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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厚甜

中国书协理事、楷书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美术
院副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
研究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
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特聘教授，中国教
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西南交通大学茅以升
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兼秘书长，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正书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省第
十二届政协委员。

洪厚甜 楷书“圣贤，如云”联

画室的故事——周朝晖
个人作品展

周朝辉 油画《晴日》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常务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生导师，上海美协会员。

近年来，主编多部教材，数十件作品入选全国美展，上海美
术大展等重要画展，并被国家博物馆，中华艺术宫，美术家协会
等机构及个人收藏。

□ 张 鑫

周朝晖

无尽笔墨写人生

十年前，因参加烟台的二
十七人学术邀请展而面识洪厚
甜先生。他是南人北相，什么
都规格比较大的那种，人也爽
朗、笃厚、谦逊、随性。此展笔
会期间，他书写的状态、笔下对
于笔画肌理的精微感受和精准
表现，使我佩服不已。

洪厚甜是60后，一直行走
不衰、不断参展拿奖、有各种兼
职的书家、讲研传统文化、浸淫
巴蜀人文，他的成功自非偶
然。观其作品，无论写经长卷、
对联、片缣尺素，点画、结字皆
生动撩人、顾盼有致，章法亦不
满足因循界格，时有机变，始终
追求一种有意无意的状态，在
时舒缓时跌宕的书写过程中呈
现着各种变化。他的书写是有
思想和情感参与的一种审美实
践或者审美实现。应该说，他
在表达自己的内心，而非简单
地书写。

书即人。古人多有论及，
洪厚甜先生也如此认为和况
味自己的创作，他显然没有把

主要注意力放在点画的精致
和到位上，而是放在心境和心
性的抒写与流露上，虽非恣肆
而为，却也流 美满目，天真烂
漫 中 又 有 着 苍 浑 朴 厚 的 意
趣。显然，其中蕴含了许许多
多的人生积累。

他主张书法是表现人生
修为的一种带有鲜明主观色
彩的艺术，他认为一个书者没
有三十年的修为只是写字而
已，这些观点私以为皆有相当
道理，接续了古人思想。他笔
下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韵
致，万岁枯藤之肌理，屋漏雨
痕之意兴，以及章法上的随机
创意，他用笔的揸纸直入、起
讫果断，落笔千钧，如斧削铁、
如锥划沙，又一划万变，都呈
现着笔下的不简单。

用笔也好、结字也好、谋篇
也好，是人如也，是抒也，是泄
也，是自己的流露，造需要认 真
积累和虔诚里现的。因为那就
是人，那就是自己，那是自己死
而后已的人生和贵任。

5 月 28 日下午，“无尽笔墨
——洪厚甜书法新作展”如期在
北京清秘阁开幕。本次展览由中
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和清秘阁
共同主办，宝续堂、重文堂、泰丰
文化、元社、清秘书院、西湖画会
及品逸美术馆协办。本次展览为
清秘阁 2018 年特别策划的“全国
著名书画家学术精品系列展”的
开篇之作，也是洪厚甜先生在北
京的首次个展。此次展览共展出
洪厚甜先生新作精品40余件。以
文房对联、信札、手卷、条屏等各
式形制，联语札记、经典法帖、古
贤名诗、画论节录等多样题材，从
学术角度呈现出一位当代书家的
文心才智、艺术素养与诗人情怀。

展览以轻松和悦的雅集形式
开幕，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张海；中国书协理事、出版传媒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出版传媒
董事长，书法出版社社长，中国书
法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书法杂
志社社长李世俊；中国国家画院
副院长曾来德，中国书协理事、河
南省书协副主席张建才；央视书
画频道董事局主席王平；一得阁
董事长孟繁韶；沈阳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院长、教授张鹏和来自中
国文联、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
院、中国书法家协会、民盟中央美
术院、四川省文联和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和艺术爱好者等800余
人前来祝贺并参观展览，观者如
云，盛况空前。各位专家学者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洪厚甜先生的
书法成就、教育成果、学养人品给
予了高度评价。《中国书法报》、

《中国书画》杂志、中国书法网、书
画频道、书法论坛、在艺等媒体对

本次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洪厚
甜先生不但是一位多次获得全国
书法大奖的当代著名书法家，同
时也是一位致力于弘扬与传播中
国传统艺术的书法教育家。他弟
子众多，桃李满园。

他的作品不仅点画精到，而
且在心境与心性的抒写与流露
上，体现出天真烂漫中又有着苍
浑朴厚的意趣。他的行草书中，
魏碑的意趣从点画到结体都时有
流露，宋人写意的精神也随处展
现，这正是一种转益多师的修炼
与沉潜。他的用笔不孱弱、不枯
躁、不愚腐，也不怪异，在一种自
然随机的挥运中，自成一种风
规。他在书法教育中以严谨高格
的书作、宽厚仁爱的品行育德树
人，无论为艺为师都在担当一份
时代书家的文化责任。

“洪厚甜书法新作展”在
北京清秘阁开幕

周朝晖从真正接触绘画到现
在，画油画的时间已有 30 年之久。
水彩画和色粉画也是作为喜好偶尔
用来陶冶情操，他爱油画的凝重厚
实，也喜欢水彩和色粉的酣畅淋漓。

他始终认为材料对于艺术创作
非常重要，但也并不是决定性的。
他的作品之所以以这 3 个画种为
主，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善于驾驭这
3 种材料，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并
享受这些材料所带给他的独特的形
式美感。他对文、史、哲类书籍一直
很感兴趣，尤其在哲学（以美学为
主）方面的阅读，使他获益良多。应
该承认，这一类书籍很难读懂，而这
些阅读对于他的意义就在于使他开
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并不仅仅
埋头研究材料、技法，而是更多地思
考为什么画的问题。

关于表现手法，毫无疑问，周朝
晖的画大多是“写实”类的。几十年
的绘画经历让他认识到：写实的手
法更适合抒发自己的情感。从题材
方面来看，他的绘画作品以表现人
物居多，其中又以肖像为主。大概
原因是：一方面，周朝晖具备很强的
绘画基本功。人物的表现，结构复
杂，色彩变化丰富而微妙，如果以写
实的手法表现一幅人物画，既要照
顾到各种写实因素，又要组织、安排
成一幅完整、美妙的画面，技术难度
是极高的；另一方面，周朝晖认为：
人性即社会性。一个时代，人群的
总体生活态度，决定了这个时代的
社会面貌、价值取向。在社会的滚
滚洪流中，总能发现一些具有特殊
发光点的个体。这些“发光点”源自
于他们对某种个体价值的坚守，令
人感动。而这种“感动”，正是周朝
晖创作的源动力。他在 2015 年发
表于《上海美术》中的《追逐内心真
实的感动》一文可以让人清晰地领
悟到其内心那份真实的感动。

欣赏周朝晖的作品，有一幅水
彩画——《维族画家肉孜瓦罕》令
人印象深刻。画里的主人公是一
位身患癌症的老者，周朝晖曾亲自

到她家里做客，她用满满一屋子的
画来迎接，随即拿起手鼓，又唱又
跳。她说画画让她快乐，并且治愈
了她的癌症；出于对英雄人物的崇
敬，周朝晖偏爱抗日题材的作品，
其中，抗战老兵的照片最令他感
慨。除了岁月刻在他们脸上的一
道道皱纹外，还有一个共同点——
笑脸。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
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血与火的战
场。今天，他们依旧露出满足的笑
容，坦荡而幸福。笑是一种态度，
笑是“有爱”，笑是大写的“美”。

在读大学时，周朝晖发现“当
代”和“传统”斗得不可开交，“激
进派”和“保守派”似乎永远缠打
在 一 起 ，他 认 为 这 是 学 术 界 的
幸事。

写实的绘画手法往往会被贴
上“传统”的标签。“当代”其实是
创作者的理念与当下社会的契合
度，在作品的观念上呈现出的一
种学术先锋性；至于“写实”，手法
而已。从历史上来看，不管哪个
时代，不管是达·芬奇、伦勃朗、毕
加索，还是博伊斯、弗洛伊德，他
们所创造的每一件伟大作品，都
体现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

“当代性”。在周朝晖看来，人们

往往把那些新出现的形式，如“行
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归类为“当
代艺术”，而把架上绘画等打包成

“传统艺术”，这显然是一个误区，
艺术的“当代”与否，取决于它的
态度，而非形式。“行为艺术”“装
置艺术”等是艺术领域里一种新
的门类，而冠以“当代艺术”，却是
戴错了帽子，因为没报上“户口”，
跑到“美术”的宅院里大闹。它们
与美术的关系，其实是“水果店老
板与裁缝”的关系。大打出手，只
是为了争取地盘，和理念无关。

周朝晖认为当今中国艺术界
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机，是“真
诚”问题。毫无疑问，艺术是一种
语言，通过这种独特的语言，向别
人传达言语所不能穷尽之意，或
者“美”，或者“哲思”。在周朝晖
看来，有一件远比争论“当代”还
是“传统”更紧要的事，那就是：

“以艺术的名义”还是“以艺术的
诚意”？

周朝晖说：“我不知道将来会
怎样，也许和过往的人生一样平
静。一个人的经历取决于态度，
我相信这一点。‘人生不如意十之
八九’，这是现实。但是，明天，又
将是美好的一天。”

“印宗秦汉”思想对书法创作的影响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祖籍祥符（今河
南开封）。周亮工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名
副其实的艺术品鉴藏大家，于书法、绘画、碑拓、印章
等，无不搜求其中。他还著有《印人传》《闽小记》《读画
录》《赖古堂集》《因树屋书影》《字触》《同书》《尺牍新
钞》《藏弆集》《盐书》等多部著作，都整理收集在《周亮
工全集》中。尤其是他的《印人传》，这部书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记录印人的重要著作，其中收录了明中期至
清初的重要印人（含印章）69篇，附录印人61人。周亮
工在《印人传》中提出的“印宗秦汉”“性情”“出己意”

“本色”等印学观念与其书学观念一致，并在其书法的
临习、研究与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体现。

一、作印须知六书，方能刀下通神

周亮工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印人必须具备精通六书
要义的重要性，这是印人和书家必备的基本功和基本
素养。他说：“国博究心六书，主臣印从之讨论，尽日夜
不休，常曰：‘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
信也。’以故，主臣印无一讹笔，盖得之国博居多。”周亮
工常以文彭和何震的观点来说理。文彭精通六书，在

印章创作上得心应手，挥刀自如，其印章有一半出自何
主臣之手，世人称之“三桥之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
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周亮工从文彭讨论六书，以至
于其印“无一讹笔”。周亮工对文彭在印学史上的突出
地位做了充分的肯定，也对“作印须知六书”十分的赞
同。周亮工亦引用金光先的观点来加以强调：“刻印必
先明笔法，而后论刀法。乃今人以讹缺为圭角者，为古
文又不究六书所自来，妄为增损，不知汉印法；平正方
直。繁则损，简则增，若篆隶之相通而相为用，此为章
法。笔法、章法得古人遗意矣，后以刀法运之，知巧视
其人，不可以口传也。”金光先之言切中当时之弊，也说
明他非常注重六书对刻印作书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刻
印作书之人，精通六书，就不会信手摹刻，不致造成印
学泛滥之风流行。

二、“印宗秦汉”在周亮工书法创作中
的具体表现

“印宗秦汉”是周亮工印学观的核心，他在《书黄
济叔印谱前》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以秦汉为
归”的印学观：“仆尝合诸家所论而折中之，谓斯道之
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

故尝略近今而裁伪体，惟以秦汉为归；非以秦汉为金
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耳！”印章乃至书法的精髓
即是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以求获得高超的技艺，进而
上升到“技进乎道”的境界，体现自我风貌，表达自家
性情。周亮工主张“以秦汉为归”，同时又强调“非以
秦汉为金科玉律”，说明了他既重视古人基础上的技
法高度，又重视个人风貌在作品中的体现。而在他的
早期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其发挥个性的蛛丝马迹。横
向字势左舒右展，字形开张大气，与汉隶雄浑开张的
结体一脉相承；纵向结体高耸挺拔，篆籀气韵颇浓。
逆锋起笔，中锋为主，兼取侧锋，转逆之处多调锋另起
一笔，与篆隶用笔颇为一致。纵观周亮工的作品，可
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人以鹤立鸡群、特立
独行之感。周亮工既是篆刻家、书法家，更是一名大
学者。他曾经论述了印章的发展变化：“间尝谓此道
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始可继唐；唐、宋、元无
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继汉；文三桥力能追古，然未脱
宋元之习；何主臣力能自振，终未免太涉之拟议。”诗
推盛唐，印宗秦汉。前文之述，周亮工肯定了文彭、何
震二人的艺术成就，在此又对二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文彭书法、篆刻大都没有脱离宋元人气息，离古朴方

直的秦汉意蕴相去甚远；何震受文彭影响很大，拟议
过多而缺乏变化，都遭到了周亮工的批评。周亮工既
肯定“入古”，又提倡“出新”，这是他的艺术观，在书
法、篆刻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和表达。周亮工进一步阐
述，书法中隶书最近古，隆、万间群学隶而规模形似，
略无神韵，即文待诏诸前修亦失方整，无复古人遗
意。后人救以生运，渐趋渐下，遂流入唐人一派，去汉
愈远。夫此如诗有王李一变前人靡丽之习，始非不伟
然宏大也，后人病其重，以风趣生韵为开道，一变而袁
徐，再变而锺谭，纤弱之弊遂至不可救药。故诗道之
坏与书法相终始，似有气运焉，不可强也。汉碑惟《景
完碑》最后出，然《礼器碑》未尝不流传于世，而三百年
来世人若未尝见之者。周亮工一再强调“印宗秦汉”，
在此他感叹明季隶书不复近古，失之方整，全无汉人
气息，连文衡山亦“无力回天”。后辈郑谷口、朱彝尊
等，皆以《曹全碑》为取法对象，周亮工亦不例外。我
们看到他的隶书作品《黄河舟中作》，完全采用的是

《曹全碑》的笔法、章法进行创作。结体宽博，字形扁
方，波挑自然开张，婉约生动。这一幅作品较之早期
的七言行书更加钟情于汉隶的本来面目而于个性深
处稍显内敛，只在落款处有所体现而已。

□ 胡代林

周朝晖的独到艺术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