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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宏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辽宁省美
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辽宁
省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铁
岭工笔画研究院副院长。

第九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
入选获奖提名。获建党八十周年、第三
届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四次获辽宁省
美展金奖。2016 年《黄河雄姿》与老师
宋雨桂先生创作《黄河雄姿》参加“中华
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工程”中华史诗美术
大展，作品现陈列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7 年作品《银岗书院——梦里书香》
参加辽宁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展。

岀版《名家画典》《铁岭工笔画》《黑
土魂》；作品发表于《美术》《国画家》《当
代中国画》《艺术天成》《大美术》《美术
大观》等杂志。

王宏 《惊蛰》

从诗、书、画、印结合谈中国画的文化特色 □ 唐晓亮

多年来我始终关注铁岭工笔画及这个群
体，也曾写过几篇文章。近日看到我市工笔画
研究院副院长、全国著名工笔画家王宏创作的
几幅新作为之兴奋和感动，工作之余重温铁岭
画家群体创作和发展的道路，便提笔助兴
记之。

王宏把学习传统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性情
气质、审美理想，形成个人特点鲜明的作品面
貌。他的作品细腻而不失磅礴大气，正如其人
既有东北汉子的豪迈又不失谦谦君子典雅的
书卷气息，就如一个儒将，铁血又不失柔情。
作品远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如金戈铁

马，如惊涛骇浪，走近细细品味一勾一画都一
丝不苟，细致入微，深邃高古，幽静如水。既有
文人画的笔墨品格，又有典雅丰富的色彩。

铁岭，5000多年的人类发展史，1.3万平方
公里的广袤土地，特定的地理位置，源远流长
的历史沿革，世代相袭的古老传统，千百年连
绵不断的缔造经营，形成了铁岭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随着当代工笔画
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新人新作不断涌现，一批
又一批的工笔人用现代人的意识，选择传统，
并从民族传统中生发出来，用现代性的绘画语
言来描绘当代人的所思所想，其显著的成就不
仅远远超越了前人，而且表现出旺盛的生
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基于现代工业文明状态
下的视觉需求，新生代的工笔人不断焕发出新
的色彩创作思维，开拓出新的色彩空间，借鉴融
合西洋绘画的色彩表现手法，在传统工笔绘画
随类赋彩的色彩法则上实现了工笔画色彩表现
的现代性与鲜活性，因而具有全新的美学价
值。在传统中国工笔画的三矾九染模式的基础
之上，又融入了“积冲喷洒贴刮”等具有多种探
索性的制作方法，展现出新的视觉面貌和具有
丰富的工笔画表现力，其中我们最应该关注的
是在工笔画渲染过程中写意性的拓展和探索当
代工笔画并不局限于形似，通过造型意象使自
然物象的描绘得到了升华，从而超越了对于物
象的表面描摹，酝酿出深邃的精神境界。

如今的铁岭工笔画，已经形成了以张策为
代表、以王宏为重要成员的新一代工笔画家群
体，也是辽宁工笔画研究探索创作的核心多年
来他们笔耕不辍，力作频出，曾多次赴美国、日
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地区举办展览，
多部专著在全国发行，尤其在全国各大美展中
获奖、入展人数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在国内外
美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并得到了相当程度
的重视，形成了令人瞩目的铁岭工笔画现象。

二十世纪80年代末，整个当代艺术的发展
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充分发挥艺术再现性
的功能，作品含量不断扩大铁岭工笔画家也明
显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不断于北方特有的物
象景观的表现上寄予了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
画家不但有对家乡黑土地热爱和眷恋的呈现，
同时也带着一些对问题理性的思考探讨和阐
释，涉及当代文化艺术人文自然各个方面，承
载了大量的社会内容，我们通过铁岭当代工笔
画创作作品可以看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
胆探索大胆创新，整合各方面的优势，表现出
语言的超越性并反映了时代精神与现代审美，
它与传统的工笔画有着明显区别。传统工笔
画那种单一的勾勒渲染程式被打破，取而代之

的是用全新的塑造方式取得全新的视觉样式，
紧随时代的审美意识，把自然界的精粹与艺术
心灵融为一体，大胆融入中西结合的语言，以
大对比和高节奏的表现手法，将实质特写与浑
厚水墨有机融合，由原来单一的花鸟画逐渐转
向花鸟山水黑土风景人物等多画种并存，突出
大气势大制作，体现大手笔大情怀，形成了个
性化朴实无华的局面，开创了多样性多元化的
工笔画新局面，打造出蜚声遐迩的黑土地铁岭
工笔画现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凝眸于王宏的《北方的天空》、《苍土》、《云
天》、《落雪无声》、《正午阳光》、《云徽》、《天淡》

《静秋》以及《高粱红了》（与贾天浩合作）、《老家
的秋天》（与董学深合作）、《大秋天》（与田铁峰，
张立杰合作）、《春天的阳光》（与田铁峰张立杰合
作）等作品，你会产生一种真实的感动，那草木、
那果实、那院落、那人物事那情那景……无不牵
动你心底里的情愫。有过在黑土地上生活经历
的人，都会不由地想起自己，想起自己的童年以
及家乡，还有家乡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曾经

的苦乐悲欢。这些作品画面宁静，不事张扬，却
凸显雄浑大气，厚重有力，给人以自然而然的强
大正能量。从这些画作的背后，我们似乎看到
画家们深入生活在土地上跋涉的身影。土地上
长出的每一种植物，植物生成的每一种色彩，色
彩暗含的每一种情绪，都让他们感到与自己有
某种牵连，进而产生真实的心之触动，最后借助
于笔墨丹青将黑土地的奉献与收获表现得淋漓
尽致。

个性是艺术持久而不致湮灭的前提，铁
岭工笔画正是从黑土地语言的个性出发，凭
借其浑厚深沉的情感、大胆热烈的表达方式
而凸现于中国画坛。新一代的画家群体承袭
了先辈在艺术创作中的这一可贵品质，以乡
土乡情为母题，在表现手法上不过分追求偶
然的制作效果，而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在具
有当代视觉的精心构筑与变化中寻求艺术的
最大表现。

时代的变迁带动了整个艺术的变革，也
促成了铁岭工笔画思维的转换。他们带着

一种虔诚，在当代工笔画中采取多种探索性
制作方式，避开了千篇一律缺乏创造性的程
式化倾向，因此成就了创作观念与语言风格
的多元化。铁岭青年画家群体在以当代崭
新的观念整合着这块黑土地丰厚的艺术传
统和物象资源，使今天的铁岭工笔画面貌有
了明显的差异和精湛的造型能力，精致的细
节刻化，精彩的绘画技巧高度统一在一个完
美的境界之中，使画面达到了精美的境界。
今天的人会更多认定他们的艺术成就，而将
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们的历史功绩。

由张策、王宏等新一代画家群体倾力
打造的具有鲜明时代感与地域特色的新
工笔画已经成为当代铁岭的文化品牌，并
成为引起国内美术界展开学术研讨的铁
岭文化现象之一，看过画家王宏和几位青
年画家合作的几幅新作，更加让笔者相信
铁岭这座文化名城所持续迸发的软实力，
更加为北方水城的文化魅力充满自信。
愿铁岭工笔画走得更高更远！

诗、书、画、印四者结合，是中国
画的特色。它把几种艺术融合在一
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既丰富了
画面的内容，又提升了画面的境界，
给人以更多的审美享受。

中国文人历来注重“立心”，追
求深邃的人文内涵。只有把诗、书、
画、印四者结合起来，融入画中，似
乎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情感和主观意
愿，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和更完美的
呈现。因此，中国画本质上是含蓄
的，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特
征。中国画与西画最大的的区别即
在于：西画比较直白，像西洋人一样
开放、外露，注重写实，运用的是“焦
点透视法”，如照相一般，由于受空
间的限制，描绘的对象是什么样就
什么样，几乎无任何改变，故所画为
事物之“形”。中国画则不同，比较
内敛，就像中国的太极，柔中寓刚、
精神内守、含而不露，注重写意，运
用的是“散点透视法”，即移动着立
足点进行观察，不受空间的限制，描
绘的对象在“既似又不似”或“似与
不似之间”，故所画为事物之“神”。

中国画诗、书、画、印四者的结
合，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
成的。宋代以前，画上很少有题字，
偶然有字，也只是在不显眼的位置，
把作者的姓名写得很小。那时虽然
也有题画诗，却不题写在画上，而是
题写在画外。到了宋代，才有一些
诗人兼书法家的画家，开始在自己
的画作上书一段题记或一首小诗。
如此一来，诗、书、画就有了结合。
而那些诗文水平较高兼具书法修养

的人，绝大多数为各个阶层的文人、
士大夫，故又产生了一个新颖而别
致的画科——文人画。在元代，随
着文人画的继续发展，印又加入了
进来，于是诗、书、画、印四者结合，
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画的画面
上，从而文人画华丽转身，实现了由
初始到成熟的全部发展历程。由于
这一艺术形式深入人心，得到画家
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的肯定和
普遍采用。于是，文人画蓬勃兴起，
有明一代，垄断了整个画坛。清代
更甚，几乎所有的国画创作都采用
这种艺术形式，文人画被推到了极
致，完全代替了中国画。

在诗、书、画、印四者的结合过
程中，书与画的结合比诗、印要早得
多，这是因为书与画使用的工具相
同，书与画的结合包含两层意思：一
是画家本人擅长书法，作画时便自
觉或不自觉地把书法的用笔、用墨、
线条、字体、章法等带人到了绘画
里。赵孟頫说“书画同源”，主张“以
书入画”，把书法的书写特征自然融
入绘画创作中。所以从本质上说，
中国画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写”出
来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写生、写意、
以形写神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以书题字在画上，使书法的美
与绘画的美协调配合，美美与共，构
成中国画整体的形式美。中国画中
的以书题款（也称落款）必不可少，
就像西画中的画者签名似的，表明
了这幅画的著作者和所有权。其他
的题字，可以是画的标题，可以是一
首诗或一行自己想说的话，也可以

是一段小散文。题字是很有讲究
的，不能随随便便，题字的内容要与
画面的内容相契合，一看就懂，心领
神会，了然于胸。要么使观者见景
生情，思绪得以生发；要么让观者眼
睛一亮，产生浓厚的兴趣；要么触动
观者的灵魂，引起强烈的思想共鸣
……因此，一幅画，看似简单，实则
不简单，它寓意深刻，寄予作者太多
的思想情感，象征意味较浓。另外，
题字时要注意字体的变化，要与画
面的内容、风格相一致。如：工笔画
就不能用狂草，大写意就不能用楷、
隶，小写意则不宜用篆书，等等。题
字的位置要恰到好处，不可在最密
的地方，也不可在动物的头部、眼
前。总之，题字与画面要统一、协
调，增益画面的美感。

诗与画的结合是伴随着书与画
的结合而产生的。一些文学修养很
好的书画家，在画面上题款后，总觉
得不过瘾，还想再说点什么，于是把
心中的所思所愿，以诗文的形式写
在画面中。如此一来，诗与画的结
合产生了。绘画表现的事物虽然直
观、具体，便于理解和领略，但由于
受时空的局限，只能选取某一时期
的静止的状态。而诗则不同，不受
时空的限制，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
间、地点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容
量要比绘画大得多。因此，诗与画
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在画面中运
用得好，确能起到交相辉映、事半功
倍的效果。诗与画结合在一起，既
可以使静止的平面的画立体活跃起
来，也可以让诗凭借具体的事物的

形象，展开大胆而丰富的想象。
中国画很重视空白的作用，计

白当黑，虚实相生，以不画处为画，
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余地。但是，运
用水墨表现物象时，颜色则显得相
对单一。如果在一幅黑白相间的画
面上钤盖朱红色的印章，那就能有
效地调节画面，丰富画面的色调，仿
佛有“点睛之妙”。于是，印，这门独
特的艺术形式很自然地出现在了画
面中，与中国画得到了有机的结
合。但是，印不是可以随便盖的，钤
什么样的印？怎么钤？也是一门学
问。看一幅中国画，上面常常盖了
许多印章，这些印章钤盖的位置，印
章文字的内容，以及印章的大小和
篆刻的风格，都是有讲究的。

中国画强调意象的描绘，这里
说的“意”，是画家的思想、情感；

“象”，是客观的物象。客观的物象
浸染了画家的思想感情，就带有主
观的色彩，成为画家所要表现的艺
术形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
象”。中国画非常注重意境的营
造。举个例子，在描绘黄山风景时，
有人照葫芦画瓢，只能表现黄山的

“物象”。有人则在注意观察黄山外
形时，突然领悟到了黄山的气质与
生命，此时在他的眼里，黄山像人一
样，不仅有美丽的容颜、飞扬的神
采，而且有雄浑而壮观的气势。云
和水的流动，或泛着涟漪，或哗哗流
淌，或汹涌澎湃，或飞流直下，都是
有生命的。经过画家独特的妙眼的
审视，黄山才有了种种“意象”。把
这种种意象集中、筛选、加工、提炼，

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再用艺术的
手法充分表达出来，即为“意境”。
这也就是说，你眼睛所看到的山，不
一定是你心中的山，和你心中的山
是两码子事。这就是“胸中有丘壑，
笔下有山水”的原因。所以，有无意
境是评判中国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
要标准。您在认真欣赏一幅山水画
时，如果于山水、草木、云雾之间或
之外，感受不到画家的良苦用心，触
摸不到画家的思想脉络，启发不了
更深远的思索想象。那么，此画的
价值肯定就不高，是不成功的，甚至
是失败的。

以上所述，是中国画注重“画中
有诗，画有尽而意无穷”的道理之所
在。而要做到“画中有诗，画有尽而
意无穷”。除了要有生活、生命体验
外，还要有学识、学问，也就是说，光
会画画，光掌握了书画技巧技法还
不够，还要有诗文修养，最好是诗文
学家。于是即出现了文人画，大批
文人画家应运而生。然而，唐代王
维的画虽然“画中有诗”，但还不是
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文人
画”，因为那时的画中没有书法题
款，也没有印章，更没有题诗。中国
画史上之所以把他列作文人画的鼻
祖，是因为他擅长书法，是一位出色
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画尽管没有
书法题款、没有印章和诗文，但由于
文化修养好，眼界高，出手不凡，意
境深远。就像苏轼所说的“画中有
诗”，所以被称为中国文人画的鼻
祖。但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文人画
应该说是从宋代开始的。苏轼为中

国最早的将诗、书、画、印四者结合
在一起的文人画理论的倡导着，开
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元代的
赵孟頫、钱选、王冕以及“元四家”等
文人画家继承了苏轼的文人画理
论，在画上题写诗文或跋语，钤盖朱
红色的印章，萌芽了诗、书、画、印紧
密结合的文人画的鲜明特色。在明
代，徐渭、董其昌、沈周、文徵明、唐
伯虎为代表的“吴门派”文人画家推
波助澜，将文人画创作推向了高
潮。在清代，八大山人、渐江、石涛，
以及以郑板桥、金农为代表的“扬州
八怪”，引领文人画的创作，让文人
画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由此可见，代表中国画最高水
平和鲜明特色的“文人画”，必须具
备四个条件：首先，要有绘画基础，
具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和对绘画
非凡的领悟力与创造力；其次，要
有笔墨功夫，精通书法，具有驾驭
线条艺术的高超的本领；再次，要
有诗文修养，善于撰写诗文，具有
较高的写作能力；第四，要会钤印，
不会篆刻不要紧，起码要有钤印方
面的知识，懂得鉴别、欣赏。一句
话，要具备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功
夫在画外，强调文化的根基、分量
与重要性。纵览历代前贤，他们无
不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无不是
文化大家，无不是学富五车、才高
八斗的大才子。正因为如此，他们
的画寓意才那么深刻，才达到如此
高的境界，才值得后人咀嚼与玩
味，才真正做到了“画中有诗，画有
尽而意无穷”。

□ 达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