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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十周年，著名画家
李可染受邀以《七律·长
征》为题创作一幅山水画。
他几经易稿，最终以“以大
观小”手法创作出画作《长
征》，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
精神，也实现了变革中国
画的笔墨长征。

在近日启幕的中国嘉
德 2021 春 季 拍 卖 会 中 ，
这幅经典美术作品将与王
式廓、周思聪、卢沉等著
名艺术家经典美术作品一
起，作为中国近现代及当
代部分的最重要拍品亮相

“大观”夜场，令观众颇
为期待。

红军不怕远征难

1959 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
际，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李可染以毛
泽东所作《七律·长征》为题，创作一
幅山水画。

1956 年，李可染已经再次开始进
行长途写生，溯长江，过三峡，历时8
个月，行程两万余里，进行了一次画艺
探索的“长征”。途经杭州、上海、武
汉、重庆等地，写生作画近200幅。次
年，李可染与著名画家关良同访东德，
前后历经4个月，创作了大量写生。

面对壮丽山河，李可染形成了一套
独特的观察方法和描绘方法，他强调要
用传统绘画“以大观小”的方法，从全
局观察、把握、选择对象，为确立自己
的新山水画风格奠定了基础。以传统笔
墨绘写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创作热情
空前高涨。

1957年，《诗刊》创刊号发表《七
律·长征》。随着毛泽东诗词的陆续发
表，诗意画创作开始蔚然成风。当时，
《长征》中的革命气概和乐观精神鼓舞
了许多艺术家。李可染曾创作的《万山
红遍》系列，傅抱石《蝶恋花》《虎踞
龙盘今胜昔》 等名作均创作于这一时
期。这些艺术家心怀崇敬，深刻揣摩、
反复画绘，创作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山

水画。
此时，一心要“为祖国山河立传”

的李可染，同样十分关注诗意画的创
作，他曾说：“在毛主席那些写景抒
情、壮阔激越的诗词里，有许多动人的
山水画。”1959年，创作巨制 《长征》
的同时，李可染先后在《美术》《人民
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画山水，最重
要的问题是‘意境’，意境是山水画的
灵魂”。他说，以“可贵者胆，所要者
魂”为座右铭勉励自己，不仅继承传
统，还要有胆量，敢于突破，敢于创
造。“魂”即有意境，“意境就是景与情
的结合，写景就是写情”。

在《长征》中，李可染创造性地借
助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
结构转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
主，整体单纯而内容丰富，浓重浑厚，
深邃茂密。其中，李可染将数座山的形
态浓缩于一幅之中。传统绘画中的峰峦
叠嶂，在这里以浓墨重色写成，块面厚
实稳重，以留白形成的山路、水道穿插
其间。右侧主峰和次峰前后分明，左侧
山岗屹立，渐行渐远的山峦泛起光泽，
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照和呼应，使画面展
现出丰富的层次。

全幅结构规整，笔墨精严，通过
色调的明暗变化，平衡了画面厚重的
体积感，布局上画面颇具形式感，
点、线、面的组合使画面厚重饱满。
红军队伍行进在茫茫大山之中，沿狭
窄山路从左往右横越画面。中间几点
红旗巧妙贯穿，指引视线随之行进，
如同引路的灯塔。红旗漫卷，充满象
征意义，也点明主题。

“中国美术史上无可代替的经典”

作为具有独特艺术品格的绘画大师，王
式廓一直专注于农民题材的创作。他以精
妙的画笔展现着经历苦难的农民不懈斗争
的坎坷经历，诉说着艰苦奋进的革命精神。

20世纪50至70年代初，是王式廓的
艺术创作的高峰期，这期间他始终在为大
型油画《血衣》的创作做准备。

在创作过程中，王式廓以极大的热忱
投入到《血衣》的创作过程中，他反复琢
磨人物形象，呈现出中国农民非凡的精神
姿态。1959年，王式廓创作的大型素描
《血衣》一经问世，即被誉为“中国美术
史上无可代替的经典”。

王式廓早年曾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
接受着严格西画训练的他从未忘记从中国
传统绘画中汲取灵感。对革命斗争与劳苦
大众的深刻同情，更促使了他在创作中表
现对民主与独立的追求。

1935年，王式廓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
校，师从藤岛武二，学习写实艺术，并有意
识地将当时流行的西方现代艺术语言融汇
在作品中，为其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
1937年，回国后的王式廓参加了抗日救亡
运动，并逐渐开始进行历史画与革命宣传
画的创作，成为革命美术运动的实践者。

在创作完成大型素描《血衣》之后，王式
廓一直深入农村收集创作素材，夜以继日创
作高水平的农民肖像作品，为《血衣》油画的
创作做准备，包括多件油画肖像和素描写生
素材等。这些经典美术人物的塑造因身份、
神态和心境而不同，线条的强弱粗细、空间
的明暗轻重、笔触的刚柔方圆等都具有微妙

的变化，体现着王式廓对农民的深情厚谊。
不幸的是，1973年，在创作过程中，画

家王式廓因过度劳累而离世，只留下大型
素描作品《血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以及大量的手稿和写生素材。在创作这批
素描和油画过程中，《血衣》油画创作未能
完成，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大憾事。

总体来说，《血衣》系列开创了新中
国主题性创作的新范式。在此次上拍的
41件《血衣》油画草稿中，王式廓将西
方绘画古典技法与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情
感结合在一起，以一位革命现实主义画家
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中国水墨画的第一批探索者

卢沉和周思聪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
接受过革命教育的一代人，他们以一颗赤
诚的心，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新时
代作贡献。不同于一般艺术家的是，他们
更关注艺术创造的规律和原理。

在技巧上，卢沉和周思聪最早接受的
是中西融合型的教育，以素描造型为基
础。但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蒋兆和先生的人
物画影响很大。此外，叶浅予和黄胄先生
的速写，对他们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1959年，周思聪作品《颐和园风景写
生》在维也纳获奖；1964年，卢沉创作《机
车大夫》；1976年，他们共同创作《清洁工
人的怀念》，使得他们因人物造型的准确和
生动、构思的含蓄和构图的巧妙而受到画
界的关注。1979年，周思聪创作《人民和总
理》，成为周思聪艺术革新过程中的重要作
品，“这是思聪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从
此摆脱了单一的人物画创作模式……”

1980 年，他们开始由卢沉早在 1966
年就酝酿构思并初步构图的、描写以矿工
为主线的作品 《矿工图》。从这幅画开
始，周思聪摆脱了素描造型的束缚，探索
运用新的构成、抽象、分割、并置、拼
贴、重叠等手法来进行创作，打破了单一
的时空观念，“开创了水墨人物画从写实
性走向表现的一代新风”。

在《矿工图》之后，周思聪更重视绘画语
言的整体性与单纯性，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画
境和语言意韵的创造上。她的彝族劳动妇
女系列和荷花系列，代表了她晚年艺术创造
的成果，也示范了中国画创新的方向。

作为水墨画的第一批探索者，卢沉、
周思聪身处社会与时代的转变中，同样也
站在了传统水墨画转型的十字路口。从勾
染皴擦到变形重叠，从水墨写实传统到大
胆借鉴西方诸流派。他们所期望的是突破
一般化的、程式化的艺术语言，从而找到
水墨表现现代生活的时代路径。

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亮相艺术拍场
本报记者 付裕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
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
君。”这首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牧童

诗》，前两句刻画了乡村牧童
骑在牛背上无拘无束吹笛自娱
的惬意情景，后两句则抒发感
慨：多少人在京师长安争名逐
利，远远不如无忧无虑生活的
乡村牧童，表达了作者内心世
界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乡
村生活的向往。正是被乡村儿
童牧牛的恬静与闲适所吸引，
很多诗人都毫不吝啬手中的笔
墨，赋诗填词，描绘牧童的诸
般乐趣，如唐代诗人吕岩的
《牧童》：“草铺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
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将
牧童骑牛吹笛归来的一幕刻画
得栩栩如生。历代画家亦不甘
落后，绘制了许多牧牛丹青。

一些玉器工匠更是以童子牧牛为题材，
在精美的玉器上雕刻出牧童与牛的玉雕

作品，赋予了牧童以新的艺术色彩。
武汉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青玉童子牧

牛摆件，长14厘米，宽6.5厘米，高12.5
厘米。玉质晶莹透亮，颜色白中泛青。玉
器以圆雕、镂雕工艺雕琢，分为上中下三
个部分。中部，一头丰满壮硕的牛正在浅
水塘里慢悠悠地行走，毫不顾及四足深陷
淤泥，牛头侧扭，双目大睁，犄角弯曲后
盘于牛颈，神态温驯憨厚，口中不紧不慢
地咀嚼着一束长长的高粱穗，从牛尾上翘
摇摆的情状来看，似乎很流连这脚下水
塘，不想早点归去，神态生动逼真。摆件
的上部是一个牧童横坐在宽厚的牛背上，
短衫赤足，裤脚挽起至膝盖，竹笠背在背
上，可见此时正是夕阳西下牧归之时。此
时，牧童将牵牛的缰绳压在屁股下，手持
短笛，昂首目视前方，若有所思，似乎刚
吹奏完一曲，正在考虑下一首吹奏什么？
又似在想着天色向晚，要不要早点归去，
但又不忍心打断水牛此时悠游于水塘中的

惬意兴头。牧童憨态可掬的俏皮模样，不
禁令人想起宋代诗人雷震《村晚》中的牧
归场景：“草满池塘水满坡，山衔落日浸
寒漪。牧童归去牛背横，短笛无腔信口
吹。”摆件的下部为水塘，虽然只有薄薄
一层，但从没入水中大半部分的牛足来
看，可见水塘的深度。周边水波粼粼，在
牛的趟动下荡起波浪。这幕牧童与牛和
谐、惬意的场景，很容易令人想起那首脍
炙人口的台湾校园民谣：“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
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令人对恬静闲适的乡村生活心生出几分
向往。

整件器物造型生动，形象塑造逼真，
很好地突出了牧童无忧无虑萌心可爱的一
面，以及牛憨厚温驯的性情，通过一些细
节动作的刻画，又使画面充满动感。雕琢
工艺精湛，圆雕、镂雕并用，刀法娴熟老到，
细致入微。牛身浑圆丰满，牛目、牛犄角、
牛尾、缰绳、高粱穗上的纹路，以及牧童短
衫上的褶皱，都刻画得清晰细致。

玉器三个部分的比例设计可谓大小适
当，以身形瘦小的牧童，衬托出牛身的硕
大健壮，而泥足深陷的刻画，则显示出水
塘淤泥的深厚，由此可见匠人艺术想象力
的丰富。

短笛横吹隔陇闻
李笙清

《血衣》油画稿 王式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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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青玉童子牧牛摆件

本报讯（记者 付裕）永乐拍
卖日前宣布，本年度春拍将集合
现当代艺术部与中国书画部两大
部门，共同呈献“生命的风景——
吴冠中作品专场”。

据了解，此专场仅有 9件作
品，由巨作《苏醒》领衔，同时推出
《松魂》与《新林》三幅纸上精品，笔
墨纯熟、丹青至绝。据介绍，《苏
醒》是吴冠中最爱创作的题材之
一，更是艺术家在1990年代水墨
语言大成后的巨作，这幅作品被公
认为是吴冠中追求精神美的极致
表现。尤为难得的是，在吴冠中后
来的文字记录中，对于《苏醒》的创
作过程记录极为细致，数次回忆从
素材到作品《苏醒》面世的过程，这
一创造过程历时整整20年。

20世纪80年代时期，吴冠中
初登泰山，就用大幅纸当场写生，
从不同角度综合创作，试图画出
苍劲干枝。然而，他对作品总不
满意，直到部分舍弃松形，直入松
魂，以半抽象形式画出《松魂》，他
才真正一吐胸中块垒，这也是巨
作《松魂》的创作初始。此外，本
专场亦有另外一件大尺幅作品
《新林》，用非常简单的形式语言，
看似呈现了一片清新稚嫩的树林
景象，但观者满眼望去，其实只是
一片黑白灰的点线挥洒。

除吴冠中重磅作品以外，永乐
拍卖集中推出“执纸脉望——二十
世纪艺术集萃专场”。其中，《孙多
慈肖像》是代表徐悲鸿中国人物画
理想的重要之作。同时，林风眠的
《宝莲灯》《层林尽染》展现艺术家一
生挚爱两大主题创作的成就。而赵
无极两张《无题》水墨，展现赵无极
传承“计白当黑”对当代艺术的贡
献。颜文梁融合欧洲写实风景画和
中国山水画意境的作品《山林清
溪》、吴大羽鼎盛时期的浪漫作品
《花韵9》，均是艺术创作的典范。

此外，关良、罗尔纯、吕斯百、周
碧初、李青萍等中国现代主义崛起
代表艺术家的作品推动了中国油画
的发展，展现了对现实主义表现的
拓展，打造了兼有时代与中国特点
的油画形貌。

除油画以外，永乐拍卖中国书画
部分精选400余件拍品，推出5大专
场。其中，古代书画专场中，华嵒《秋
园庭花》为其晚年典型之作；伊秉绶
《昨叶书堂》则书于嘉庆十年初夏
（1805），用笔以隶为楷，瘦劲独绝，富
有朴拙之风，线条曲直穿插，参差错
落，是极具造型之美的佳构。近现代
部分以溥儒、吴冠中、弘一、傅抱石、
李可染、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名
家及各专题领衔，呈现超越时空的文
人情怀与大师之作。

永乐拍卖推出吴冠中作品专场

在近日举行的北京荣宝2021春拍精品展中，石涛、文征明、祝允
明、蓝瑛、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等书画珍品精彩
纷呈。其中，明代祝允明写给顾迎祥先生的两通信札，合裱成卷，经张
葱玉先生收藏，是明代中后期文人士大夫之间交谊重要鉴证资料，集历
史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于一身，弥足珍贵。

此卷上款人为顾应祥（1483-1565年），字惟贤，号箬溪，王阳明
弟子、思想家、数学家。祖籍长洲 （今江苏吴县），父顾昶悦长兴山
水，定居于今长兴县鸿桥顾家潭村。

顾应祥为明弘治十八年 （1505 年） 进士，正德十四年擢江西副
使、分巡南昌道。嘉靖六年(1527年)，迁山东布政使，不久任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抚云南。

此卷为祝允明致箬溪先生信札为此段云南经历的重要历史文献。后
官致南京刑部尚书。顾应祥一生勤奋好学，手不释卷；读书则“必传证
精解，务当于心而后已”。少年时曾随阳明、增城二先生游学。喜藏
书，先后搜集先代著作数千种，并编撰有《顾氏书目》。

此卷曾经张葱玉先生收藏，流传有序。张葱玉 （1914-1963年），
名珩，字葱玉，号希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
中国传统鉴定书画方法的集大成者、公认的当代中国书画鉴定界泰斗。

张葱玉能够成为泰斗级的书画鉴定大师，是与他所拥有的得天独厚
的优越条件分不开的。南浔张家曾收藏甲天下；他的启蒙老师就是其祖
父张石铭，亦为著名大收藏家。张葱玉“五岁开蒙读书，家塾中即以书
画幛壁”。从1950年到1963年的13年间，张葱玉为国家的文物事业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

此卷上钤鉴藏印为荣宝斋收藏、张珩私印（两次）、蒋晟之印（三
次）、鹤汀(两次）、林仪之印 （三次）、冯维初印、竹里居士、景李真
赏、固叔（三次）、杨坚福造、偏将军中士、希逸（两次）、晟之印等。

据了解，之后还将在荣宝斋大厦举办“云霞如梦·垂爱万千——张
大千作品展”“春风浓艳——王雪涛花鸟作品展”“景行维贤——启功作
品展”等一系列学术性展览。 （付裕）

明祝允明致顾迎祥
两通信札

《新林》 吴冠中 《苏醒》 吴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