，充分运
用水的作用，把墨与色发挥到极
致。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那个年
代，画家把童趣、天真、爱国热情
寄寓于自然界的花鸟，仙人球、紫
藤花、松竹菊荷甚至民间陶器玩
具，都是画家表现的对象，画得朴
质有趣。

在中国画笔墨技法中，用笔讲
究骨力。骨力是指刚健雄劲的风
格。南朝谢赫在 《古画品录》 中，
将骨法用笔居于气韵生动之后，充分
说明骨法在传统中国画中的地位和
作用。陈秋草先生的中国画与同时代
画家相比，其优势在于借用西画的技
法，在中国画的用墨用色上进行了大
胆的创新，充分运用水的作用和特
性，使中国画既具有传统特点又有水
彩画的清新韵味。与同时代中西结合
派画家朱屺瞻、刘海粟等大家相比，
朱、刘绘画用笔大胆，色墨浓重，风格
上更显厚重浓烈，而陈秋草的中国画
更注重水墨之水，画风更为淡雅、清
新。当然，就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学养
来看，朱屺瞻、刘海粟则更胜陈秋
草一筹。

近 20年来，陈秋草作品价格一
直在低谷徘徊，在几万元至十余万
元不等。在艺术品市场中艺术价值
与市场价值相背离是常有的事，陈
秋草与汪亚尘、沈子丞等画家一
样，其价值尚待市场挖掘。

车厘子

与时下流行的“大女主”戏相
对应，芒果台接连播出的《你迟到
的许多年》和《风再起时》这两部电
视剧都是典型的“大男主”戏。剧中
虽然也都设置了男女主角爱恨纠
葛悲欢离合的感情戏，但都无法掩
盖“男人创业艰难终获成功”这一
主旨的突出。

初看《你迟到的许多年》，看到
男主角沐建峰因自己事业无成而
不敢主动追求倾心已久的女主角
莫莉，决心创业成功再谈爱情时，
还以为这是要拍一部中国版的《了
不起的盖茨比》，后来才发现爱情
不是首要表达的，爱国才摆在男主
角心中的第一位，誓要为民族品牌
争口气，这是要拍成青年版的“任
正非传”。反观《风再起时》，男主角
方邦彦倒是“先成家后立业”，从一
开始就和青梅竹马的恋人女主角
何晓莺相亲相爱，排除万难结了
婚，然后投身创业。

两部剧的时代背景都设定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中，
看点在于触及了经济体制改革这

一当时的时代脉搏：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国营厂面临困境，民营
经济勃兴。在这一转折时期，沐建
峰和方邦彦敏锐地紧抓契机，主动
走上从商的道路，用民间的说法，
都“下海”了。不过两位青年企业家
的起步方式不同，沐建峰先筹措资
金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子通
信设备厂，然后想尽办法延请专
家、独创技术，最终拿出了拳头产
品，赢得了市场，扭亏为盈，起死回
生；方邦彦则是先进入国营纺织厂
工作，一门心思想做出业绩，奈何
内部阻力重重，还被开除出厂。离
开国企后，才自己创立公司，慧眼
独具选择了新兴的网络产业并最
终大获成功。

以上的剧情描述看似简单，故
事的展开却是一波三折，让人看着
揪心，看完又深觉荡气回肠。沐建
峰与方邦彦在各自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最大困难都是自己的满腔抱
负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结果
都闹得妻离子散净身出户。沐建峰
的厂子遭遇财务危机，一度严重到
要靠厂长个人“饮鸩止渴”、私下去
借“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来续命，

而方邦彦陷于国营厂的人事争斗
还背黑锅被扫地出门，自己创业成
功后，听闻原单位有难，又义无反
顾 站 出 来 全 力 救 厂 ，以 德 报
怨。——凡此种种，诚可谓“毁家纾
难”！一个时代优秀企业家的高大
形象，就此立起来了。

关于上世纪锐意改革的优秀
企业家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典型的
恐怕要数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
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主
人公乔光朴，这部经典文学作品也
被誉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小
说中对乔厂长有一段特征鲜明的外
形描写，“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
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
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
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
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

这个形象放到现在的观众眼
前，或许就有点“吓人”了。在

“颜值经济”不可避免的当下，改
革开放前期的企业家角色，由谁
出演更合适？这真成了一个问
题。让老戏骨来演，演技无虞，
但演不出“八十年代新一辈”那
种蓬勃的朝气和冲劲；让“小鲜

肉”来演，面孔够漂亮，却难以
驾驭人物，太年轻难免轻浮，缺
乏那一代人特有的气质，中生代
演员方为明智之选。两个剧组也
确实这么做了：《你迟到的许多
年》请黄晓明演沐建峰，《风再起
时》请陆毅演方邦彦，两位主演
都是“75 后”。搁十几年前，陆
毅和黄晓明都是中国影视界当红
的偶像小生，如今均已年过四
十，有了岁月的沉淀，再演偶像
剧也会被嫌弃“油腻”。他们是真
正从改革开放之初成长起来的一
代人，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变
迁，有切身的体会和理解，演绎
起来，自然要比少不更事的年轻
演员深刻得多。话说回来，陆毅
和黄晓明的英俊相貌又极符合主
流社会的审美观，面如冠玉、目
若朗星，通俗点讲，长得很周
正，不似时下一些“妖童媛女”
的网红脸。某种程度上，这类电
视剧的播出，是对当代荧屏男性
形象审美趋势的一种强力回归。

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重点
推出这样的影视作品，为时代发声，
为呼唤和感召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
神与爱国热忱，无疑打下了生动形
象的注脚。这正是文艺的使命。

不信东风唤不回
——观热播剧《你迟到的许多年》与《风再起时》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陈秋草(1906-1988)，字秋
草，号犁霜、实斋，室名风之
楼 ， 祖 籍 浙 江 鄞 县 ， 生 于 上
海，海派著名画家，曾任上海
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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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萍水霞映”李霞萍师生七人绘画展开幕式上，画展的主人、九十岁的李霞萍老师却意外
地跟大家谈起了摩西奶奶：摩西奶奶，一直生活在乡下，拖家带口，养儿育女。在78岁那年，她完
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画，圆了年轻时的艺术梦。而当她101岁时，纽约市的一家艺术画廊，举办
了她的个人画展。

“你最愿意做的事，才是你真正的天赋所在，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摩西奶奶对
于我们普通人的启示。而对于李霞萍而言，讲这个故事，却表明了她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态度。

“没画好，还要继续画”——这位九旬老太太在画展开幕式上的这句话，掷地有声,让人感怀。

陈秋草的《横眉冷对千夫指》 （方向前 供图）

李霞萍近照李霞萍近照 （（汤丹文汤丹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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