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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北韵——— 郭志光花鸟画
展”从北京国博回到山东省博，如鱼
洄游，如鹰归巢。近日记者见到了回
济不久的郭志光先生，他显然并未停
在当下，而是整理思绪，一边对昨日
沉淀归纳，一边对未来信笔勾画。

“南风北韵”画展在国博举办期
间，“民族翰骨——— 潘天寿诞辰120
周年纪念大展”也在中国美术馆进
行。潘天寿是郭志光的老师，二人的
这次“会面”，也让人们非常直观地
看到了笔墨传承之妙与创新发展之
美。但郭志光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哪一
位前辈，除潘天寿之外，吴茀之、诸
乐三等老师的神韵都在他的笔墨中有
所呈现。

作为一位有追求、有责任的花鸟
画家，郭志光在艺术上一直致力于融
会贯通和突破局限，“花鸟画是比较
难的，在反映时代风貌上，不如人物
和山水来得直接。到如今牡丹还是那
个牡丹，石头还是那个石头，花卉样
貌并没改变。正因为题材简单，所以
也较见功力，有没有传统基础，有没
有创新意识，很容易看出来。”郭志
光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有些老年人想
学画，问他应该画什么，他说：画牡
丹，又红又绿的，一看就是牡丹。又
有人问他：花鸟画中什么最难呢？他
答：牡丹，就因为它又红又绿，就因
为人人都认得它，所以难。“正如画
人难画手，画兽难画狗，人们都太熟
悉了。花鸟画中比较普通的题材还有
竹子、兰草，都是很难画的。你若画
个怪物，谁又见过呢？怎么画都可
以。”郭志光笑道。

说到这次展览，郭志光认为对自
己非常有意义。

首先，通过展览反观自己，相当
有意思。艺术家对自己都有一定的认
识，但依然需要镜子照出另外的一
面，“有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画得究竟
怎样了，这次展览中，我像旁观者一
样去看自己的画，竟然觉得十分痛
快，也发现了需要提高的地方。”北
京展期间，龙瑞等艺术家与郭老交流
时曾这样说：“潘天寿把大山大水搬
到了花鸟画上，使花鸟画的境界提高
到了新的层面上。”这方面，郭志光
深受影响并一直践行，并且脚步越来
越坚定。

展览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对画家
下一步工作的促进。北京展后，国博
展览部的相关负责人问郭老：“您明
年或者后年还能来办展吗？”郭志光
表示，一定要办的，并且希望越办越
好。对于76岁的他来讲，创作之泉依
然汩汩不息，还有很多尚未实施的想
法在心中汹涌，酝酿着下一次爆发。

第三方面，这次画展实现了画家
心里的一个追求，就是寻找、实践和
表现更接近于自然力量的生命本质，
有时，那就是一口气。郭志光所画的
三文鱼令人惊艳，这似乎不属于传统
花鸟画题材，却那么打动人心。人们
所不知道的是，为了观察三文鱼的洄
游产卵，郭志光去了三次加拿大。
“三文鱼为什么要逆流而上？为了到
最上游产卵，好让子孙后代顺流而
下，获得更好的生存和成长机会。这
趟行程遥远又危险，但它们从不退
缩。我想要表现这种鱼跃的气势，但

要是不在生活中观察，是体会不到和
把握不住的。”鹰和鹫，在大写意花
鸟画里是重要题材，八大山人、李苦
禅、潘天寿、齐白石都画过鹰。在西
方国家，鹰也常常出现在绘画和雕塑
作品中。但郭志光不允许自己只画一
个鹰的标本，也不照搬别人的风格，
而是要让造型、笔墨完全符合自己的
生活体验。这样花鸟画的题材就宽
了，所寄托的感情就更丰富了。本次
画展作品尺幅都十分巨大，但天高任
鸟飞，多大的纸能容下一只雄鹰呢？
有时非大画不能体现鹰的气势，搞创
作也常常是沉吟良久后的突然爆发，
一气呵成、不需喘息。展览中有一幅
熊猫题材的作品，五米宽。有人问郭
志光：“后面这一大片竹子得画多久
啊？”作品构思的时间确实很长，但
一旦动笔，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有
气在焉。

这次展览给很多人带来了新鲜
感，甚至中国文化部相关领导人看展
后惊叹说：“这种作品以前怎么就没
见过呢？”被认可是令人欣慰的，然
而绘画本身所带来的愉悦与力量，更
是画家前进的推手。对郭志光来说，
一生的积累与体验，远比瞬间的展示
重要得多。

1962年，考取浙江美术学院(今中
国美院)中国画系的就郭志光一个山东
人，冥冥之中，融会南风北韵的责任在
那时就已经安排了。55年后，我们在画
面上看到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其
实是画家半生的回望。快意人生就应
该这样，逆流而上，迎风张扬，虽然
名曰花鸟，实则金石铿锵。

南风北韵——— 郭志光艺术作品展
(山东汇报展)今日开幕

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国家画院主办，大众报业集团、山
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联、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承办的“南风北韵——— 郭志光艺术作品展
(山东汇报展)”6月9日在山东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郭志光先生近几年来精心创
作的60余件大写意花鸟画巨幅作品，充分展
现了郭志光在积极探讨花鸟画书写与表现的

新形式和新方法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次展览是郭志光晋京展成功举办之后

的回乡汇报展。5月6日至5月17日，“南风北
韵——— 郭志光艺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受到了首都美术界专家学者及广大
观众的热烈欢迎。多位中国文化界、美术界
的领导、专家及数万名观众观看了展览，并
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大为、杨晓阳、邓福

星、潘鲁生等专家认为，郭志光传承了花鸟
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缘物寄情”的传
统精神，体现出深厚的功力、严谨的法度、
恢宏的气势，并在关注现实、观察生活、融
会时代精神、融入内心的基础上，开拓了花
鸟画创新的境界。刘曦林、尚辉、陈池瑜、
张江舟等专家认为，郭志光的大写意花鸟创
作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绘画何去何从

的探索与解答。专家们表示，郭志光是当今
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领军人物，是山东画坛
的代表性人物。从全国来说，郭志光继承了
潘天寿等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一
批大师级人物的文脉；从山东画坛来说，郭
志光先生是继于希宁先生之后，又一位走向
全国的花鸟画大家，代表了山东省作为美术
大省、美术强省的实力与气魄。

郭志光：名曰花鸟 金石铿锵
□ 本报记者 李可可

中国书协于6月4日至6日在济南举办第25期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仪式后，顾亚龙作了《深入理解中华传统文
化、大力弘扬中国精神》的专题报告。在接下来
的培训中，陈中浙作了《“活在当代·了解时代·
引领时代”——— 如何发挥书法工作者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讲座；矫红作了
《释放正能量，德艺双馨做表率》讲座；言恭达
作了《守护文化灵魂，回归艺术本真——— 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思考》。

日前，第17届意大利那不勒斯国际经典文化
节颁奖典礼在诺拉城举行。中国油画家张淳大宝
获得“最佳国际视觉艺术奖”。颁奖典礼上，诺
拉教区副主教唐·里诺将＂小飞人＂奖杯颁给张
淳大宝，并解读了获奖原因：张淳大宝以深厚的
艺术修养和高超的绘画技术，以及极具创造性的
语言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对于历史命
运和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并传达了与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其独特的视角和自由多变
的绘画语言，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
的丰富性和生命力。

重大事件·国际和平奖金
1956年我考取了中央美院。
就在新生入学那天，中国美术界发生了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各报刊纷纷刊登了一
则消息，大意是：9月1日首都隆重举行了授
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
式。郭沫若以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的名义
主持了仪式并致贺词。茅盾代表世界和平理
事会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授予中国画家
齐白石荣誉奖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五百万法
郎的奖金。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祝贺。

消息在校园里像旋风一样传开了，特别
是我们刚入学的新生，兴奋程度更无法形
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术界的一件大
事。白石老人是中央美院荣誉教授，身在中
国画系的我们更增加了自豪感，大家急切地
希望见到这位大师。大家的呼求反映到系
里，不久，李苦禅先生告诉同学们：“已经
联系好了，今天下午去齐老师家拜访。”大
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童心永在·“买糖去”
9月的天气晴朗、凉爽，我们来到了北京

城西的跨车胡同15号白石老人的家。苦禅先
生告诉我们，老人刚从雨儿胡同搬回来不
久。到了门口，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一位公鸭
嗓子的看门人，个子不高，一口京片子，见
了苦禅先生“您哪、您哪”地问候。一位同
学对我说：“这人原是清宫里的太监。”我
好奇地回头多看了他两眼，真是一脸故事。

进入院内，一溜北屋，厦沿的几根柱子
被一排铁栅栏堵上，只有冲屋门的小铁门开
着，据说这是齐老为防盗而设计的。

在苦禅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轻手轻脚鱼
贯而入。我原想，大师一定坐在正门太师椅
上，谁知椅子上没人。只见苦禅先生正弯腰
向老师问候呢，原来老人是斜卧在左边一个
矮矮的躺椅上。只听苦禅先生说：“老师，
我的学生们看您来了！”老人转头一看这么
多年轻人，就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是美术
(学)院的，恰(吃)饭了吗？”苦禅先生说：
“我们不恰(吃)，恰(吃)过了。”老人反应很
快，马上说：“买糖去！”他孙媳赶紧答应
着，老人又说：“要买大的。”然后用大拇

指掐着小指尖说：“不要这么小的。”家人
赶快用手比划成蛋糕大小的样子说：“买这
么大的！”大家都笑了，白石老人也笑了。
看着这位96岁充满童心的老人，我真的很感
动，心里暖暖的。不禁想起他的两幅名画
《他日相呼》和《小鱼都来》，那么纯真可
爱，真是画如其人！

这时，苦禅先生指着老人的头发说：
“老人身体不错，你们看，后脑勺又长出了
黑发。”大家都好奇地走到老人身后去看，
老人半闭着眼睛，右手不时地摸着挂在腰间
的一串钥匙，发出轻微的金属声。

稍坐，怕老人太累，李先生招呼我们给
老人行礼告辞。老人一定要站起来送我们，
家人将他搀起来走出屋门，在铁栅栏边站
住，举手与我们告别，当我们走到二门回头
看时，老人的手还举着，直到家人帮助他慢
慢放下来。这使同学们非常不安和感动。

一生节俭·大方的悭吝人

这次的访问成了班上的热门话题。
通过大家的议论，我这个外地来的新生

了解了不少老人的故事。如：一年前政府特
别在雨儿胡同为老人修缮了一个别院，请他
搬进去，住了不到一年，他就三番五次找总
理，坚决要搬回旧居，也就是我们去的跨车胡
同。周总理只好答应了。原因除老年人不习惯
新的环境之外，据说有些私房钱尚在旧屋内，
只有他自己知道，实在不能被外人知道，哈哈！

老人生活节俭是众所周知的，从青年起
就为生计劳苦奔波，靠做木匠活为生，形成
了他节俭甚至有些吝啬的习惯，也很能叫人
理解。但在大事上或帮助别人的事情上，他
却从不计较。当年常为老画家裱画的刘金涛
师傅，在生计上遇到了困难，一些老画家纷
纷作画集资，为刘师傅在前门大栅栏开了个
裱画店，捐助人就有徐悲鸿、齐白石、叶浅
予等。为一个裱画工人集钱开店，这是闻所
未闻的事。后来，刘金涛师傅把这份情谊记
了一辈子。

民族气节·“齐白石死了”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时，白石老人闭
门拒绝来访，在门上贴了条子：“白石老人
心病复作，停止见客。”也曾写“画不卖与

官家，窃恐不祥”。也有人传说他还写了
“齐白石死了”。总之，他写了不少条子贴
在大门上。据说这些书法(条子)都被看门的尹
太监“收藏”了。

最后送别·为白石老人守灵
1957年9月16日，也就是我们拜访老人一

年之后，我们敬仰的齐白石先生在97岁高龄
去世了。从此，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难得
的艺术大师。9月22日在北京西直门里嘉兴寺
举行公祭仪式，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
沫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

公祭前一天，学校领导找到我和版画系
的一位同学，说：“经研究，咱们学校派你
二人去嘉兴寺参加齐白石公祭大会，你们的
任务是守灵，守灵人员由各单位派人组成，
齐老师是咱美院的，你们作为学生代表参
加，要注意举止和仪表，穿深色衣服，去了
要听从安排。”我俩默默点头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嘉兴寺。

公祭开始，我们守灵人早已肃立两侧，
20分钟换一次班，因为目不能旁视，只能用
余光看外边的情景，耳边听司仪喊某某先
生、某某同志，只见有鞠躬的、有磕头的，
灵前安放着跪拜磕头的垫子。齐白石的儿子
(不知是老几)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脖
子上挂了个照相机，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忙
着接待重要客人。当时到场的有周总理等重
要领导，有梅兰芳等艺术家代表及各国驻华
使节……非常隆重。仪式完毕，灵柩移至北
京西郊湖南公墓安葬。

能够为白石大师守灵，是我终生不能忘
怀的事件。从艺术血脉关系上说，我的老师
李可染、李苦禅都是白石老人的学生，老人
家应是师祖了。大师的去世，可以说结束了
一个艺术时代。因此凡与老人家有关的点点
滴滴都使我感到倍加可贵与值得珍惜。如今
可染、苦禅先生也都不在人世了，他们两代
人传下来的艺术财富，对中国、对人类都有
不可替代、不可估量的价值，应当载入史
册，教育和滋养一代代后人。

作为当年年轻学子的我，如今也83岁
了，有责任将以上经历和记忆的片段记录下
来，供大家了解60多年前的往事，也许不无
益处。

单应桂真情忆师友（四）

有关白石老人的记忆片段
□ 单应桂

大展厅

中国书协在济南举办第25期专题研讨班

张淳大宝国际经典文化节获得“小飞人”

齐鲁瑞丰·山东恒昌春拍精品展开幕

6月3日，为期八天的齐鲁瑞丰·山东恒昌
2017年春拍精品展在山东大厦青未了画廊开幕，
80余件春拍精品在此亮相。明代万历奇士张献翼
的书法手卷，清代乾嘉年间全能画家顾洛所绘的
《百美图》(册页)，北京大学四位校长朱益藩、
刘廷琛、严复、章士钊的书法作品，弘一法师的
书法，吴湖帆、陈半丁、陆俨少、李苦禅、徐操
等人的代表作，吴冠中、范曾、沈鹏、姜宝林、
刘大为、冯远、陈平等人的精品一并展出。本次
展品除了书画名家的精品，还有珍贵的碑帖拓
片。

池面起波红透影

风雪万里来

郭志光 字玄明(亦署悬明)，1942年生
于山东潍坊书香世家，1962年考取浙江美术
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科。现
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资深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
席、山东省书画学会会长、山东省文史馆
馆员、山东画院艺术顾问、山东省政协联
谊书画院副院长。2011年荣获山东省委、省
政府“泰山文艺奖”艺术突出贡献奖。山
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风雨飞香

齐白石诙谐自画像：人骂我我也骂人

单应桂 1933年9月生于济南，祖籍山东
高密。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叶
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诸先生。现为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山
东省美协顾问、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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