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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义

怎样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有思想有品质
有温度有高度的好作品？这是当下文艺工
作者都在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
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
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近日，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反映兰
考人民劳动励志故事的电视剧《花开时节》
在央视八套播出，在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被称为是真正接地气有温度的好作品。我
参加过该片在兰考举行的一次农民看片
会，当时很多脱贫了的农民告诉我，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他们在实现物质脱贫后，
迫切需要精神脱贫和文化脱贫。扶贫更要
扶志，农民需要更多像《花开时节》这样深
入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戏，来丰富他们的精
神生活。

《花开时节》故事并不复杂，它是一部
歌颂诚实劳动的时代赞歌，写了兰考一个
年轻的副乡长为了一个劳务援疆的承诺，
带领一群女摘棉工前往新疆摘棉花的故
事。剧中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曾经，每
年数以万计的兰考农民赴新疆摘棉，他们
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通过劳动脱贫致富，
实现梦想。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个平凡故事
的叙述，作品以朴实的手法，“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伟大时代”，许多情节故事让观众唏
嘘不已。整部剧作催人泪下，激荡情怀。
看片会上的许多摘棉女工说，这部戏有“真
心”，那就是真心写我们农民的生活，展现
最普通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没有调
笑、戏谑，它让我们坚信，新时代中国农民
活得有尊严。

这部戏有真情。编导真情讴歌了“诚
实劳动、安身立命”这个看似简单的主题，
直接鞭挞了投机钻营、不劳而获、一夜暴富
的浮躁心态。阐释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样一个深刻
哲理，让观众笃信劳动是获得幸福生活的
唯一途径。

这部戏下了真功夫。编导在如何再现
焦裕禄精神上下了真功夫。在整个创作拍
摄过程中，他们与广大摘棉工同吃同住同
劳动，在零下 30摄氏度的严寒中，演员们
为剧情需要身着单衣完成了拍摄。由此，
该剧以生动的形象精准表现了新时代焦裕
禄精神的传承、民族融合、扶贫攻坚等这样
一些深刻而宏大的主题。

《花开时节》的成功给当前国内影视界
以深刻的启示。长期以来，有些人把攀登
文艺高峰的话喊得很响亮，但就不知道该
怎么办，不知道创作的着眼点立足点到底
在哪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
些人满足于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文章
上，但就不知道怎么落实在作品里。原因
在哪里？就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从被金钱

绑架、当市场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为
什么老百姓喜欢《花开时节》这样现实题材
的作品，认为比那些宫斗剧、玄幻戏要好上
很多倍，因为这部作品写了他们的“生活进
行时”，是激励人向上的、是可亲可近的好
作品。

《花开时节》之所以让专家和观众一致
叫好，还因为作品打破了当下“大明星、高
片酬、小鲜肉”这样一些被认为影视创作摆
不脱的误区。有人认为，作品要火，收视率
要“爆棚”，收益要高，除非起用大明星，多
用小鲜肉，这是当下影视剧的成功密码。
但是，《花开时节》拒用小鲜肉、远离大牌明
星、更不搞什么高片酬，编导大胆起用名不
见经传的普通演员，更多的群众演员就是

“原生态”的农民工。但《花开时节》成功
了，它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赏，被认为是一部
叫人“学好”的戏，有温度、有情怀，充满向
上向善的正能量。

这部戏至少给影视创作者这样一个深
刻启示，戏好不好，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
在另外一次兰考仪封郝砦座谈会上，一个
采棉女工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我
们和孩子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是想让孩子
学人生的道理，可现在不同了，我们常常有
一种怕孩子学坏了的担忧。那些言情、宫
斗、玄幻、暴力剧，我们不敢让孩子看，担心
的是孩子幼小心灵被玷污而把人生的路走
偏。而《花开时节》不是这样，它是励志的、
真实的、感人的、向上的，是说人要凭诚实
劳动致富的，人与人之间要讲善良会关爱
的。很多农民工说，这样的戏，我们更愿意
全家人围在一起看，只可惜现在这样的作
品太少。更有农民工直言不讳地批评：不
是收视率越高剧目就越好，那些有床上戏
有动作戏的电视剧，收视率可能很高，但传
递的并不是正能量。

像《花开时节》这样表现普通劳动者的
作品，给当下中国影视创作的启示是多方
面的，对有关部门抓好影视创作提供了一
个非常好的范例。建议相关部门从以下几
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

一是抓好农村题材剧的创作，对像
《花开时节》这样的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要予以扶持；二是敢于向一味强调大明
星、高片酬、小鲜肉等做法说“不”；三是端
正文艺创作的方向态度，对单纯追求收视
率而推出“三俗”作品的部门和单位，要敢
于亮剑。

期待有更多表现新时代农民用诚实劳
动开创美好生活的作品，有更多反映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的历史
进程中，不仅开了物质之花，更盛开精神之
花的作品；期待有更多从当代中国的伟大
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
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作品，让我们真正
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
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
释好。3

□席卫权

以“回归传统”作为一种弘扬的标
识，来对应中国画在新时期传承与发展
的问题讨论一直在进行，坚守与突破创
新总是矛盾的存在，关键是如何看待传
统。自五四时期以康有为、陈独秀、徐悲
鸿、高奇峰和高剑父等为代表的“中国画
改良论”始，经陈师曾、蒋锡曾、丰子恺和
钱钟书、宗白华等人的中国画“诗性论”
及“意境”论；经黄宾虹的“笔墨论”；再经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李小山的“中国画穷
途末路论”，及 20世纪 90年代吴冠中与
张仃等为代表的有关“笔墨等于零”之
争，历经多次争辩。对于中国画的传统，
无论作如何激愤的反叛，还是激昂的维
护，最终都以较为辩证的方式约定了一
个融通的兼容并包思路，得以暂时平
息。但问题在于，这种对中国画传统的
融通总是太笼统，对于其中一些值得深
究的根本问题仍需再议。

一、坦诚的“传统”观

何谓中国画的传统？依托中国文
化、历史发展沿革的，一套由人文精神、
价值理念、技艺规范，以及相应工具媒材
所组成的绘画模式系统，是千百年来中
华文明圈中共享的，极具民族文化特质
和象征意义的主要艺术形态之一。精
神、价值观维度是这一系统的内核，由内
容、程式、技艺和媒材所组成的图形、意
象表现则是其外化的形式维度。

中国画的传统是“复数”的、整体的，
各种内部组成相互影响、促进，构成丰
富，不能片面强调其一。除了文人绘画
传统，以宋代画院为代表的服务于宫廷
富贵的绘画延续了一种传统；民间画师
创制于寺庙馆阁和各种生活场景中的绘
画也是一种传统。唐宋时期的绘画整体
有着较高的写实追求，元明以来的文人
画则更倾向于写意。从宏观角度而言，
中国画的造型样式和风格是意象化的、
写意的。

传统是历史中形成的，由文化的脉
络将不同的阶段统一起来组成体系，并
在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动中不断演
进，今天的承继、改良、变革会形成后来
新的、更富于活力的传统。

面对当今的时代进程与艺术发展需
要，我们要回归到哪些传统？如何更好
地继承传统，以及文化自信背景下，怎样
促进和发扬我们的传统等都应该是现实
而又具体的问题。

二、“传统”的多角度理解

中国画亲近自然、尚意唯美、洒脱豪
迈的诗意旨归作为精神指向是我们必然
要执守的传统核心要义；笔墨涵养及其
基本的媒材掌握和技艺修炼也必然要坚
持。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画的传统是随
时代演进的，虽然极具精神品位和形式
魅力，但强调特点和文化属性的同时，其
建构性的发展总是面临许多“时代命
题”，及随之而来的创新问题。

整体而言，元、明、清以来作为主流
的“文人画”传统不应代表我们全部的中
国画传统。元、明、清时期文人画的发展
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不满现实，避
世、超脱、野逸的文士态度作为一种实在
的社会文化心理支撑着文人画的创作与
格调，“孤芳自赏”的笔墨路径由此可以
积淀出足够玩味的文人雅趣。然而时过
境迁，现代社会基础已经根本改变，今天
的“文人画”创作面临形式和内容相分离

的矛盾。与纷繁“日常生活”广泛联系的
画者，欠缺“野逸”的原动力，不求与古代

“文人”同质，单靠技艺练习来锤炼“笔
墨”，徒有其表者居多。我们有理由怀疑
那种认为只要“回归传统”，注重笔墨和
诗书修养，就可以发扬中国画的主张过
于理想化。

另外，强调笔墨必然要弱化造型
吗？是否一定要将笔墨与造型对立起来
选择？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可以将文人
画及笔墨推崇为中国画的典型特质，视
作这一传统架构中的主要枝干之一，但
却不能规定其必然的排他性。中国画早
期传统中，重视“象形”和讲求“用笔”是
兼容与协调的。阎立本《步辇图》、韩滉
《五牛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范宽
的《溪山行旅图》等画作中，用笔、用墨、
设色和程式皆有传统，却又不为传统所
局限，形象塑造深入、生动、深刻。虽然
不能以偏概全，简单比较不同时期的传
统，但却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启示，中国画
既有的传统并不排斥写实和深入的造
型。笔墨逸趣可以作为一种审美形态，
不能以一句“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来回避
深入塑造对象的造型需要，忽视深刻表
现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

三、争议带来新气象

五四运动后中国画变革思潮涌动，
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等人借鉴西方绘
画中的一些技巧和手段，尝试对中国画
加以改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徐悲鸿
创作的人物及醒狮、奔马，强调了结构，
附着了明暗，暗喻时局；林风眠创作的仕
女、鹭鸶和风景、静物等，混用了水粉等
颜料，用笔出新，强调了空间、光影、色
彩；高剑父、高奇峰创作题材广泛，能根
植于传统，又勇于汲取西方艺术优长，创
立了岭南派新风格。更值得肯定的是蒋
兆和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创作的《流民
图》。该画融汇传统中国画笔墨手段与
西方造型手法，关注社会、关怀民生，造
型写实、刻画生动，意象凝重、内涵深刻，
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成就了
中国画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件典范力作，
彪炳中国画史。

新中国成立后，以徐悲鸿为代表的
中国画革新派主张增强中国画的写实
性，强调绘画艺术的社会性。在特定社
会和政治背景下，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
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社会的中国画创作，
也造就了包括李可染、叶浅予、李斛、黄
胄、汤文选、王盛烈、程十发、杨之光、方
增先、刘文西、周思聪和卢沉等众多国画
家。他们的创作往往式样新颖、情感真
挚、注重写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精神面貌。回顾这一历程，一
方面应该肯定中国画创新发展的积极成
果；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徐蒋”体系写
实和现实主义主张的“垄断性”提出指
责，认为这一做法削弱了“笔墨”、动摇了
传统。这种批评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尤其在对待中国画传统和未来发展
的根本问题上，时刻要对矫枉过正保持
一份警惕。“笔墨”传统始终客观存在于
院校内外和各种美术创作中活动中。这
一阶段，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潘天
寿、傅抱石和陆俨少等以传统笔墨见长
的大家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再
次涌入，国内文艺理论及争鸣热络。
1985年，李小山在《中国美术报》发表了
《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引
起广泛关注和争议；1992 年，吴冠中在

《明报周刊》发表了《笔墨等于零》，1997
年《中国文化报》转载此文，1998年张仃
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从而引
发国内艺术界跨世纪的争论。在旷日持
久的论争中，中国画创作却悄然发生了
一系列新的变化。许多中国画家受西方
现代艺术及观念影响，寻求对传统的突
破和超越。在跟进的创作及展示活动
中，“水墨画”、“现代水墨”等称谓渐兴，
随之出现了都市水墨、新水墨、实验水墨
和新文人画等新的探索形式。水墨画属
于中国画系统，但现代水墨画注入了观
念，革新了传统水墨语言，逾越了程式规
范，扩大了“水墨”外延，也进一步丰富了
其中内涵，无疑，现代水墨画与中国画传
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由此将成为新时
期可供思辨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坚守传统需要平常心

我们的传统依托数千年来一脉相承
的中华文明，凝聚着民族的血脉，子孙的
维系之情令人敬重，但确须抱有“维护”
的理性。中华传统尊老敬古，但也继往
开来，我们应能在多元的文化交流中，做
到从容、自信和包容。

正确理解和把握传统，要将其置于
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时代潮流的多维坐
标中定位。从这一角度而言，传统是“现
在进行时”，“回归传统”的提法太过“内
向”。传统从未离开或与我们隔绝，现在
的中国画者只是对于传统的认同度和掌
握程度不同。“回归传统”的本意在于执
守和发扬传统，中国画传统多维度，是复
数，我们要执守哪些？如何执守？

首先，是要从精神层面去寻找和坚
守，这是中国画“精神家园”的中心。画
家郭宗怡曾指出：“写意是中国画的艺术
观、创作观。意是指画家对于时代、民
族、社会、自然等一切的深邃体察之总
和。它是一种精神借助客观物象和笔墨
表现出来，立意为象。”其中精神主流代
表一种超越庸俗的境界、眼界和人文情
怀，表现出朴雅、高迈、灵动的规格和品
位，还有自强不息的态度。这种精神不
能为旧时“才子”落寞的矫情逃避和虚无
的“超脱”所遮蔽。

再者，中国画传统须要从形式层面
去强化。这种强化离不开对笔墨的精
研，但又不唯笔墨。笔墨是中国画精神、
格调、追求与形式、技巧、媒介材料及长
时期文化背景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典型特
质，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画传统体系中的
主要造型手段，是标示中国画传统的主
要符码。我们强调笔墨是坚守一种中国
画传统的主要支脉，也传承着一种文化
精神、气质和品格。

另一方面，坚守笔墨的同时，也不能
绝对化笔墨。我们对待传统应把握好

“执着”与“放松”的对应关系和中庸的尺
度，继承传统，讲的是执着一份精神和信
念，但又不能过于偏执和拘泥。中国画
传统拿得起笔墨，也应该在某些方面和
情况下可以“放得下”笔墨，允许其他艺
术脉络以合理的方式融入。

中国画在时代大背景下面临新的大
好发展机遇，现在要做的不单是自成一
体的独白，还要以更开放的态度构建多
元化、多脉络共同促进的传统发展格
局。现阶段，不仅对待传统要深化体认，
更要去除浮躁，认识到我们对世界优秀
美术文化的借鉴还处于一个渐进式的探
索时期，要将之合理、有效地吸收、转化、
出新，为我所用，发扬中国画写意传统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3

□曹新林

在高歌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声浪中，
常闻油画本土化的诸多议论，很是热闹。近
年我被书法魅力所吸引，书法的实践与书论
的补习，让我感悟良多。

在我国古代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声赫赫
的河南人、文学家与书法家——蔡邕，他早
西方塞尚、康定斯基近两千年阐述艺术抽象
的本质。他在论述书法九势时说：“夫书肇
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
势出矣。”这里有三个关键词：自然、阴阳、形
势。自然是指书法艺术的源泉，阴阳是指艺
术构成的诸多对立统一的元素，形势是指艺
术的韵律。用今天的话语说是，书法源于生
活，生活中的各种阴阳元素，经过人们编制
酿造，形成书法的韵律，产生艺术的审美。

当我们驮着油画工具、撑起画布、面对
大自然时，眼前看到的，山不是山，水不是
水，天地万物之造化都是我们酿造人类心灵
审美的媒介，我们全力将这些客观物象抽象
成各种阴阳元素，诸如：黑白、粗细、长短、明
暗、方圆、曲直、正斜、宽窄、干湿、疾涩、疏
密、枯荣、强弱、软硬、轻重、缓急、刚柔、虚
实、开合、肥瘦、显隐等等，以及色彩中的浓
淡、混沌、冷暖……而后，将这些阴阳元素任

情恣性地编织或谱写成无限可能的与人类
精气神相关联的韵律——形势，产生无限可
能的审美，诸如：甜美、苦涩、壮丽、畅达、淋
漓、深重、苍茫、庄严、轻盈、慵懒、振奋、平
衡、险绝、妖艳、朴厚、稳健、飘逸、散淡、妩
媚、刚健、老迈……当然是视觉的，也是精神
的。一张画，有韵律在，具象和抽象与否，重
要吗？

实在说，中国书法除了没有涉及色彩问
题之外，涵盖了人类全部的审美内容，甚至
比西方人更加深刻和精微。且看唐代书法
大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描述书法前贤钟
繇、张芝、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
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
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
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
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
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
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古人对艺术与自然之关系和对艺术本
质的理解和感悟远远高于今天的我们，如此
美妙，如此深刻。

油画具象，因为具象的塑造，用去了画家
很多的心思与时日。谢赫的六法中，应物象
形和随类赋彩是具象描写之谓。而六法之首

是气韵生动！如果我们在风景写生中对具体
景物的描绘时，不能在心灵中运用阴阳元素
酿出一种审美的形势，即韵律感，那么这种具
象描绘，可以说失去了写生意义，大量的写生
失败，皆因没有找到视觉的韵律感。

再说，人体绘画。它是西方油画教学的
高级课程。人体艺术是西方美术的精髓，至
高的审美境界。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人体是
西方人审美的主要载体，安格尔的《泉》，歌
颂少女的清纯；罗丹的《思想者》塑造男性深
沉与刚毅的力量；马约尔的《地中海》，洋溢
丰硕与肥美……人体艺术作为西方美术的
主要语言，讲述神话里、人世间故事的同时，
满足人们对诸多审美的需求。

在东方，书法艺术是人们审美的主要形
式。清末书法家周星莲说：“字有筋骨、血
脉、皮肉、神韵、脂泽、气息，数者缺一不
可。不论真楷行草，皆宜讲究。”他讲的这
些，全是人的元素，生命的元素，这是西方
人体艺术通过体积、空间、色彩等，以具象
的方式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祖先没有玩
人体艺术，但对于人类生命的力量、欲望和
美丽，感悟之透彻，体验之精微，表述之神
奇，极为了得！而且其形式局限在有限的
汉字笔画的抽象书写中，这一笔一画负载
着人生的理想与情怀、品质与人格，乃至历

史与文化，如此深重！怪不得，两千多年
来，历代书家为握笔、运笔、墨色与工具是
那样斤斤计较，甚至争吵不休，“书也者，心
学也”（刘熙载）、“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
学书者所有事也”（刘熙载），用今天的话
说：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是艺术
家一生的大事。

我常想，假设，在我童年时期，能得到很
好的书法艺术教育，纯净的童心里的艺术灵
性早早得以开悟；假设，在我就读美院的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教育模式不是西方
的，不是苏俄的；假设，我的造型色彩表现方
法一直沿着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并深得书
法艺术精髓的催化，我的艺术观、审美观、造
型观，一切都将是东方的，中国的，我的现状
会如何？可惜，人生没有假设，过往已经成
为历练，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补习，
对中国各类艺术的研究与继承。确认中华
传统文化的主场，油画家在这方面显得更为
迫切与重要。

林语堂先生说：“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
韵律的问题。”书法如此，绘画如此，油画亦
如此。有朝一日，人们能够敏锐地看到中国
人的艺术灵性极致的，不仅仅只有古老的书
法，还有当今“与古为徒”的经历了中国文化
洗礼的油画家创作的油画作品。3

大
地
上
盛
开
的
劳
动
之
花

书法魅力和艺术韵律

▲电视剧《花开时节》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