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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岚静处起白云》

孺子牛 土地的歌者——王志坚中国画作品展
主办单位：《收藏快报》、北京清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展览时间：2017年12月2日——2017年12月6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
展览策划：苏行（赵晓勃）、刘滔 展览联系：13601049395
艺术简介

湘籍著名画家王志坚，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齐白石
纪念馆馆长、中国美协会员、湖南省美协理事、湖南省美
协工笔画艺委会主任、湖南省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湖
南省花鸟画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作协会员、湘潭市文联
副主席、湘潭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1958年10月生于湘乡，自幼酷爱文艺，毕业于湖南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专业。从事国画创作30多年，艺
术主张“工入意出”。作品具有个人风格和人文精神，在
全国颇具影响，誉为“全国书画百杰”。作品多次获文化
部、中国美协、湖南省美协等权威机构的金奖和银奖。代
表作《暖阳》获得文化部第八届“群星奖”银奖，《思》获中
国美协全国首届花鸟画展二等奖。部分作品被中华世纪
坛、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名家纪念馆等艺术部门及国内
外收藏家收藏，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美术》《国画家》
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近几年在上海、广州、山东、湖南、澳
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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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心裁的创造与象征
——王志坚画牛有感
文/林木
王志坚善画牛，
王志坚善画牛，也以画牛著
称。他的画牛也的确自有特点。
他的画牛也的确自有特点。
画坛上不少画家都画牛。
画坛上不少画家都画牛 。
刘海粟、
刘海粟、潘天寿、
潘天寿、赵望云都画牛,
赵望云都画牛,
李可染更以“师牛堂”
师牛堂”为斋名，
为斋名，大
画其牛，
画其牛，寓其“苦学派”
苦学派”的辛劳作
画意蕴。
画意蕴。的确，
的确，牛的意蕴太丰富
了。牛憨厚忠诚，
牛憨厚忠诚，勤劳为人，
勤劳为人，而
自己所取又少之又少，
自己所取又少之又少，鲁迅亦用
“吃的是草，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挤的是奶”的美誉称
赞牛的奉献精神。
赞牛的奉献精神。因此，
因此，在艺术
中，牛往往是一种美好精神高尚
品格的象征。
品格的象征。当然，
当然，上述一些画
家虽然也画牛，
家虽然也画牛 ，但并不以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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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过在山水、
不过在山水、花鸟之余偶尔
为之，
为之，以象征某种意蕴。
以象征某种意蕴。但王志
坚却差不多只是画牛。
坚却差不多只是画牛。
你如果到湖南去走一走,
你如果到湖南去走一走,你
或许会理解王志坚何以如此地
喜欢牛。
喜欢牛。 在那到处是水田的湖
南 ，你也到处可以看到牛的身
影 。 而作为齐白石纪念馆馆长
的王志坚，
的王志坚，也与齐白石一样，
也与齐白石一样，有
着普通农民一样的感情，
着普通农民一样的感情，他对牛
可谓情有独钟。
可谓情有独钟。
在他的笔下，
在他的笔下，牛其实已不只
是某种精神的标志物，
是某种精神的标志物，而几乎是
其全部生活的象征。
其全部生活的象征。 在王志坚
的笔下，
的笔下，借牛寓意，
借牛寓意，固然也有《
固然也有《不
辞羸病卧残阳》
辞羸病卧残阳》《耕种辛酸自愿
《耕种辛酸自愿

为》《不辞辛劳暮复还
《不辞辛劳暮复还》
不辞辛劳暮复还》一类传统
象征意味；
象征意味 ；也有画牛中少见的
《荷塘清趣》
荷塘清趣》《平生借得几回歇
《平生借得几回歇》
平生借得几回歇》
的休憩的闲适；
的休憩的闲适；还有儿童般玩耍
逗趣的“斗牛”
斗牛”，亦有陪伴儿童玩
耍的牛（
耍的牛（如《执笔添彩写童真》
执笔添彩写童真》
《又唱晨曲摆秋千》
又唱晨曲摆秋千》）。令人感兴
）。令人感兴
趣的是，
趣的是，牛在王志坚笔下，
牛在王志坚笔下，更有
许多难以想象的角度：
许多难以想象的角度：有对坚毅
勇敢的象征，
勇敢的象征，如《雄风》
雄风》《勇往直
《勇往直
前尔可敌》；
前尔可敌》；有对生活的感受，
有对生活的感受，如
《雷雨穿越过前山》
雷雨穿越过前山》《绿了沙洲青
《绿了沙洲青
了山》
了山》《莽莽苍苍横出山
《莽莽苍苍横出山》；
莽莽苍苍横出山》；他的
《铁流》，
铁流》，更以其超越的想象，
更以其超越的想象，以
数十头牛的狂奔之牛群，
数十头牛的狂奔之牛群，构成浩
浩荡荡不可一世的“
浩荡荡不可一世的“铁流”
铁流”的气

势……我们又何曾见过画牛画
出这般丰富的精神境界！
出这般丰富的精神境界！ 牛在
王志坚这里，
王志坚这里，已不再仅仅是牛本
身，而成为人格化的象征物，
而成为人格化的象征物，成
为王志坚几乎全部生活与情感
的象征。
的象征。 这无疑是专门画牛的
王志坚对牛的别出心裁的理解，
王志坚对牛的别出心裁的理解，
也是他通过牛的符号性表现传
达出的独特的情感体验。
达出的独特的情感体验。 他的
斋名为“憨牛堂”
憨牛堂”，其情其趣亦可
见之。
见之。 王志坚画牛的独特价值
亦在于此。
亦在于此。
王志坚别出心裁的画牛不
仅表现在独特的情感象征的多
角度、
角度、独特性上，
独特性上，同样表现在他
对画牛的独特处理上。
对画牛的独特处理上。 我们常
常看到的画牛，
常看到的画牛，大多为侧身躯的
牛的形象，
牛的形象，这是一个易于显现特
征的角度。
征的角度 。 唐代韩滉
唐代韩 滉 的《五牛
图》中的四头牛均取此角度，
中的四头牛均取此角度，仅
一头牛取正面角度。
一头牛取正面角度。 其他画家
画牛，
画牛，也的确多取侧面角度。
也的确多取侧面角度。而
王志坚的画牛形象中，
王志坚的画牛形象中，却十之七
八为正面造型角度，
八为正面造型角度，大多时候，
大多时候，
这种正面的角度再辅以临空俯
《
瞰的空中视角，更给自己的画牛
清 瞰的空中视角，
形成了罕见的造型。 这固然给
晖 形成了罕见的造型。
图
自己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与困难，
自己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与困难，
》

《青春在那里转了一个身》

却也给自己的画牛带来了特殊
的意味。
的意味。 王志坚画牛的另一特
点，是高度的大写意画法。
是高度的大写意画法。与其
他画牛者大多注意牛的造型准
确性不同，
确性不同，王志坚画牛，
王志坚画牛，逸笔草
草，只注意大形的概括，
只注意大形的概括，大多时
候，不过寥寥数笔，
不过寥寥数笔，粗笔简墨，
粗笔简墨，意
到便止。
到便止。尽管大笔挥洒，
尽管大笔挥洒，但王志
坚亦精心处理。
坚亦精心处理。有时焦墨为之，
有时焦墨为之，
大笔纵横，
大笔纵横，浓墨块面之中，
浓墨块面之中，却配
以枯笔勾就的一二牧童，
以枯笔勾就的一二牧童，黑白相
映，线面相生；
线面相生；有时浓墨重笔，
有时浓墨重笔，又
辅以飞白扫就留出的不少空白
小孔“出气”
出气”“作眼”
作眼”；有时笔路虽
然不多，
然不多，却纵横恣肆，
却纵横恣肆，浓淡互破，
浓淡互破，
水意盎然；
水意盎然；有时水晕墨章之中，
有时水晕墨章之中，
又辅以几许石绿、
又辅以几许石绿、朱砂，
朱砂，彩墨生
辉 ，相得益彰。
相得益彰 。 可见王志坚画
牛，纵横写意中，
纵横写意中，亦有不少精到
的处理。
的处理。
比之他人画牛，
比之他人画牛，王志坚这位
专业画牛户，
专业画牛户，不论在内容意蕴，
不论在内容意蕴，
还是技法语言上，
还是技法语言上，的确有其独到
精彩自成一体之处。
精彩自成一体之处。
作者系四川师大视觉艺术
学院院长、
学院院长、著名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