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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书画界出现了巨大变革，所引发的艺术批
评的争议性、理论的模糊性及文风上的新闻性、商业性，已经
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就时代意义而言，中国书画发展的最大特
征，即在于广泛的包容性与多元效果，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加
以排斥，相反，传统文化之生命义理，自有其适应时代的创造
力量。籍忠亮的绘画作品，无疑是在革新的意义上有他个人探
索的成就，在深厚的传统绘画及书法功力基础上加入个性化
的绘画语言，包括现代人观察世界的方式。

融汇中西
虽然在 20世纪中国绘画发展中，传统主义仍然有不可否

认的成就（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为标志）和地位，像籍
忠亮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显然将成为 21世纪中
国书画的主流派。

对于 1963年出生于北京的籍忠亮来说，作为中青年画
家，他的作品挥洒气韵，功力深厚，除了笔墨的技法之外，其才
情还得诗书传统素养之助，使其颇具自由放逸的风格。他的作
品所流露出的自在神情，下笔果断，墨色凝重而不失层次，墨
与色在具象上交织着鲜明的点、线、面，笔触奔流激荡，有着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造型上的能力，使他得以在传统中创出
新意境。他的“以西润中”、“中西融汇”反映了新一代杰出画家
多方面的探索和选择。

在古今中外的绘画领域中，有“具象艺术”的尚似逼真，有
“抽象艺术”的强烈情绪追求，也有以表现生命力和精神空间
的“意象艺术”。画家借助艺术形式来展现他所认识的世界，寂
然、浩渺、虚灵、圆融，这纯精神的大千世界，是人类艺术创作
的精神依托。

艺术贵在创造，这种创造既要在作品中体现出天然的独
特境界，也必须鲜明地形成代表新观念的形式系统，籍忠亮在
这方面展现出了他的新建树。中国绘画是以意象艺术的表现
形式为主要特点，即“立意造象，以象尽意”。同时，中国绘画也
极重传统，在艺术上讲究章法规范，画家在迁想妙得中体会艺
术创作的愉悦，又受章法规范的制约、僵化而苦恼，因而形成
默守传统和反传统的两极态势；两极状态下的作品，或迹不逮
意、声过其实，或织小巧丽、形神枯然，构成了当代中国绘画的
流弊。籍忠亮在自己创造性的实践和使自己随时处在背靠传
统、面向未来的状态中，他有一个更广大的视野，采东、西艺术
传统的优点要诀而兼备一身。

世界大变汇是当前的潮流，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中的规
范模式，无疑会起到重要的补充和借鉴作用。籍忠亮以此为支
点，开创他的艺术新风格。记得前几年，读过一篇香港《新报》
“艺廊”介绍他的文章，以“北国才子，当代唐寅”形容籍忠亮其
人其艺，我觉得并不过分，就才艺而言，他更有其理性与悟性
的独到之处，观籍忠亮新作品，其内涵有中国意象艺术特有的
自由，在技法上注重中国绘画的运笔，以笔写意的笔墨功夫，
同时追求现代空间意识的形式美。文章引用籍忠亮的一段自
白“我喜欢山水，更倾心画人物，而情得以导泻的则是诗”。中
国自古以来，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整体意识贯通始终的是“诗、
书、画”。籍忠亮自称是“个人自由主义者”，喜欢不受约束，处
于充分自由状态下的自由创作，入道随法。

从“无我”到“有我”
中国人物画是中国绘画史上发展最早的画种，但也是成

熟最慢的画种。唐代人物画是一个高峰期，它的线描表现基本
上以中锋圆转，粗细基本一致，工整艳丽为主流。用现代的眼
光来看是属于工笔人物画这一路。吴道子开始追求粗细变化，
创造了“纯菜条”的线描表现形式。人物画较之中国画之其他
两门：山水、花鸟，难就难在既要形似又要神似，恰到好处地均
衡意与象、人与物、心与境的关系，从而把东方哲学中最高境
界“天人合一”的精神寄寓其中。

同许多的艺术门类一样，匠人与大师的区别就在于对法
度的把握上。绘画也必须经历一个从“有法”到“无法”，从“无
我”到“有我”的跨越。籍忠亮在“有法”、“无我”阶段，下了常人
难以企及的功夫，他早年速写本不离身，画了数以万计的速
写；他解剖过尸体，对人体骨骼、肌肉结构了如指掌；他没有一
天不画，多则十几小时，少则几个小时，他甚至从自己非常钦
佩的大家黄胄的成功过程当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画家不需
天分，只要勤奋。籍忠亮学画，更学书、写诗。幼年的籍忠亮以
魏碑入手，打下坚实的书法基础，自习画后，更以画入书，挥洒
自如，创立自由体书法。

纵观籍忠亮的水墨人物画，可见其对意境的心慕追求。他
的人物画多半以佛、道、儒人物和中国文化名人为主，如竹林
七贤、十八罗汉、老庄、李杜、仕女等等。他在面对物象时，能自
由、能动地去选择和利用各种造型因素，不受局限地去追求内
在的、感受性的东西。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取舍、概括、夸张，使
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感情、神韵、意象和个性，进入“无
法”、“有我”的精神世界。

他的古典人物画作品，强调神似，不囿于“形”的过分具体
的描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保持距离感、朦胧感，不确定感
是他古典写意人物形象塑造的分寸把握，这也正是古典写意
人物画形象塑造的要领所在。有时寥寥几笔，就把古代文人墨
客的风骨、内涵和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新文人画”渐成气候
书画同源。籍忠亮喜欢在他的水墨人物画中落下长长的

题款，内容或诗或文，多为隽永心语。书法是他的画意十足的
自由体书法，书与画相得益彰，充满文气、书卷气。

进入新世纪，中西文化进入了大交融、大汇合的时代，中
国文人画以形写神、以意取胜与西方以人为本的写实主义的
疆界打破了。在这股浪潮中，在水墨人物画这一圈子里，有一
批文化素养高、书法基础好的画家，其创作题材以古典人物为
主，造型简约，构图简练，重视传统技法的继承，同时，又对新
观念及西方抽象因素有所吸收，淡于主题，重于文人士大夫生
活与审美情趣的追索，重于思想内涵，讲究笔墨趣味，成为“新
文人画”的阵营。

近年来，国家建设日新月异，盛世太平之景也感染、振奋
了画家，籍忠亮也开始画现代水墨人物画。画古人，似与不似
全在乎自己的理解，谁也没见过李白、杜甫长什么样子，而画
现代人则不然，对于大家熟悉的人物，功力稍有不逮便会弄巧
成拙。尤其是不打草稿，不做修改，下笔直取，这就要求画家有
高超的绘画技艺，笔墨功夫和控制能力。虽然籍忠亮的水墨人
物画已入化境，得到画坛前辈的好评与海内外人士的追捧，但
他依然孜孜不倦，付出常人无法理解的努力，向着他心目中的
理想迈进。

作者简介：杨仁恺（1915—2008年），已故著名书画鉴定家、
书法家、画家、史学家和博物馆学专家。生前曾任辽宁省故宫博
物院名誉院长，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泰国国家艺术博物馆名
誉馆长等职。撰写论文百余篇，专著近 10部，包括《中国美术全
集》、《隋唐书法传》、《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等 20种以上。

籍忠亮，自由职业艺术家，自由
派新文人画家，号“自由笔”。

上世纪 90 年代享誉粤港台及东
南亚，游艺于大陆及东南亚 20年。

本世纪客居广东，潜心艺术创作
及理论研究。近年来对社会产生重大
影响的绘画作品层出不穷，其中包括
《世纪的握手》、《历史的握手》、《难忘
的握手》、《重托》、《永恒的奥运精神》、
《画魂》、《永远的小平》、《大地长春》
等，作品先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中
国国家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等
处收藏。另外，他还发表了超过 20万
字的绘画理论文章。潜心创作，足不
出户，有“现代隐士”之称。2000年自
费创办大型私立美术馆和私立艺术

培训学校。
作品备受东南亚高层政要、皇室

贵族以及国内外学者名流、收藏大家
所推崇。其本人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以及东南亚各国及地区高层政要
的接见，并应邀在东南亚各地举办多
场个人画展和拍卖，该地区众多收藏
家跟踪收藏其作品已长达 20年。

除了作画，其还出版专著多册，
应邀在国内外高等学府讲学数十场。
荣获国内外 10余项艺术奖项和多种
荣誉称号，受聘担任国内外多家高等
学府的客座教授和讲师。2005年，受
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邀请访
台，连战亲率众多国民党要员和元老
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迎接

籍忠亮及夫人的仪式和记者招待会
盛况空前，一时轰动东南亚。

2006年，籍忠亮应邀为北京人民
大会堂创作两幅巨幅国画，并被永久
收藏。2007年客居广东时，被评为“广
东省当代十大最具影响力书画名
家”，并被聘任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
会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终身馆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
究员、客座教授。2009年，作品《万类
霜天竞自由》在北京太平洋秋季拍卖
会上以 530万元被高价收藏。出版有
《籍忠亮作品集》、《籍忠亮诗书画集》、
《畅惬以抒怀———籍忠亮水墨作品
集》、《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选粹———
籍忠亮》等多部专著。

杨仁恺/文

籍忠亮/文

活在画里 游历于传统与
现代之间

我曾在作品题拔落款中写下这
样的诗句：“蘸墨拭笔，屏心静
气，气入丹田、气流指尖，通过笔
杆、笔头，顺毫端透入宣内，心静
神凝、思墨专注，顷刻诗思流畅、
笔墨淋漓，意念、画境无不通神，
此国艺、国技、国画之精神所在
也，诗随画出，画随笔现，笔随心
动，心随意行，趣由笔生，法随意
转，斯之谓矣。”这就是我在中国
画创作意境的至高追求。在艺术活
动过程中，不仅创作者可以完全沉
潜于一种高华的精神享受，而观者
也同样融入了此种精神的享受当
中，似经历了一次精神游历。艺术
的创作与欣赏便是如此的美妙而不
可言状。

以心役物：形为心用

当我在提笔蘸墨开始创作时，
杂乱心绪才会隐然消退，留下的是
一片清风畅惬的心境，进而忘怀得
失。只有此时，手中的毛笔才会敏
妙地表达出身心奔涌的情怀。而在
行笔之际，才能与天地浑然一体，
行转自由，似有神助。那嫣然是一
种远离尘嚣而忘形自得的状态。似
可与画中人物进行情感交流，进入
忘情妙境，此时才可谓真正的人生
快意。

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恰似一次
次游历的过程。本人以为，中国画
大家皆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当眼
观六路，胸有成竹，方可放逸自如，
出神入化。我喜欢在众多好友的观
赏下，即席挥毫创作。识者共知，
在没有观者的情况下，我是无法画
出满意的作品来的。这已经成为了
我个人的一个创作习惯。我在画巨
幅人物群像时，是先从中心人物的
五官开始下笔，不打草稿，采用放
笔直取的画法，将画面中众多人物
的头像部位完成后弃笔休息、观察，
再考虑每个人物的头像下面需画何
种身体造型，以达到彼此相互呼应、
关联、对话，以求画面的节奏、疏
密、聚散、轻重、虚实，才能得到
和谐匀称的构图效果。再后，安排
背景环境，由近及远，题诗落款，
盖印完成。其自由逸趣，妙不可言
状。这样的作品则不可能重复，而
必须如此便真正体现出艺术特点。
倘若今天，真正优秀的中国画家作
品，被国人所识、所悟，其优妙，
则理当可以跻身于世界优秀艺术作
品的行列。

我一向厌烦人际繁庸之事的干
扰，乃至我后来的不问世事、不予
应酬、隐逸独步、潜心修艺，才有
今天。我于绘画惟真是求，源于中
国画之材料特质，极擅长抒怀，一
气呵成。我向来不长于描摹叙述，
同时，由于中国画之造型以线条为
基础，加之不可涂抹删改，不容易
“心为形役”，挥写之际的偶得，往
往能达至不可预期的结果。这里为
画家提供的可施展才智的空间可谓
太大了。因之，中国画倘若真正做
到融主观情怀于客观万象，就必须
体会到谢赫 《古画品录》 中六法之
说，尤其是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
说，南梁范缜：“未闻刀没而利存，
岂容形亡而神在？”言神亦不可离形
而独存。这种形神关系按照范缜之
说需要我们辩证以视之，如此，方
可帮助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加以理
解。

艺术如同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事
物一样，是可欣赏的，而真正的艺
术来源于感动，一幅好的作品首先
要能感动作者自己，才可以感动读
者，学会欣赏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
回首我们民族的先贤们，看花开花
落，望云卷云舒，他们赏云、赏花、
赏草、赏瀑、赏雨、赏月等等，他
们不放过身边任何美的东西，这是
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精神在大自然
中得到了再生。这种天人合一、和
谐相生的境界，正与现代西方的环
保理念不谋而合。同时，我们现代
人对于那些人类文明的不朽经典之

作，包括音乐、美术、舞蹈、建筑、
文学等等，也应保持着维护和传承，
目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懂得欣赏，
不应忘怀和丢弃民族传统之魂。

纯粹与绝对：止于至善

长久以来，我向往着“纯粹”。
而这个概念，总是对我在创作中的
艺术追求和人生理念产生出奇特的

魅力。我偏爱彻底性和“纯粹性”。
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黑格尔、贝多
芬和舒伯特，想起康德、瓦格纳和
尼采。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各自
都在不同的领域去逼近他们所认为
的“纯粹”，或更准确、更强烈一点
的概念是“绝对”，这就是一种悲
壮。在我看来，这种逼近才是人类
所追求的善的最高体现，也是艺术
家艺术魅力的最高体现。

在我的前半生岁月中，我一直
竭尽全力投身于我热爱的绘画艺术创
作。40多年来，在尝试充分自由状
态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作方式中，尝
试相对“纯粹”的艺术状态，我向往
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当然，众
所周知，艺术家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个
体活动者，这是由其职业特性和艺术
创作方式所决定的。而我的特立独行
似又有所不同，也许其中有与命运抗
争的因素。多年来，我以沉潜的方式
生存着，如此保持着沉默，默默地画
着，疯狂地画着，如此二十多年。其
中十年云游、十年面壁，伴随着十年
苦读。如此数十年漫游在自己的艺术
王国里。

记得西方有位著名画家的理论
叫做“漫游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此论支持着我在长期的艺术创作生
涯中享受孤独，学会了同“自我”
对话。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我
最幸福的选择。于是，我向往有纯
粹精神的诗人艺术家的独立创作环
境，我向往我是一个“纯粹”的艺
术家，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真正艺
术”。而这种真正的艺术，伴我渡
过人生中最艰难和最失落的岁月。

尼采曾说过：“艺术是生命最
有力的兴奋剂。”我相信，他所提到
的艺术，就是我理想中那种纯粹的
艺术。而从事这种创作活动的艺术
家，应该是那种“漫游到自己内心
世界”的艺术家。特别是从事中国
传统绘画这一特殊且极富魅力的人
类绘画艺术形式的画家，更应该去
正视其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审美
习惯的文化积淀，即那种对东方
“笔墨”从初期依物象到依自身运用
的至高艺术境界的追求以及那种对
高广精深艺道的深层理解。对那些
历代书画大家长年潜心致力于笔墨
之深度的体验，与画史、画理、画
品钻研之深刻、理论之精审加以理
解和体验。

新文人画派：以画载道

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道的
精神性、心灵的抒怀性，那种情景
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的高华
境界，使得中国画的艺术品味、艺
术内蕴，在作品上体现出画家个人
的情感寄托和审美理想的追求。总
之，我们向往的艺术之光就是中国
传统艺术的来自于佛教及禅宗的辩
证思维，那就是“和”，即“协调”，
便是艺术的核心内蕴，也是宇宙万
物的核心内蕴。

识者共知，中国传统绘画之内
在传承的本体内蕴，均以书法宣泄
作者内心情状而为之。绘画，通过
一系列的东方美术手段，将皴、擦、
点、染、勾融会贯通，古法用笔一
气挥成，所谓妙法内得，气韵生动，
笔生墨活均体现于其中。畅墨惬笔，
抒怀叙意于其中，确可从笔、纸、
墨砚之中感悟到东方艺术的深厚博
大、空灵飘逸。中国绘画发展到今
天，吸收、融合、贯通形成了新文
人画派之典经神韵，当今画坛确已
无法忽视之。

我认为，中国新文人画派中表
现的儒、道、禅之意，是真正能使
世人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
思维和境界内蕴了。所以，我在创
作中十分注重将其精神的意会运用
于本人笔墨之中。所谓中国画之笔
墨的真正意义是以书法为基础所形
成的各种法式的灵活运用，而中国
画的工具材料恰恰是为创造出此种
笔墨语言而被选择和利用的，这是
我们的民族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
概念。而当代中国画家，要想画出
优秀的、耐人寻味的、饱含笔墨情
趣的好作品，就必须从书法、笔墨
入手，不然，再好的题材与物象也
会失去东方水墨画的真正意义。所
以，中国画要讲其道，明其理，要
有品味与思索，要追求逸趣天成，
追求真谛内蕴，追求画外境界，这
些都对中国当代画家提出了创作的
前提要求，本人在创作中当心摹手
追身体力行才是。

———谈籍忠亮的绘画艺术

“现代隐士”的隐与不隐

籍忠亮

《画魂》(200伊130)cm

《畅意》(136伊69)cm

《茶趣》(136伊69)cm

《垂钓图》(69伊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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