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书画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sckb@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江苏泰州 李晋

江苏泰兴籍的朱铭盘

（1852—1893）为晚清著名

学者、诗人。光绪八年

（1882）优贡，同年赴本科

乡试中举人，先后担任过

方浚颐、吴长庆等人的幕

僚，其与南通张謇、范当

世、如皋顾锡爵、海门周家

禄为当时的“江苏五才

子”。

朱铭盘于儒、释、道三

家皆有究心，曾居住于泰

州临湖禅院、泰兴庆云禅

寺等处，与庆云禅寺住持

照谭和尚关系深厚，在庆

云寺为照潭和尚举行荼毗

之典时，朱铭盘写下了著

名的《庆云寺照潭和尚身

塔铭》。朱铭盘工诗古文

辞，有《桂之华轩遗集》十

四卷等著作传世，为国学

大师章太炎等人所称赞，

其史学作品《南朝齐会要》

流通较久，直至1984年上

海古籍出版社仍有出版印

行。书法方面，朱铭盘精

于篆隶，所作气势雄健，清

新绝俗。

此件朱铭潘行书纸本

扇面（见图），墨色黑亮，几

乎无百余年风霜侵扰之痕

迹，推敲其内容为五言诗，

从前句“零落海峰集兵戈

无处寻”开始，诗句共八十

字，字体刚劲俊朗，潇洒飘

逸，间得汉隶精髓与魏碑

风韵，传递出书者的潇洒

才情。整体布局疏密相

间，气韵沉稳凝厚，纸面上

的儒雅气息浑然形成，无

丝毫做作之感。笔画鲜活

生动，一点一线，一撇一

捺，长短适宜，轻重得体，

整体气势连贯统一，神采

飞扬。从中亦能看出朱铭

盘的书风面貌及其高妙的

书法造诣。

扇面为朱铭盘赠送友

人之作，款后钤“曼君”朱

文印，此为朱铭盘的字号，

亦能窥见其君子之风。朱

铭盘之后，其外甥、著名水

利专家郑肇经受其影响，

擅写书法，与沈尹默、乔大

壮、潘伯鹰、张充和等书画

家俱有交往。

朱铭盘行书扇面

■安徽安庆 姚悦

夏圭，字禹玉，生卒

年不详，南宋著名画家，

临安（今浙江杭州）人。

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由

于画技出众，深得皇上器

重，并亲赐金带褒奖。与

马远同供奉内廷，两人画

名显著，世尊“马夏”。夏

早工人物，后工山水而独

享大名，被人誉为“北宗”

山水大家。山水法李唐，

又汲取范宽、“二米”之

长，笔墨终成自家风貌。

山水延之两宋，有继

承，有发展，更有创新。

对于供奉画院的画家，历

代褒贬不一。因画院汇

集了众多的“南北”画工

精英，这其中有文人名

士、有民间画匠、亦有民

间技艺超群的工匠。由

于受南北气候地理地貌

的影响，人之个性、艺术

手法和感官上的思想认

识都是不尽相同的。董

其昌本就十分鄙视“北

宗”画家，因是南方人，思

想多带有不少个人偏

见。说来有缘，董独对夏

圭的绘画笔墨，却十分欣

赏。认为夏虽贵为“北

宗”大家，但他在画风上

能“删繁就简，标新立异，

南北互通”，笔墨表现的

“远近”之势，确让人有耳

目一新之感。故玄宰认

为，夏置身内府画院，可

称文人画家，而决非“画

匠”。董之所论，确有一

定道理，但言中之见，似

乎有些过及。宋画院在

选择天下画工时，录用标

准是非常严格的。故而，

画院文人画家及院中“画

匠”之间的绘画区别，笔

墨互兼，应该是相辅相成

的。文人胸中骨子里，也

决不能对画院“画匠”持

太多的轻视。夏圭绘画

笔墨，亦属沉厚苍遒一

派，天性喜用秃笔，认为

笔墨有涩劲入妙之境。

水墨交融，华滋清润，苍

浑拔俗而不失淋漓之

势。《图绘宝鉴》有评：“院

中人画山水，自李唐以

下，无出其右者也”。可

见对夏圭山水评价之

高。南京博物院藏有南

宋夏圭所画《灞桥风雪

图》（见图），尺寸63.7×

32.9厘米。画中描绘的

是西北冬季雪景，夏圭作

此图，应是受北宋画家范

宽雪景笔墨的影响很深

（范宽善画雪景，恰好又

是陕西华原铜川耀州

人）。而夏圭所描绘古时

的“灞桥”雪景，也就是陕

西东郊灞水之上的南北

二桥。画雪景山水，夏圭

和马远的艺术表现手法

略有区别，夏往往构图只

取画的半边，人称“夏半

边”。马则取画一角，故

称“马一角”。虽画家构

图取势不是绝对的，但说

法流传至今，确有一定道

理。夏圭由于多用秃笔

画山水，这可能就是他画

近景山水的感觉。画家

所画近景笔墨用的非常

清晰，“浓淡干湿枯”的墨

韵皴擦，将置于冰河的山

石画得“阴阳向背，虚实

相间”；高低参差的凌寒

枯树，迎风依旧顽强（风

吹一边，好像正在欢迎我

们远到的客人）；高士携

琴访友，已上灞桥，书僮

在前，说桥上结冰湿滑，

让主人骑驴慢些。隐逸

咫尺半露的茅舍，主人早

已生好了取暖的碳炉，正

等着远方到来的贵客，一

同畅叙幽情呢？中、远景

的高山坚壁，辄以淡墨勾

染，阴阳虚实的大块留

白，似如“计白当黑”。笔

墨深邃的画意，让画面

“远中近”之景遥相呼

应。若隐若现的亭台楼

阁，仿似人间仙境。画家

近景内涵丰富，中远简

约，意境幽奥，皴法多

变。笔简静幽，遗貌取

神，追求“平淡天真”之

境，极具文人风范。夏圭

画长江、画西湖、画江南

水乡，又喜画山色雨景和

雪霁冰山。应该说，他是

位融“南北”画风的杰出

画家。由于受禅宗文化

影响甚深，笔墨十分主张

“脱落实相，参悟自然”。

难怪秉性高傲的董其昌，

都被其画笔之境所折服。

夏圭此图曾入内府

珍藏，深受乾隆爷的宝

爱，并亲题诗曰：“驴背风

花冷打人，远山忽耸玉嶙

峋。谁知了了疏疏笔，郑

相诗情画得神。己丑新

正，御题。”足见皇上喜爱

之情。明学者王履有赞：

“粗而不流于俗，细而不

流于媚。有清旷超凡之

远韵，无猥暗蒙晨之鄙

格”。可喻对夏圭之画深

有见地。

——南宋画家夏圭《灞桥风雪图》赏析
粗而不俗 细而不媚

■河北保定 王文静

常在夜的深处，睡

前短暂时刻，临屏赏画，

最近回到本土，又是最

仰慕鲁迅先生的大画家

吴冠中，我选中他的我

故乡已经远逝的风物，

曾经位于河边，那一盘

古老的石磨。

有一种天籁，它早

已消失在记忆深处。可

是在吴冠中此幅画时，

那天籁之声，韵味悠长，

由远及近，它带着故乡

曾经的蓝天白云，它带

着村庄的荷塘草香，它

带着母亲早起出门奔向

石墨的脚步声，它带着

刚收割下来的小麦磨成

的面粉，蒸熟的白馒头

的香味，近身入梦，梦里

就有了童年时的石磨声

声。

我读作家野夫文

字，最喜欢他有关故乡

的《琐语》，他曾经写道：

“不管故乡怎样变迁荒

芜，我以为，有故乡的人

仍然是幸运的。”我是幸

运的，我的故乡在冀中，

我的故乡一路十八桥，

我的故乡从我记事起，

每个村子上，都有一处

石磨坊。

一幅石磨画，就像

浓缩在砚台里的那块石

墨，转来转去，提笔饱

蘸，浓墨挥毫，所有文

字，无声胜有声，一切文

字内容和感动，皆是当

年尾随父母，在磨坊里

碾过玉米面粉小米的记

忆。

在离开一路十八桥

的后来岁月里，我文字

里的故乡，离不开我村

庄里的一草一木，离不

开生我养我的爹娘父

母。那些丢失在来时路

上的美好旧时光，那些

纯朴情感，其中自然源

于一盘古老的石磨。

我也曾经欣赏过，

画家叶浅予曾为孙犁的

《铁木前传》画过一幅插

图：满儿头顶大笸箩，身

穿花棉袄，上街去碾

米。这幅画，第一次看

到它，就有一种穿越时

空的感觉。岁月不可倒

流，但记忆尤在。

寂静无人的一盘

磨，在晨曦微露的大清

早，等着那个窈窕美丽、

一路奔向碾盘碾米、吃

苦能干的年轻少妇，她

像极我记忆中的母亲。

当然还有尾随其后、一

前一后、小我两三岁的

弟弟，和一路吆喝、一路

提拉着小鞋子紧跟其

后、只有五六岁的执拗

丫头的我。

在吴冠中的笔下，

除了这盘浓墨泼洒，白

圈围绕圆圆的磨盘，浅

灰的石碾，还有背景中

的斑痕点点，我更惊讶

着石墨轴心顶部的那一

扇小窗。它让我又想起

作家野夫的文字：“许多

年来，我问过无数人，故

乡何在，他们许多都不

知所云。”

我更想，用欣赏吴

冠中先生此画后流露在

笔下的文字表达：有一

盘石磨，在我记忆最深

处；有一种天籁之声，吱

吱扭扭，在耳边重新想

起；在石磨边上，有我年

轻漂亮、勤劳能干的母

亲；每当我在城市想念

故乡想念爹娘的时候，

我用一盘石磨研磨成

汁，写成文字，感受乡情

和亲情。

久居城市，有一种

感觉，沉重如石磨，沉默

如石磨。我故乡早已没

了石磨影踪。可是石磨

坊的遗址还在，或者说

古老的村庄一直在我心

上，石磨坊旁边的小窗

子，仿佛还亮着灯，灯光

熠熠，那里有我年迈的

母亲翘首以待的目光。

石磨声声
——读吴冠中《石磨》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