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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兴 窦志明

冯文卿，名焕，字文

卿，晚清江苏金坛人，海

派花鸟名家，尤善画荷，

时有“冯荷花”之美誉。

笔者要介绍的这几幅作

品，是冯文卿临仿明清诸

家之花鸟作品所做，从中

可见其深厚的绘画功底。

图 1为《八哥鸣春

图》。作品题识：“摹南沙

蒋相国笔意 文卿”，钤印

“陶情”。蒋相国指蒋廷

锡，号南沙，康熙进士，江

苏常熟人，是清中期的宫

廷画家。因在雍正年间

担任过文华殿大学士，人

称“蒋相国”。此作表现

了一片空旷幽静的峡谷，

危崖耸峻，溪水淙淙。一

对八哥栖息于崖壁的秃

石之上鸣唱嬉戏。画面

虽使人略有春寒料峭之

感，然上方数枝斜垂，嫩

芽吐绿，融融暖意似乎又

在不经意间跃然纸上。

古人视八哥为吉祥鸟，八

哥翼展呈“八”字形且能

“言”，鸟其能言亦可人。

山石则代表“长寿”。作

品寓意“长寿吉祥”。此

作朱文印“陶情”是画家

喜用的一枚闲章。可见

冯文卿将平时的绘画创

作视为陶冶个人情操的

雅趣。

图 2为《石榴白头

图》。作品题识：“汉阳太

守孙雪居法，文卿临”，钤

印“虎痴画癖”。孙雪居

指孙克弘，号雪居，江苏

松江（今上海）人，明代著

名画家，曾任汉阳知府

（一作汉阳太守）。此图

写石榴白头。石榴斜生，

枝干扶摇而上，一只白头

翁鸟栖于枝头。石榴白

头也是中国画的常见题

材，有多子多福之意。夏

日的石榴花红似火且果

实多子。白头压枝，子孙

满堂，日子红火，寓意吉

祥。此作的一方朱文印

“虎痴画癖”则隐藏了冯

文卿鲜为人知的信息。

“画癖”很好理解。“虎痴”

则说明了冯文卿不仅爱

虎而且可能很善画虎。

在古代乃至近现代，一个

较有名气的画家若不善

画虎是断不敢在江湖上

自称“虎痴”的。由于当

代市面流通的冯文卿画

作非常少，所以，还有待

深藏民间的冯文卿其他

题材的作品不断浮出水

面，使喜欢冯文卿艺术的

人能够对其有更多和更

全面的了解。

图 3为《鹭鸶芙蓉

图》。作品题识：“仿陶云

湖先生粉本，文卿”，钤印

“文卿书画 ”。陶云湖指

陶成，字孟学，自号云湖

仙人，江苏宝应人，人称

“陶云湖”。明成化七年

举人，善丹青，与戴进、吴

伟齐名。此幅绘一洼清

澈的水塘，一只白鹭引吭

高歌，姿态优雅。塘边芦

花随风摇曳，芙蓉含羞绽

放，秋色怡人。芙蓉喻

“荣华富贵”，鹭鸶芙蓉结

合在一起，就有“一路荣

华”之意了。

图 4为《古树寒隼

图》。作品题识：“小堂尊

兄大人雅正。弟冯焕拟

懊道人”，钤印“冯焕私

印”。“小堂”是晚清江苏

东台画家周丕烈的字，周

丕烈擅长的是人物画，著

有《扬州画苑录、心谷笔

记》。“懊道人”指李鱓，字

宗扬，号复堂、懊道人，江

苏兴化人。康熙五十年

举人。曾官山东滕县知

县。花鸟为蒋廷锡弟子，

又得高其佩真传。先供

奉内廷数载，后居扬州鬻

画为生。为“扬州八怪”

之一。此屏老干虬枝纠

缠盘扎，叶子直接用墨、

花青、石绿蘸水点写。既

显得厚密，又有清晰的层

次感。画中，峭拔的枯干

刺破树冠直冲云天。一

只矫健的隼单爪扣住秃

干，在凛冽的寒风中呈振

翅欲飞状。且双目俯视，

紧紧盯着在树间滑行的

麻雀，画面十分生动。隼

是一种猛禽，展示着强健

和力量。古树虽历尽岁

月沧桑，却仍然枝繁叶

茂，生机盎然，展现着极

其顽强的生命力。作品

寓意“健康长寿”。

冯文卿作画善于吸

纳各家之长，作品格调高

雅，情趣盎然。他的作品

在构图及笔墨的表现上

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其笔下的花卉、树木的枝

干通常采用“没骨法”。

叶子少有勾茎，多随意点

写。虽点划纷披，但错落

有致，不失法度。且以书

入画，笔力劲道。而喜用

淡墨浅色营造画境，追求

清新、自然、淡雅的画风

又是他的一大特色。观

赏者从其四条屏传世佳

作中可见一斑。

晚清海派名家冯文卿花鸟作品

■山西阳泉 小鱼儿

朱 益 藩 （1861—

1937），字艾卿，号定园，

江西莲花人，光绪十六年

庚寅科2甲9名进士，散

馆授编修，历官至湖南主

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

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

臣。他还是光绪和溥仪

两代皇帝的帝师，即末代

帝师。朱益藩学识渊博，

长于诗文善书法，书法风

格主要来源于王羲之、米

芾等。在碑学盛行的晚

清，他是帖学馆阁体的最

后坚守者。他习字甚勤，

无论严寒酷暑，坚持临池

不辍，到晚年笔墨炉火纯

青，享誉京城，老北京的

许多匾额都出自他手。

溥仪曾写诗称赞他的书

法“善书健腕犹飞白，旨

酒温颜自渥丹”。

朱益藩楷书八言联

（见图），纵131厘米，横

22厘米，水墨洒金纸本。

联语是：“崇山极天游迹

少至，大水流地群品盛

生。”上款为“德成贤世侄

属书”，下款“丙寅新春朱

益藩”，钤有二枚印章，白

文“朱益藩印”，朱文“艾

卿”。此联对仗工整，格调

高雅，颇有意境，体现出书

法家澄明如镜的情怀。

从书法艺术角度来

看，这副对联既有楷书的

凝重，又有行书的流美，

整副作品撇捺较多，却各

具特色。隽永的16个大

字，安排极为妥帖，宛若

一群特立独行的松下高

士，每个字姿态万方、神

情各异，而字与字之间的

布局疏密得当，两联之间

协调对称，上下款和正文

互为呼应，相映成趣，融

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对立

统一的美学思想。

朱益藩的书法用笔

妍丽遒劲，雍容冲和，宁

静淡雅，法度严谨，充满

文人气质和唯美主义的

倾向。朱益藩善写楷书，

又善擘窠大书。其书渴

润相见，刚柔互济，雄秀

得宜，造诣极高。在晚清

宫廷中备受尊崇。他认

为临摹古代真迹或碑帖，

不仅要钻研各种字形结

构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汲

取笔法和神韵。但朱益

藩坚守的馆阁体，纤弱，

单薄，已是穷途末路。然

而，朱益藩高尚的人格和

严谨的治学都值得后人

尊敬和学习。

“末代帝师”朱益藩楷书八言联

■河北保定 段红娟

今年是一代宗师黄

宾虹（1865—1955）诞辰

150周年，近日偶见先生

晚年变法之小品——《寒

灯课读图》（见图）。此作

系设色纸本镜心，37.5×

35厘米，钤盖“黄宾虹”、

“朴居士”印章两方。“慧

殊先生吴淞阔别，今逾十

稔。乱离之后，捧诵音

书，属为补写寒镫课读

图，系以小诗粲正是荷。

己丑八十六叟宾虹。”从

以上落款知，这是一幅作

于一九四九年，画给离别

十年的老朋友的山水小

品。从黄老的措辞看，这

是他很敬重的一位挚

友。慧殊先生即俞祖望

（？—1948），江苏青浦

人，字慧殊，与黄宾虹同

为南社中人，1961年5月

香港大公报出版《黄宾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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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记录了二人的交往，

《黄宾虹年谱》也有更详

细的记录。

南社是一个曾经在

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文化团体，

1909年成立于苏州，发起

人是柳亚子、高旭等人。

南社在同盟会的影响下，

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提倡名族气节，反对清王

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

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

准备。“南社”的成立和发

展，使文学为革命服务的

关系更加明确，彰显了文

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

再回到《寒灯课读

图》的画面中来，空中淡

墨渲染的是乌云密布，有

翻云倒海之势，令人顿生

压抑之感。而山坳林阴

下，房舍错落有致，隐约

可见读书之人，外面的恶

劣环境他们已经置之度

外。“月黑风刁调，青镫书

味饶”是画面的高度概

括。“寒灯课读”是许多画

家入画的题材，但不少是

为仕途而埋头攻读。而

此“课读”是试图从文字

语言中唤醒沉睡的国民，

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春晖存永感，历劫松

不凋”表明了课读者的志

向和信心。

这幅《寒灯课读图》

虽尺幅不大，但笔墨精

到，是黄老艺术成熟的巅

峰之作。黄宾虹是对艺

术极其认真负责的画家，

在他的作品中不会有什

么应酬之嫌。虽署有上

款，但绝不是仅仅表达二

人情感的泛泛之作，而是

有着一定政治背景和爱

国情怀的难得精品之

作。《寒灯课读图》不仅诗

书画印俱佳，还记录了一

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因

此，《寒灯课读图》是一幅

可永传于世的好作品！

品读黄宾虹《寒灯课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