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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方向前

姚有多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培养的优秀中国人物画大家，
有评论认为他是继徐悲鸿、蒋兆和
之后“徐蒋体系”的第二代代表性
人物。作为高等艺术院校教授，姚
有多先生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美
术教育家。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有两个显
著特点：从技法和风格来看，与以
前的人物画画风拉开距离，注入了
新鲜血液，画风富有现代气息和时
代特征；其次，人物画所表现的主
题，摆脱了古代人物画表现手法和
题材上的千篇一律，作品关注现实
生活，关注社会变化，具有强烈的
时代性。

姚有多早慧，12 岁就发表了
自己编绘的连环画作品；14 岁担
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15
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转
中国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
蒋兆和大师的助教。这些不凡的经
历，体现出姚有多在绘画上的超人
天赋。

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物画家一
样，姚有多的人物画把写实与写意
结合起来。这种表现方法，因侧重
点不同，每一个画家所呈现的画风
也会有所区别，甚至画家在不同时
期的风格也会有所不同。姚有多人
物画大致可分为两类：以写实为
主，适当结合写意；以写意为主，
适当融合写实。从画家创作的绘画
主题看，也可分为两类，即描写现
实生活的人物画和表现历史题材的
人物画。

写实，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
表现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源自西
方绘画的引入，特别是以徐悲鸿、
蒋兆和为代表的一批留洋画家，把
西方人物画中的明暗、透视等关系
融入传统中国绘画，人物自脸部、
手部表现到衣纹等细节描写，与先
前以线条造型的传统手法发生了变
化，人物形象的写实性大大提高。
写实画风不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
人物画创作，也影响到人物画教
学，许多美术院校中国画系开设了
素描课。“徐蒋”写实人物画体系
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价值，该

体系的核心是借用西方的古典写实
法改造传统中国画，以写实取代写
意。一度，这种画风引起了一些传
统派的质疑甚至非议。传统派认为
中国画一向提倡传神，“任何形，
如果做不到传神达意，再精准，对
艺术而言也没有意义。”

姚有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创作了不少现实主义人物画作品。
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 《新队长》

（163㎝×115㎝）。作品在人物造型
中渗透了西画的明暗与透视，人物
的脸部表现细致、真实，服饰及衣
纹的处理，多皴染，以求丰富与变
化。这一时期的写实中国画更多地
表现创作对象的真实性，这无疑与
中国传统绘画所倡导的“得意忘
形”、追求笔情墨韵的“大写意”
形成了明显反差。这个时期，人物
画受“徐蒋体系”的影响，众多画
家探索、尝试这种新样式，除姚有
多外，卢沉、周思聪、汤文选、杨
之光、李震坚、方增先、刘文西
等，都是当时写实人物画的代表人
物。

从绘画风格审视，姚有多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画风与当时的浙派
人物画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时，

“新浙派人物画”在全国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作为蒋兆和的助教，姚
有多未完全承袭蒋氏画风。蒋兆和
作为一代人物画大师，其写意人物
造型继承了形神兼备的传统理念，
人物具有准确、真实之特点，在传

神写心的同时，坚持骨法用笔，借
素描、透视、解剖方法来塑造人
物，其写意人物画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我们从姚有多《新队长》等
作品中可以看到，尽管画家的人物
画融入了西画的观念，但与“徐
蒋”画风相比较，姚有多更多地观
照中国画的线条笔墨，这与文人画
氛围浓重的新浙派人物画十分接
近。浙派绘画当时在潘天寿、吴茀
之的引领下，始终坚持中国画的人
文笔墨，提倡“强其骨”，尽管他
们也借鉴西画的一些方法，但更多
是从花鸟、山水、书法处吸收营养
和技法。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姚有多
的人物画又有了新变化：从写实为
主转为写意为主，探索水墨人物画
的表现方法，线条、墨韵成为人物
画表现的主要元素，强调骨法，追
求水墨意趣。如画家创作于 1997
年 的 《版 纳 集 市》（178㎝ × 95
㎝），描绘了少数民族妇女在集市
中的场景。画家除对人物头部作细
致、写实的描绘外，其他都运用写
意的线条来组织造型，头饰、衣
纹、道具乃至老妇脸部的皱纹，大
量地运用线条，笔墨通畅淋漓，写
意性强。从写实到写意，我们看到
姚有多人物画审美取向的转变，显
示出画家对中国人物画的不懈探
索。

在京派人物画画家中，姚有多
与卢沉同为当时中国美院中国画系
教授，姚有多担任第二画室主任，
卢沉为第一画室主任，两人均师承
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等大师，
在人物画创作中也共同走了从写实
到写意的道路，并取得一定成绩。

中国的画论、诗论、文论，均
强调“趣味”，苏东坡也讲过：“凡
文以意趣神韵为主。”倘若比较
姚、卢两位晚年水墨人物画的变
法，卢沉的水墨写意人物具有笔简
意足、神韵生趣的特点，所描写的
内容也富有生活味道。卢沉人物画
的很大优势来自画家深厚的人文素
养及“以书入画”。他的学生、著
名画家王明明评价卢沉“线条中有
八大山人般的孤寂绝俗之感”。相
比较而言，姚有多的水墨人物画在
人文修养与书法造诣上略逊卢沉，
作品稍欠灵气与个性，尽管传统功
夫深厚，笔墨也能恣肆抒情，但在
趣味上略有不足。

写实与写意融合
——姚有多人物画评析

岑 颖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
下简称《电波》）日前在宁波文化
广场大剧院亮相，作为“文华大
奖”“荷花奖”“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三顶桂冠的得主，《电波》以
出尘的艺术格调和艺术水准赢得观
众诚挚而热烈的掌声，也引发了笔
者的一些思考。

“他们是谁？”——真
实精准的人物定位

无论是舞台、荧屏还是银幕，
都不缺红色主旋律题材的艺术作
品。但这类题材又往往陷入“读真
人故事眼泪哗哗，看创排作品尴尬
多多”的境地。究其原因，恐怕在
于主创们往往处理不好“他们是
谁”这个问题。他们习惯于将主人
公定位为异乎常人、高高在上的英
雄，因而常常使人物失去流畅的情
感逻辑和真实感，随之失去艺术感
染力。

但《电波》的编导韩真与周莉
亚，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软，
突破了这个无形的屏障，为剧中
人物找到了真实而精准的人物定
位——“他们是谁？”是英雄，但
在耀眼的英雄光环下，他们更是
真实可感、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
人。十五岁的少年会有情窦初开的
羞涩，会在弄堂口给卖花姑娘一朵
栀子花；久经磨炼的女情报员也会
因为迫不得已的杀戮而恐惧彷徨，
会因为开枪杀人而战栗惊惶；被迫
离散的革命夫妻也会跟芸芸众生一
样难分难舍，遭遇生离即死别的人
生大恸……

两位编导有着极强的细节捕捉
和把握能力，在《电波》中，我们
能看到很多具有说服力的细节。比

如从小学徒晓光死去时踟蹰的脚
步、捶打胸口的拳头、流着泪的酸
涩微笑中，可以看到他留恋人间的
不舍，和死得其所的自豪。又比
如，从兰芬与李侠诀别时两次用力
抚平、擦拭丈夫长衫，狠命捶打他
的胸口，离去时使劲拽着自己旗袍
的衣摆，可以看到她预想李侠走向
死亡时撕心裂肺的痛苦。唯有着眼
于人性和人类共通的普世情感，真
正把具有崇高大情怀的主人公定位
为一个普通人，才可以找到这样的
细节，使作品达到细腻、可信、动
人的效果。从这点上来说，韩、周
二位编导的艺术处理非常成功。

“如何讲述？”——突
破性的叙事方式

《电波》是一个谍战故事，谍
战本身的隐秘性和情节推进的悬疑
性，使它需要极大地依赖于人物心
理活动，这无疑增强了叙事的难
度。“如何讲述”故事，是该剧面
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电波》的叙事方式是突破性
的。或是受到同名老电影的启发，
或是被复杂的谍战情节倒逼，编导
在舞美（尤其是活动景片）的强大
助力下，运用了众多电影中常见的
叙事手法，各种回忆、闪回、倒
带、蒙太奇、平行时空的运用自然
熨帖。

比如小学徒晓光被杀后李侠与
兰芬在家中的一段双人舞，通过另
外三对“李侠与兰芬”，回忆两人
从生疏到相知相爱的过往；而交代
李侠等人身份逐渐暴露的情节时，
屡次闪回裁缝铺老板老方与李侠交
接服装包装盒（情报）的定格；老
方被杀，李侠来到裁缝铺找情报
时，则采用了倒带的手法，呈现他
思考推理的过程；而此间兰芬枪杀

化装成人力车夫的阿伟，则与裁缝
铺中李侠的行动构成平行时空；至
于黑衣人追捕李侠的情节，街道、
电车等地点的快速切换，则又是蒙
太奇的灵活运用……作为一部必须
在有限时空里完成复杂电影原著故
事的舞剧，能自如地运用这些影视
化的处理手法而不使人感到花哨突
兀，是非常难得的。

这种突破性的叙事方式带来了
杰出的舞台调度，神来之笔几乎无
处不在。大场面如黑衣人追捕的群
舞，在人群中匆匆穿梭往来的李
侠，不同行动方向的红围巾路人，
黑衣人分别从上下场门散去后在舞
台中后区出现的电车乘客等等，共
同营造出紧张的氛围。小场面如摄
影记者阿伟在暗房冲印的照片，正
是依靠活动景片的空间分割，用不
同人物的定格来呈现。细节设计方
面如三次乘坐电梯的不同处理等
等，都堪称妙笔。

“是收是放？”——高
度克制的抒情风格

谍战故事中的人物隐蔽性强，
无论外部行动还是内部情感，都不
可能很张扬，这就注定了他们肢体
行动的幅度不可能很大；而舞剧惯
于用大开大合的肢体语言来诠释情
感：这就形成了一个看上去很难调
和的矛盾。这情感，到底是放是
收？要收放到怎样的程度？

编导选择了高度的克制。这一
点从不滥用的舞美灯光、多媒体手
段，和低饱和度色的服装中体现得
很明显，而它又最突出地体现在编
舞与表演中。

该剧中的不少情节与情感，不
是通过典型的舞蹈语汇，而是通过
生活化的肢体语言来呈现的。即便
是舞蹈语汇，也尽可能克服舞蹈演

员较为夸张有“范儿”的表演惯
性，采用了偏向生活化的表演方
式。的确，当表现富有生活气息的
日常场景时，这种方式非常熨帖。
比如《渔光曲》和李侠夫妇在家中
的第一段双人舞，舞蹈演员的肢体
伸展幅度都不大，哪怕托举和跳跃
等相对幅度较大的动作，也都尽可
能保持克制。相信演员们在气息控
制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因而最后能
呈现出举重若轻的轻盈感，与日常
生活润物无声的状态非常相配。

但是，舞剧毕竟是戏剧，在提
炼、表现生活时，还是无法完全抛
开戏剧化的表达。当生活化的肢体
语言占比太大时，舞蹈语汇的运用
就会被削弱，多少会出现话剧化表
演掩盖舞蹈语汇的倾向。对于舞剧
来说，一旦肢体上无法尽情舒展，
情感出口就会被阻塞，这往往不利
于人物情感高潮的表达。我们都
体会到“李侠”在表现八烈士及
晓光之死的悲愤情感时的被压制
感，而观众心中积蓄的情感也无
法宣泄——但对戏剧活动的接收
者来说，这种宣泄与释放是必然
的需求。此外，在诀别的那段双人
舞中，我们又能明显地感觉到，兰
芬的情感正因为运用了相对幅度较
大的舞蹈语汇，而比李侠的情感表
达得更充分更饱满。如何处理好收
与放的辩证关系，确实是编导与演
员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毫无疑问，《电波》的
艺术“成色”之高，必然使它在短
时间内难以被超越。期待这样的作
品越来越多。

舞蹈语汇如何讲述谍战故事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观后

周燕波

王思媛书法作品展不久前
在位于月湖景区的群星展厅亮
相。作为“翰墨同心”宁波市
群星书法艺术沙龙骨干成员系
列展的首场展览，共展出条
幅、楹联、斗方、条屏、扇面
等 20多件临摹、创作作品，兼
具篆、楷、行等多种字体，显
示了王思媛在书法艺术上的功
底和潜力。

王 思 媛 1998 年 出 生 于 宁
波，就读于浙江科技学院。这
位文静、纤弱的姑娘尽管才 20
岁出头，但她从 6 岁开始就向
我市著名书法家胡朝霞学习书
法，15 年笔耕不辍，练就了一
身扎实的“童子功”。

2016 年，王思媛作为宁波
青少年书法爱好者优秀代表，
参加了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
会，向来自日本、韩国的青少
年展示、分享书法艺术。2017
年，她参加胡朝霞书法骨干高
研班后，书法技艺有了长足进
步。2017年至 2019年，王思媛
的作品多次入选“翰墨同心”
宁波市优秀青少年书法作品提
名展、宁波市群星书法艺术沙
龙女书家作品联展、胡朝霞书
法工作室骨干成员优秀作品集
展等展览。今年 5 月，她的一
幅楷书作品在 《书法报》 上发
表。

在胡朝霞眼里，王思媛是
个性格沉静、乖巧懂事的好孩
子。“她 6 岁开始跟着我学书
法，已整整坚持了 15年，真的
很不容易啊！”胡朝霞感叹。

王思媛坦陈，学书之路布
满荆棘，如果没有妈妈的长期
陪伴和老师的谆谆教诲，她不
可能走到今天。

说起女儿的学书经历，王
思媛妈妈深有感触地告诉笔
者，王思媛接触书法纯属机缘
巧合。6 岁那年，王思媛即将
幼儿园毕业，妈妈去宁波广济
中心小学报名，得知该校暑假
举办书法学习班，授课老师是
胡朝霞。

“我们大人都是书法门外
汉，根本不认识胡朝霞。出于
让孩子收收心、提升学习专注
力的考虑，给她报了这个书法
班。”没想到家长的无心插柳之
举，让小思媛与书法结下了不
解之缘。

从此，每逢周末，无论刮
风下雨，妈妈总会陪着王思媛
来到胡朝霞的书法学习班。每
次胡老师指点女儿写字时，妈妈
就在旁边静静观看，并默记于
心。回到家里，她就督促女儿练
习巩固，发现女儿写得不对，她
一一指出，要求一遍遍重写。久
而久之，妈妈也渐渐悟出书法的
门道，练就了一双识别各类字体
及书写优劣的“慧眼”。

王思媛的成长岁月里，每
天的生活轨迹几乎一成不变：
白天上学，放学先做完老师布
置的作业，晚上坐在灯下临摹
各类碑帖。“每天雷打不动要练

一个多小时。如果练习不专心
或写得不好，妈妈就会毫不留
情地批评我，偶尔还会动手打
我。”在王思媛的印象中，这么
多年来妈妈一直坚持接送她上
书法课，几乎从没落下过一
次。“有时候我感冒头疼，她仍
坚持送我去上课。”

跟 大 多 数 学 艺 的 孩 子 一
样，王思媛在学书过程中也曾
因厌倦、懈怠而想半途放弃。
尤其是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业
压力陡增，有一段时间，王思
媛觉得快坚持不下去了。妈妈
对她说：“你要想好哟，一旦放
弃，我们以前付出的一切就白
白浪费了。”王思媛是懂事的，

“书法毕竟陪伴我那么多年，它
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真要放弃，心里会舍不
得。”

除了妈妈，王思媛最想感
激的就是胡朝霞了。“之所以喜
欢书法，跟胡老师的耐心传授
和热情鼓励是分不开的。好几
次我写不好被妈妈骂得快哭
时，胡老师就鼓励我：‘你写得
很好，不要灰心，坚持练下
去，一定会有成绩’。”

现在的王思媛已开始享受
翰墨带来的芬芳。她说，小时
候她常常为每天要完成书法作
业而烦恼，现在，每当心里不
开心或烦躁时，提笔蘸墨练一
会书法，心境会在一笔一画的
起承转合中沉静下来……

15 年的墨香浸润，养成了
王思媛温和文静、沉稳内敛的
性格，那份犹如青莲出水的古
典气质，让她在同龄的大学生
中显得尤为独特。

目前王思媛是宁波市文化
馆群星艺术沙龙的成员、“一人
一艺”全民艺术普及胡朝霞工
作室团队骨干成员。胡朝霞介
绍，宁波市群星书法艺术沙龙
是宁波市文化馆打造的一支特
色书法团队，大部分成员已成
为弘扬、传播书法艺术的公益
性示范团队的骨干，并且正在
逐步成长为宁波书坛的中坚力
量。王思媛虽然属于书法团队
中的“小字辈”，但已经显示出
后起之秀的潜力。

自从加入“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活动后，这两年王
思媛利用寒暑假跟随胡朝霞多
次到乡村、社区参加书法培
训、传授、示范等公益活动；
每逢春节来临为基层百姓书写
春联。今年 7 月，她还随胡朝
霞赴新疆参加“蒲公英计划”
书法培训交流志愿活动，向少
数民族同胞传播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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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有多（1937-2001），
浙江慈溪人，二十世纪中
国人物画著名画家，曾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
画系第二画室主任，中国
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

人物人物

姚
有
多
作
品
《
版
纳
集
市
》
（
方
向
前

供
图
）

王思媛书法作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