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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画在中国的艺术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席之位，从最初典籍中关于
张衡、蔡邕的记载看出，⽂⼈画在汉代已经在孕育之中，之后历经多个朝代的
更替，⽂⼈画的形式和风格发⽣过许多的变化，⽂⼈情怀在⼭⽔、花鸟、⼈物
等各类⽔墨画中皆有所体现。⽂⼈画讲究笔墨意趣，追求清新淡雅的画⾯体验，
⽥园风光、江泽湖泖、梅兰⽵菊皆是⽂⼈画家的最爱。⽂⼈画讲究以画写志，
或是闲庭信步的悠闲，或是怀才不遇的⽆奈，或是⾃命不凡的清⾼。与其说欣
赏⽂⼈画，不如说是透过⽂⼈画去体验画家的⼼境，倾听画家的⼼声。
我认为，虽然⽂⼈情怀的说法源于中国⽂⼈画，但并不局限于传统的⽂⼈

画，它是⼀种抽象的概念，更是⼀种语⾔，可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领域出现。
本⽂选择以绘画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包括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在内的
各种形式的绘画作品以及国外的典型案例进⾏归纳和分析，同时也是在从⼀种
⾮常规的⾓度观看绘画作品，抛开过多的技术分析，以情感为切⼊点，并结合
⾃⾝的绘画体验，对“⽂⼈情怀”进⾏⼀种新的探讨。

关键词：⽂⼈画、⽂⼈情怀、绘画创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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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i painting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Zhang Heng and Cai Yong in ancient 
books,we find that the literati painting in Han Dynasty had been in gestation.And then 
through many dynasties,there were many changes in the form and style of literati 
painting,but the literati feelings were reflected in landscape painting,flower-and-bird 
painting,figure painting and other types of ink paintings.The fun of the ink and the 
fresh picture were highly valued in literati paintings.Rurality,lakes,‘four 
gentlemen’would always be literati painters’ favourites.The painters liked using 
painting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such as the leisure of meandering in the yard,or 
being frustrated for all their talent,or being patronizing.Experiencing the painters’ 
mood and listening to the heart-felt wishes of the painters through the literati 
paintings,rather than appreciating the literati paintings. 

I think although literati feelings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s,but is 
not limited to it.The feeling is an abstract concept,also it is a kind of language,it can 
be any form to appear in any field.This article chooses the painting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the various forms of Chinese ancient,modern,contemporary paintings 
and typical cases abroad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It is an unconventional view of 
appreciating the paintings,abandoning to much technology component,taking the 
emo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combining with my own experience of painting,to 
explore a new pair of ‘literati feelings’. 

Key words:  literati paintings, literati feelings, painting creation, 
emotions and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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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关于⽂⼈画讨论的专著和书籍已经很多了，我也⽆意于去再重复研究。作
为⾮理论研究专业的⼈，我更偏于感性⼀些，我对绘画的认识更多的来源于情
感⽅⾯，因此对于绘画背后的创作情怀更加感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这⽅⾯
很多专门的资料，⼤概也是因为情怀是⼀个太虚的东西，⽐较个⼈化，很难有
⼀个标准去书写。在此论⽂中我其实也只是尽⾃⼰所能做了⽐较浅层的讨论，
同时希望通过此论⽂的写作，对⾃⼰⼼中⼀些⽐较模糊的概念进⾏整合和串联，
使之清晰⼀点，并⽤以和同样对该话题感兴趣的⼈交流学习。
在本⽂中，我试图透过⽂⼈画的视觉层⾯把其中隐含的精神层⾯抽离出来，

并结合当代的⼀些绘画作品及艺术家进⾏新的阐释。主要采⽤⽂献研究的⽅法，
通过查阅书籍、报刊等资料，对中国传统⽂⼈画的发展脉络进⾏重新梳理，从
传统⽂⼈画谈到⽂⼈情怀，再从古代⽂⼈情怀逐渐谈到近现代⽂⼈情怀在绘画
作品中的体现，然后引申⾄当代中国⼈和西⽅艺术家，最后结合⾃⼰的创作经
验谈对此情怀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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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文⼈人艺术到⽂文⼈人情怀

⼀一. 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与传承

    ⼀一、什什么是“⽂文⼈人画”
我想讨论的是“⽂⼈情怀”，但是情怀是⼀种很虚的东西，怎么才能说得让

⼈能更容易明⽩⼀点呢？我想还是先从⽂⼈画说起，因为最初有着⽂⼈情怀的
古代甚⾄近现代艺术家们都已被归⼊了“⽂⼈”⾏列。尽管关于“⽂⼈画”的论述
和著作已经铺天盖地了，但是为了能将我之后的抽象的情怀描写的稍微实在⼀
点，我还是得把我攒的资料扒⼀扒，拣重要的概述⼀下。
什么是⽂⼈画？《美学⼤辞典》给了这样的解释：“亦称‘⼠夫画’。中国画

的⼀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夫所作的⼀种带有⽂⼈特⾊的画，以
别于民间画⼯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夫画’，明代董其
昌称之为‘⽂⼈之画’。 ”1

⽂⼈画的主要特点⼤致可以总结为三点：（1）诗、书、画、印，四者异迹
同趣，画⽩上题以诗⽂与绘画互相补充组成统⼀的艺术整体。讲究笔墨意趣，
脱略形似，重视神韵。（2）画作要反映⽂⼈画家理想的品格，追求他们所希望
的美。例如很多⽂⼈画喜爱‘四君⼦’题材，⽤以⽐喻洁⾝⾃好、孤芳⾃赏的清
⾼品格。（3）中国⽂⼈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遭谗、落第、贬谪等不顺后容
易受佛⽼思想影响，浪迹江湖、归隐⽥园、清⾼避世，因⽽⼭⽔画在⽂⼈画中
是最常见的题材，常表现清净淡泊的情致和伤感消沉的⼼境。同时⽂⼈画也注
重抒发性灵、崇尚⾃然、简单空灵、挥洒⾃如、强调神韵的逸笔画。
⼆二.“⽂文⼈人画”的发展与传承

    ⽂⼈画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据典籍记载张衡、蔡邕皆有名画，只可
惜并未传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些著名的画论，著名的绘画批评家姚
最说过“不学为⼈，⾃娱⽽已”，画家宗炳提出“澄怀观道”的⼭⽔理论，⽽画家
王微也强调要注重⼭⽔画创作过程中的“情”。这些理论皆流露出⽂⼈⾃娱⾃乐
的情怀，也成为了后世历代⽂⼈画家信奉的绘画宗旨。⽽⾃娱⾃乐的情怀也是
我认为绘画作为个⼈语⾔⼗分重要的⼀⾯，正所谓先悦⼰后悦⼈，绘画只有从
⾃⾝出发，从内⼼出发才能表现出真性情，这样衍⽣出的作品才能不失“真”，
才能使观者产⽣共鸣。
   唐宋时期，⽂⼈画发展迅速。中晚唐时期，禅宗在⼠⼤夫间流⾏，随之⽽来
的便是逐渐对绘画写意性的强调。诗⼈王维以诗⼊画，将诗、书、画很好的结
合在⼀起。他善⼭⽔泼墨，钟情笔墨，画⾯素雅清淡，笔迹劲爽，注重内⼼情
谊的抒发。王维⼀⽣⼤多过着半官半隐的⽣活，闲居于其辋川别业中，弹琴赋
诗，傲嗷终⽇。其思想受禅影响颇深，晚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柴》
⼀诗写到：“空上不见⼈，但闻⼈语响，返景⼊深林，复照青苔上。”整⾸诗传

 《美学⼤辞典》 朱⽴元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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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不但是⾃然景象中的寂静与凄清，更是⼀种内⼼的平静和修禅过程中的豁
然开朗。虽然王维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提出⽂⼈画的概念，但是他的诗画完美交
融的艺术创造，对后世⽂⼈画的发展产⽣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世将王维奉为
⽂⼈画的⿐祖。
宋代的苏轼曾称赞王维的作品：“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

中有诗”。也正是苏轼，第⼀次从理论上对诗画⼀体的艺术形式做了全⾯的阐
释，提出“⼠夫画”的概念，主张“诗画本⼀律”，从理论⽅⾯强调了绘画的移情
作⽤，给之后的⽂⼈画理论开了先河。在当时还有许多⽂⼈强调诗画交融及绘
画写意性，⽐如⼀代⽂坛领袖欧阳修曾作诗《盘车图》云：“古画画意不画形，
梅诗咏物⽆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由此可见，古代的⽂⼈
如此喜爱书画作品，正是因为他们更加赞赏画作的写意性和情感的传达，⽽不
是注重描绘对象的具体形象。
宋徽宗赵佶酷爱并擅长书画，在位期间，在他的⼤⼒倡导下，宋代⽂⼈画

得到快速发展，并兴起了以“梅兰⽵菊”为题材的被称为“四君⼦”式的写意画。
梅、兰、⽵、菊之所以能被⽂⼈雅⼠所钟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洁坚贞之品
格、飘逸清雅之姿态。北宋的⽂同爱⽵，⾃谓“⽵如我，我如⽵”。⽂同画⽵，
不拘⼩节，以畅快的笔迹，简要准确地挥洒出⽵⼲节叶的形态结构。
虽然⽂⼈画在唐宋时期已经⽐较兴盛，但直到元、明、清，⽂⼈画才最终

成为画坛上的主流，得到最⼤程度的发展。
元代的⽂⼈画相对⽐较⾃由，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

的统治者重武轻⽂，不许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地位极其低下，逐渐地
他们的从仕之⼼也趋向淡薄，许多⽂⼈因此只能借诗画来抒发⼀下内⼼的情怀。
在众多⽂⼈画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赵孟頫。赵孟頫博学多才，精通诗、书、
画、印，尤其在书法和绘画⽅⾯有着极⾼的造诣。他主张以书⼊画，继承宋代
⽂⼈“不似之似”的绘画理论，开辟了以书⼊画的新画风，并作诗《秀⽯疏林图
（题）》⽈：“⽯如飞⽩⽊如籀，写⽵还应⼋法通，若也有⼈能会此，须知书画
本来同。”也正是这⾸七⾔绝句，开启了书画真正融合⼀体的时代。我想历代⽂
⼈画家都在强调书画⼀体，表⾯看是在推崇⼀种书画的新形式，其实真正强调
的是这种形式所带动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画家的情怀。 
到了元代后期，在江浙⼀带出现了⽐较具有代表性的“元四家”——黄公

望、吴镇、倪瓒、王蒙。以他们为⾸的⼤批⽂⼈画家都在画以抒情为主的写意
画，这时期⽐较流⾏的是寄情⼭⽔的⼭⽔写意画和表现⾃⼰⾼洁傲⾻“四君⼦”
画。 
到了明代，出现了以沈周、唐寅、⽂徵明、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他们

中⼤多数⼈对于诗书画都⽐较擅长，并且多因仕途不顺感到怀才不遇⽽游历于
⼭⽔之间，以书画⾃娱，也创作出了⼤量优秀的书画作品。 
⽽清代画家朱耷，也就是⼋⼤⼭⼈，是我⾮常欣赏的⼀位画家。他的⼭⽔

⼤多看上去清冷萧索，他的花鸟又看上去造型奇特简练，不落俗套。他的画虽
然在当时并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对后世产⽣了很深远的影响。清末的任伯年，
将⽂⼈画与民间美术相结合，开创了雅俗共赏的新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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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近代，由于西⽅新思想的影响，此时的⽂⼈画开始朝多个⽅向发展。有
坚持中国传统绘画继承并创新的齐⽩⽯、黄宾虹，有⽴⾜传统但是借鉴西⽅绘
画技巧的潘天寿、李可染，还有留洋归国主张学习西⽅绘画但保留了中国⽂⼈
特质的徐悲鸿、林风眠。西学东渐，西⽅的艺术对中国传统⽂⼈绘画造成了⼀
定冲击的同时，也激发出了⼀些潜在⼒量。中国的⽂⼈们开始关注世界，也开
始重新审视⾃⾝。

⼆二. ⽂文⼈人情怀——闲庭信步的悠然与忧伤

⼀一.究竟什什么是⽂文⼈人情怀
回到了⽂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个很虚的东西——情怀。“情怀”是⼀个极其抽

象的概念，⾯对同⼀个事物不同的⼈可能⼼境是完全不⼀样的，⽐如⾯对同⼀
⽚⼭川景⾊，有⼈体会到的是重峦叠嶂的雄伟，有⼈品味到的是⼭⽔相依的清
秀，也有⼈感受到的是⼭空⽔冷的凄清。
关于⽂⼈情怀的概念，有的⼈认为：⽂⼈情怀是⼀种具有创造性的、富含

思想并且追求独⽴⼈格的⼈⽂精神，在创作⽅⾯强调抒发个⼈的情感和思想。
⽽那些富有⽂⼈情怀的⼠⼈不但怀有天⼈合⼀的观念，⽽且秉承“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的处世哲学，同时信奉君⼦⼤道与中庸之道。
在查阅资料之前，我对“⽂⼈情怀”的概念理解的⽐较简单，我理解的“⽂⼈

情怀”应该是：凡是具备⽂⼈⽓质的那样的⼀类⼈，他们⾏⽂作画的艺术创作过
程中甚⾄是⽣活中为⼈处世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种喜好倾向，或者所流露出
来的⼀种互相之间⽐较相似相通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是⼀种与世⽆争的淡泊，

图1 朱耷 《瓶菊图》 纸本⽔墨 89x46cm 图2 朱耷 《孤禽图》 纸本⽔墨 103.5x4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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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种开怀畅饮的痛快，有时是⼀种闲庭漫步的悠然，有时却又是⼀种怀
才不遇的黯然。
⼆二、⽂文⼈人情怀在⽂文⼈人画中的体现
⽏庸置疑，⽂⼈情怀⽐较普遍和典型地存在于历代⽂⼈画中，⽽我在梳理

⽂⼈画的发展脉络的时候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不过我毕竟不是中国画科班
出⾝，即使在我⼩时候遍地的⼩朋友都在学国画和书法的那个年代，由于我的
⽗母⽐较尊重我的喜好，⼩时候的我并欣赏不了国画的美，只喜欢⽤⽔彩笔和
蜡笔涂涂抹抹，所以直到12岁我才真正地开始“学”画画，学的也是与中国画看
似完全不同的铅笔素描与⽔粉画，虽然在中国美术界最⾼学府学习了七年，很
惭愧我也只是私下跟中国画同学学过⼀点点⽪⽑⽽已。所以从我个⼈的⾓度去
分析中国传统⽂⼈画，说实话我不好意思称之为“分析”，顶多能算观后感，⼀
些体会罢了。若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我还希望专业⼈⼠予以指正。
提起⽂⼈情怀必定要从⽂⼈画中说起。从中国传统⽂⼈画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知道⽂⼈画讲究⾃娱⾃乐，讲究借画抒情，也讲究逸品、修养。但观传统
⽂⼈画，不免能感到⾃始⾄终的贯穿着⼀丝隐隐的悲凉。因为⼤多⽂⼈画家好
像或多或少都不是很顺利，要么是⾃命清⾼，要么是怀才不遇，要么是对当朝
不满、归隐⼭林，看似潇洒悠游于⽥园⼭林之间，很多诗画中也描绘了美丽的
⼭川景⾊、⽥园风光，却也不乏很多内⼼不满与⽆奈的流露。⽐如⽂⼈画发展
⿍盛时期的元朝，表⾯⼤放异彩的⽂⼈画却是由于当朝统治者对汉⼈的压制，
导致⼤批⽂⼈从仕艰难、怀才不遇，只能通过诗画抒发⼼中的苦闷。有借梅⾔
志的墨梅画家王冕，他在传世之作《墨梅图》上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
个花开淡墨痕，不要⼈夸好颜⾊，只留清⽓满乾坤。”流露出他不愿与⿊暗社会
同流合污的志⽓。还有“元四家”的吴镇，由于是宋遗⾂之后，不愿仕元，好在
吴家经济⽐较富裕，因此吴镇也⽆意于功名利禄，常游于江泽湖泊间，悠然⾃
得。曾作《渔⽗图》，描绘了清远的江湖中，⼀渔⼈正划着⼀叶⼩⾈悠然滑⾏，
并提诗“⽬断烟波青有⽆，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
芦”于画上，抒发了⾃⼰超脱幽栖、⾃鸣⾼雅的⽣活追求与情怀。⽽“元四家”中
另外⼀名成员倪瓒，前半⽣家庭富⾜，⽣活优越，后半⽣由于社会动荡，他过
起了漂泊流浪的⽣活20余年，所以在他的《渔庄秋霁图》，画⾯景深清远，荒
寒萧索，茫茫太湖中只有⼏处坡陀枯⽊，不禁让⼈感到⼀种扑⾯⽽来的凄凉与
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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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传统⽂⼈画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明媚的时候，⽐如宋代。宋代统治
者“崇⽂抑武”，⼤⼤⿎舞了⽂⼈们的创作热情，因此这⼀时期的⽂⼈画也呈现
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局⾯。⽐如⽶芾、⽶友仁⽗⼦创造的⽶⽒云⼭，⼆⼈运⽤简
笔淡墨、信笔挥洒，潇洒轻盈的描绘出江南烟⾬的溟濛景⾊，富有诗情画意。
其实最早接触的⽐较多⼀点的⽂⼈画是国画⼤师齐⽩⽯先⽣的花鸟草⾍画。

或许⼤多⼈赞赏的是他的虾，⽩⽯⽼⼈的虾确实活灵活现，但是我更被他的画
⾥⾯浓浓洋溢着的诗情画意所吸引。齐⽩⽯先⽣曾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
间，太似为俗媚，不似为欺世。”后来他又对这句话做了进⼀步的补充：“作画
要形神兼备，不能画的太像，太像则匠；又不能画得不像，不像则妄。”就是说
画画既不能画的太有匠⽓没有活⼒，也不能画的太不符合实际。他这两句话说
出了历代⽂⼈画的精髓——似与不似，形神兼备。相⽐中国传统⽂⼈画中的悲
情，我更喜欢齐⽩⽯的画，他的画充满了活⼒与⽣机，充满了浓浓的⽣活⽓息。
同样是画“四君⼦”，古代⽂⼈的兰花是空⾕幽兰，⽽齐⽩⽯⽼⼈的兰花健壮舒
展；古代⽂⼈的菊花是凄清傲⾻，⽽齐⽩⽯⽼⼈的菊花却是奔放艳丽。打破了
⼏千年的⽂⼈画的传统，虽然⼀样的⾃娱⾃乐，但是不再是孤芳⾃赏。⽣活中
普普通通的⼩鸡⼩⾍⼩花⼩果，在齐⽩⽯先⽣的笔下都像活了⼀样，我甚⾄能
从他的画⾥感受到晚年的齐⽩⽯⼼中的那份安宁祥和，感受到他对⽣活的热爱
和他内⼼的清澈明亮。观⽩⽯⽼⼈的画，我仿佛能看到⼀个⼩⽼头正在⾃家院
⼦⾥⼸着腰追着去观察奔跑的⼩鸡时那种可爱的场景。

图3 王冕 《墨梅图》 纸本⽔墨 31.9x50.9cm 图4 吴镇《渔⽗图》⽴轴绢本 84.7x2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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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人情怀在其他领域的体现
 既然说⽂⼈情怀只是⼀种意趣、⼀种⼼境，那么它肯定不单单存在于⽂⼈

画中。虽然本⽂章主要在论述⽂⼈情怀在绘画中的体现，但是我想也捎带着简
单地聊⼀点接触其他领域时我感受到的此类情怀。
⼈与⼈的交往常常会出于友好互赠礼物，⽽有⼀种特殊的赠予，在我们的

中华传统习俗⾥⾯被称为“⽂⼈馈赠”，什么是⽂⼈馈赠呢？《中华⽂化习俗辞
典 ·⽂化习俗》中这样解释道：“古代馈赠礼俗之⼀。指⽂⼈与⽂⼈之间往来，
以⽂⼈独特语⾔和特殊赠予内容进⾏交往，借寓抒发⽂⼈情怀志趣的⾏为⽅式。
诸如诗词馈赠、书画答谢、⽂房⽤具、观赏玩物、地⽅风物及⼟特名产等，反
映⽂⼈之间的清⾼雅逸的情操旨趣的馈赠风格。 ”可见这个馈赠礼物的过程本2

⾝也是⼀种⽂⼈情怀的表达。
还有我们在北京⽐较常见的⽂玩，盘个核桃、玩个珠⼦，通过汗腺和⽪脂

的⽇积⽉累的深⼊与掌⾻之间的摩擦，逐渐造就出⽂玩的韵味。说实话，对于
⽂玩⾥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是从把玩者的那股劲⼉来看，除去强⾝健体的
意义的话，那⼤概亦是⼀种⽂⼈的⽓息。
⽽我们⽐较熟悉的⽂房四宝— —笔、
墨、纸、砚，虽然是⽂⼈书房中的书画
必备⼯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四
宝的造型与材质也出现了多种变化，尤
其是代表君⼦又有保平安之意的⽟被雕
刻为精美绝伦的⽂房⽤具之后，⽂房四
宝不仅有着本⾝的实⽤价值，更多了⼀
层观赏性，也成为⽂⼈案⼏上不可或缺
的物件，不但寄托着他们深厚的⽂⼈情

 《中华⽂化习俗辞典》 史仲⽂、胡晓琳主编 北京：中国国际⼴播出版社，1998.012

图5 齐⽩⽯ 《樱桃》 32.8x33.2cm 图6 齐⽩⽯ 《葫芦秋⾍》 18.5x27.5cm

图7  青⽟雕梅花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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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也象征了其品味与地位。

⼆二. 当代⽂文⼈人情怀及我的艺术创作

⼀一. 中国当代⼈人的“⽂文⼈人情怀”

⼀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文⼈人情怀”
我个⼈感觉，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态势有点像⼀间杂货铺，千姿百态、良

莠不齐。为了能做到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很多⼈在各种效仿国外的当代艺术作
品，作出的作品与⾃⼰毫⽆关系，哪怕看上去很有“国际范⼉”，但是我觉得这
是不成⽴的，不过是套⽤了西⽅的艺术样式，披了⼀件并不合⾝的外⾐罢了。
当然也有⼀⼤批优秀的艺术家在从⾃⾝出发，探讨⾃⼰的所见所想所悟。

其中不乏⼀些具有“⽂⼈范⼉”又很有当代特⾊的艺术家。不过我这⾥说的“⽂⼈
情怀”，主要探讨与传统⽂⼈画家⽓韵相似相通的隐含着的⽂⼈情怀，所以暂不
讨论当代的中国⽔墨画家。并且由于此次论⽂主要探讨的是绘画中的⽂⼈情怀，
所以暂时也不涉及其他的艺术形式。
⽂⼈画讲究“情趣”“韵味”，平淡中见真情、平凡中有深意。
记得第⼀次看到申玲⽼师的画⼤约是在本科⼆年级的时候，那是她的⼀场

个展。⾛进美术馆之前，说实话我并不了解申玲，甚⾄没有见过她的画。进⼊
美术馆的那⼀瞬间是很新奇的感觉，因为我原以为这也会像以往在⼤多数展览
上那种⼀张张或⼤或⼩的技术精湛的油画作品，但是映⼊眼帘的却是偌⼤的美
术馆⽩墙上很整齐的挂着⼀排⼩⼩的密密⿇⿇的⼩⽩纸，每张画必须⾛到跟前
才能看清上⾯画的和写的是什么。我挪着步⼦⼀张张的看了那些画，⼼中满是
莫名的欣喜。那是⼀些⼩线描，⽤铅笔轻轻地画在纸上，配上或多或少的⽂字，
画⾥⾯有⼈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各种⼩物件，⽂字或是⼀篇简短的⽇记、
或是⼀⾸⼩诗、又或是仅仅⼀个⽇期。但是我
能从她的画⾥感受到“⽣活”⼆字，能感受的到
她对⽣活的每⼀⼨的热爱，这是我在那之前不
曾感受到的。⽆论作者的年龄是多少，我都会
认为她是有着⼀颗少⼥的⼼。看申玲的线描⼩
画，处处散发着⽂⼈那种悠然⾃得的⽣活情趣，
清新淡雅，虽然每⼀个都不⼤，没有常见的⼤
尺幅，没有震撼⼈⼼的⼤题材，甚⾄乍⼀看也
并没有多么⾼超的技法，但是当静下⼼去感受
的时候，每⼀张画虽然⼩却很精致，题材虽然
很⽇常却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尽管都是铅笔的
轻轻勾勒，但是从画⾯的构图到运笔的灵活都
能看出是花了⼼思的结果。铅笔的痕迹或浓或
淡或粗或细，虚实相⽣，如果说⽂⼈画重笔墨、图8 申玲 《喝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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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逸趣，那我想申玲⽼师做到了。并且她的画的题材内容又⾮常⼴泛，甚⾄有
⼀些看上去有点情⾊的画⾯，这又是与传统⽂⼈的表达⽅式很不⼀样的地⽅，
我觉得她更⾃我⼀些，更随性⼀些，少了⽂⼈的那份压抑，我觉得也算是⽂⼈
情怀在当代的⼀种⾯貌吧。
⾃古⽂⼈画讲究“意境”，从意境中流露出情感，含蓄⽽萦绕⼼头。
作为上个世纪40年代末，被称为“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的何多

苓，可谓是将⾃⼰的情感倾注到了绘画创作中。由于何多苓的青少年时期是在
⽂⾰期间度过的，由于这时期政治对⽂艺长时间的封锁，创作的冲动⼀直在艺
术家们的⼼中孕育和膨胀，急于冲出枷锁，吐露真情。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催
⽣出了何多苓，也为他⽇后的成名作《春风已经苏醒》奠定了基础。这样的艺
术产⽣过程，也与传统⽂⼈画相仿。古代⽂⼈常常由于仕途不顺、怀才不遇，
通过书画来抒发内⼼的⽆奈和愤慨。⽽与何多苓同⼀时期的这⼀批艺术家的涌
现，在⼀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压制，使他们急迫的要发出⾃
⼰的声⾳，通过绘画创作来表达思想、抒发情怀。
看何多苓的画，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解说，依然会被他的唯美⽽透着⼀丝清

冷忧伤的画⾯吸引。尤其是他笔下的年轻少⼥，画⾯是朦朦胧胧的，⾊彩是清
淡温和的，⼈物的眼神是空灵深邃的。他在整个画⾯看似单纯的语⾔中又充满
了变化，营造出⼀种超然的意境，这也与中国传统⽔墨画相通。所以我想，如
果何多苓⽣活在古代，⼤概也会是⼀位出⾊的带着⼀抹淡淡的忧郁的⽂⼈画家
吧。
⼆二、中国⽼老老百姓的“⽂文⼈人情怀”
我觉得，在中国有这样的现象：⽼百姓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到了中年

之后会逐渐的对⼀些传统的中国古典的艺术越来越感兴趣，⽐如年轻时爱追求
时髦、追求洋⽓，年龄⼤了逐渐开始爱穿唐装啊布鞋啊之类的，开始喜欢中国
风的古典家具，开始收集古玩收藏字画，开始练书法学国画等等。我认为排除
⼀些舒适或强⾝健体的因素的话，提升⾃⼰的修养、彰显⾃⼰的品味应该是很
重要的原因。这也从另⼀⽅⾯看出，经过年轻时的起起伏伏，经过岁⽉的沉淀，
除去了浮华，⽼祖宗给我们中国⼈⾎脉⾥留下的⽂⼈情怀逐渐地浮现出来了。
说到这⾥我想起了我的爸爸，爸爸家境贫寒，靠⾃⼰读书从村⼦⾥⾛了出来，
在官场⾥不⼤不⼩的混了⼀辈⼦。⼈说官场如战场，性格直率的他⼏⼗年下来
⼤概⼼也累了，退休之后在家便宅了起来，越发的喜欢⾃⼰呆着，除了时不时
约着旧友在⼀起喝个⼩酒，⼤多数时间爸爸都出去遛弯或者在家⾥练练⽑笔字，
每次⼀坐就是半天，对着字帖认真的临摹，⼀遍又⼀遍。这样的场景总会让我
联想到古代归隐⼭林的隐⼠，开荒种⽥、⾃给⾃⾜、吟诗作画、⾃得其乐，⼤
概他们所追求的最终只是内⼼的那份宁静吧。

第⼆二节 国外艺术家的“⽂文⼈人情怀”

说到国外的艺术家，貌似很难和“⽂⼈”⼆字扯上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其
实从⼀些国外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中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内⼼有类似⽂⼈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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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列艺术家阿维格多·阿利卡（Avigdor Arikha）。阿利卡的绘画从抽
象画转为写实画之后，更加关注⾝边的⼈和物，创作出⼤批优秀的静物画和肖
像画。他的静物画取材于⽇常⽣活，很多都是不起眼的⾓落，但是在阿利卡的
描绘下这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物品却显得质朴⽽充满⼒量。在他看来“任何⼀
件微⼩的事情都可能具有意义”，我⼀直记着这句话，我也相信如果能将⼀件很
平凡的事做得不那么平凡，这就是⼀种成功，这也正是我近两年坚持画静物画
的原因之⼀。阿利卡的⼈物画总是画的很薄，“逸笔草草”的写意感有点类似中
国的⽂⼈画，朴素且充满韵味。阿利卡很讲究构图，他喜欢⽤对⽐强烈的⾊块
将画⾯分割开来，使画⾯简洁⽽具有很强烈的构成感。有⼈说：“阿利卡的作品
精妙轻巧、敏捷独特，可以说是西⽅的⽂⼈画。”
还有⼀位我觉得富有⽂⼈情怀的艺术家是我们所熟知的乔治 · 莫兰迪

（Giorgio Morandi）。莫兰迪出⽣在意⼤利波洛尼亚，学习和成长在波洛尼亚
又在波洛尼亚做版画⽼师，他⼀⽣⼏乎没有离开过家乡，也不曾恋爱结婚。莫
兰迪的绘画题材很单⼀，就是他⼯作室⾥的那些个瓶瓶罐罐和周围的风景。他
画了⼀辈⼦这些东西，他的画很少见特别鲜艳的⾊彩，⼤多都是以⾊调统⼀的
灰⾊为主，就如他的⼈⽣⼀样，单纯、平淡⽽安宁。关于莫兰迪，画家巴尔蒂
斯曾这样评价：“莫兰迪⽆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他把笔墨简省到
极点。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致。他不满⾜表现看到的世
界，⽽是借题发挥，抒发⾃⼰的感情。”也有⼈把莫兰迪⽐作画僧，说他⼀⽣孤
寂，平平淡淡，穷极⼀⽣在追求⼀个纯化的精神世界。

  �      �

三. 我的艺术创作语⾔言

⼀般说来，⼀个⼈作出什么样的⾏为都是有他⼀定的原因的。绘画也是如
此。当我们想要让⾃⼰的作品被更多的被⼈了解和认可，让⾃⼰的作品背后的
⽀撑更强⼤时，我们总需要追根问源。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有关⾃⼰的创作的部
分放在⽂章的最后，因为我希望前⾯关于古今中外艺术家⽂⼈情怀的分析，能
在⼀定程度上对我阐释⾃⼰的艺术创作语⾔有所帮助。
我的毕业创作与三年前我本科期间的作品风格差别很⼤，本科期间的⼤部

分时间和精⼒主要放在学习传统版画的技法运⽤上，⽽正是如此，我常常陷⼊

图9 阿利卡 《红⾬伞》 布⾯油画 图10 莫兰迪 《静物》 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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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由于技法不成熟导致的窘境之中，反反复复的制版印刷，希望逐渐使画⾯能
呈现出⾃⼰想象中的样⼦。本科的版画学习经历⼀⽅⾯锻炼了我的耐⼼，⽆论
失败多少次都要坚持做下去，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法；另⼀
⽅⾯版画的复制却常常把⾃⼰搞的⾮常疲惫，说实话我⾮常喜欢版画画⾯中独
特的语⾔魅⼒，却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要将其复制，因为在复制的过程中很多时
间感觉⾃⼰的脑⼦是空⽩的，完全不再思考了，只是花⼤量的时间像机器⼀样
努⼒地印出尽可能⼀模⼀样的很多张画出来，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搞得⾝体
很累脑⼦也很倦怠。因此从研究⽣阶段开始，我努⼒寻找⼀种适合⾃⼰的语⾔
形式，摸索⼀种既能满⾜我对版画的喜爱，又能避免被繁琐的复制程序束缚的
版画形式。
在⼀次整理物品的时候，我偶然翻到了曾经在丝⽹版画⼯作室上课时画的

⽚⼦，那是⽤墨汁掺着洗洁精在透明⽚上作画，也是丝⽹版画的制版过程，我
想“为什么它只能作为版画的版呢，它本⾝就是⼀种很漂亮的画啊”，于是我开
始在透明⽚上练习作画。既然它不再作为曝光⽤的底⽚了，那颜⾊上便解放了，
我不再⽤单⼀的墨汁去绘画，⽽是换成了⾊彩明快的⽔彩颜料。使⽤⽔彩⼀⽅
⾯因为我本科的时间⼤多是在做铜版画，⽽做过铜版画的⼈都知道铜版套⾊实
在是太复杂，尤其是想做⼀张形上⾯⽐较具象的套⾊，那简直能把⼈给折磨疯，
⽽我的技术确实很惭愧，所以我在铜版⼯作室学习的两年只做过⼀幅完整的铜
版套⾊，其他全部是单⾊，所以我对⾊彩⼀直是很渴望的；另⼀⽅⾯，本科⼆
年级时的⾊彩⼈体课期间，由于版画系要求⽤⽔性颜料，当⼤多数同学都采⽤
了⾃⼰⽐较熟悉的⽔粉或者丙烯的时候，我想尝试点新的材料，于是和另外两
个同学买了⽔彩颜料画⽔彩。没有⼈会教你如何使⽤这些材料，⾃⼰就摸索着
瞎画，我又不太喜欢那种传统⽔彩技法，即使那些技法能画的写实到让⼈惊叹，
我却更喜欢稍微随性⼀点的笔法。说实话⽔彩挺难控制的，当时两个星期的课
程下来很少得到⽼师的夸奖，但我却画的很开⼼，这也是我近两年的绘画坚持
⽤⽔彩的原因之⼀。
但是开始没多久我便遇到了⼀个很致命的问题：如何保存？  由于绘画材料

的原因，⾟⾟苦苦画成的画在北京如此⼲燥的空⽓中⼀两天便开始起壳，甚⾄
开始往下剥落，万⼀不⼩⼼遇到了⽔画⾯上的颜料也会瞬间溶掉，所以我必须
考虑如何才能把他们保存下来。利⽤铜版画的印刷经验，我尝试着将画转印下
来，后来又从⽔印⽊刻⼯作室的参观中找到了灵感，不断改进⾃⼰的⽅法，最
终终于把画转印到了纸上。不过到底⽤哪种纸更好我到现在都没有太确定的答
案，因为试了各种各样的纸发现效果确实很不⼀样的，⽽我每次在买纸的时候
又总会想要尝试⼀下没⽤过的纸，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我的绘画题材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的⽣活圈⼦不⼤，这两年也变得⽐较

宅，所以我画了很多的⽇常⽣活⽤品，也画过⼩区⾥的⼀些流浪猫和朋友的猫。
其实最初开始画的时候有点没底⽓，担⼼题材太⼩容易被⼈不屑⼀顾。虽然国
画⾥⾯也有很多⼤师像齐⽩⽯啊林风眠啊也画过很多⼩题材，我也很喜欢他们
的画，但是从内⼼讲我不希望⾃⼰的画被粗略的归为国画范畴，在我看来其实
是很不⼀样的，可以说是情感相通但表现⽅式不同。后来有⼀次黄洋⽼师看了
我的画之后向我推荐了以⾊列画家阿利卡，我看了他的画，特别欣喜，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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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息跟我是相通的，我深深的被他的静物画吸引，最重要的是我受到了⿎
舞，我开始有信⼼画下去。构图上我常把主体物安排在画⾯的正中央，旁边有
时写⼏个字有时什么也没有。我很少会画背景，⼀般都留⽩，这样更纯粹⼀些。

� �

创作的过程中我感觉⾃⼰的状态也随着画风的改变⽽改变了，少了⼀些拘
谨和紧张，多了⼀份放松与安宁。我开始踏实的享受画每⼀个⼩东西的过程，
享受把他们成功的保存到纸上的喜悦，开始更加关注⽣活，⽣活中的很多细节
会打动我。我将作品起名《念叨》，因为我感觉⾃⼰在画这组画的时候内⼼就
像⼀个絮絮叨叨的少妇，对这些“鸡⽑蒜⽪”不厌其烦。我认为绘画最本质的还
是应该遵循内⼼，想画什么就去画，不要辜负了⾃⼰这份能⼒。我甚⾄很庆幸
⾃⼰竟然掌握了⼤多数⼈都不擅长的“绘画”这项语⾔，能⽤这样⼀种如此特别
⽽富有魅⼒的语⾔诉说内⼼，确实是⼀件幸福的事。我很欣赏⽂⼈画家那种闲
庭信步的悠然⾃得，在平淡中体会⽣活的情趣。我也相信阿利卡所相信的那句
话“任何微⼩的事情都可能具有意义”。

图11 郑屿 《念叨》 独幅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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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的情怀其实是很多中国⼈共有的⼀种情怀，古代有，近现代有，在当
代也依然有，只不过表现形式因时代⽽不同，也因⼈⽽异罢了。在我看来，“情
怀”也是⼀种语⾔，甚⾄是⽐技法更重要也更有⼒的语⾔，是情怀让⼀个作品变
得有温度，拉近了观者与作者的内⼼，变得没有距离感。所以我所讨论的“⽂⼈
情怀”已经不再局限于⽂⼈的范畴了，⽽是这样的情感内容在更⼴泛的范围内的
体现。
    我在看申玲⽼师的画集时，⾥⾯有段⾃述我很喜欢：“我喜欢⽤很细很细的铅
笔，画很轻很柔的线，就像过去陕北的婆姨们⼿拿绣花针，⼤炕上盘腿⼀坐开
绣。我没炕，也没有三五聚⼀块扎堆绣的愿望，我喜欢⼀个⼈，⼀⽀笔，⼀张
纸，坐在沙发上，听着略带伤感的情歌，发发呆，画上⼀会⼉。 ”我很感动于3

这样的⾔语，或许是因为这种细腻的情感也正是我最想要诉说的吧。 

 《⼼律集：申玲》 申玲 北京：⼈民美术出版社，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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