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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沈叔羊先生是中央美术学
院教美术史论的老师，教我们画论课，有很深
的文学和美术修养。

我大学二年级时，看到新课程表上印着画
论课的老师叫沈叔羊，有人问：“沈叔羊是
谁？”一位同学说：“他是沈钧儒的儿子。我
在裱画室看到一张沈叔羊结婚时嘉宾的签到名
单，上面有郭沫若和许多名人的签名，裱画师
傅说，是沈钧儒的儿子送来托裱的。”沈钧儒
的大名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
子”领头人，周恩来总理称他为“民主人士左
派的旗帜”，没想到他的儿子是美院教授！大
家都急切而好奇地盼望着快点上画论课。

沈先生长得像他的父亲，矮矮的个头，白
净脸，但不像父亲那样留胡须。他眼睛总是笑
眯眯的，和蔼可亲。沈先生耳朵有点背，他听
不清别人说话时，惟恐别人说他不礼貌，因此
不该点头时也总是笑眯眯地点头，大多是以笑

声“哈——— 哈——— ”以表明自己听见了。
他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之子，他的有些经

历和毛泽东、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份
文史资料中，我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当
年在延安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中，挂着一
幅中国画，画中画着一把酒壶，上边写着“茅
台”二字，旁边放着几只杯子。画的上方是黄
炎培写的一首诗：“宣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
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三寒且饮两三
杯。”虽然是一幅很小的画，里边却有着一段
历史：当年国民党政府宣扬说红军长征路过茅
台镇时在酿酒池中洗脚，以说明红军是支野蛮
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沈叔羊与黄炎培在1943
年合作的这幅画就是针对此谣传而作的，没想
到画作竟然辗转挂在了延安毛泽东的会客室
中。据说1945年黄炎培、章伯钧访问延安时，
见到了挂在墙上的这幅画后，非常惊喜。

1958年暑期结束，学校组织我们55级和56级

同学16人，由陆鸿年、黄均、沈叔羊、黄润华4
位老师带队，前往山西省永济县(芮城)的永乐宫
实习，这也是文化部部长郑振铎亲自交给中央
美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为了建设三门峡水
库工程，需要将位于永乐镇的元代建筑永乐宫
搬迁至中条山，永乐宫旧址将被水淹掉。永乐
宫四壁绘满了精美的元代道教壁画，这次我们
的任务是临摹纯阳殿(也叫吕祖殿)的壁画，老师
的要求是临旧如旧，就连壁画上被损坏的地方及
屋漏痕迹都要如实地临摹下来，目的是为国家保
存一批资料，又锻炼了学生。这样万一在永乐
宫的搬迁过程中壁画有所损坏，我们的临摹稿将
是再修复的可靠依据。后来这批和原壁画同等尺
寸的临摹品到国外展出，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永乐宫古老的大殿中留下了很多难忘而
有趣的回忆。那时尚未发明墨汁，作画前都要
研墨，由于有20个人要用墨，我们每天都要花
大量的时间轮流研墨。记得砚台很大，两三支

墨捆在一起研，研好一池墨就分在不同的小碗
里，够大家一天使用的。有时沈叔羊老师也来
帮忙。

大殿的周围搭满了脚手架，师生们坐在架
子上自上而下地临摹，每人约有一米宽的画
面，临好一段便将脚手架下落一段。沈先生坐
的位置在殿的东北角，先生耳重，故而和别人
交流很少。他把身边的画笔、墨碗、色盘都摆
放得整整齐齐，很有秩序。其实经常有同学不
小心就会将调色的盘子碰下来，这事每天都有
发生，而沈先生那边却一直平安无事。磁盘掉
在地上的声音十分清脆，加上殿堂又大，回音
也大，立刻就会引起一片笑声和惋惜声。沈先
生的反应慢一些，等别人的笑声停下来，才听
到他“哈——— 哈”的回应。

那时，大家齐声呼唤沈先生下班吃饭，成
了一天中最欢乐的事情。沈先生作画时精力十
分集中，本来耳朵就听不清，也就习惯性地不

去注意周围的动静。起先，先生旁边的同学在
下班时会提醒他结束工作、准备吃饭，但他经
常听不见，有时不注意就把他落下了。后来大
家想了个点子，就是一起大声喊：“沈——— 先———
生，吃——— 饭——— 啦！”然后就听到从殿的东北角
传来“哈——— 哈——— ”的应答声，大家便知道先生
听见了。这个办法很灵，于是成了惯例，每天
从 同 学 们 发 出 呼 叫 ， 到 沈 先 生 “ 哈 — ——
哈——— ”声结束，下班的程序就完成了。

画论课的课时很少，能和沈叔羊先生这么
长时间朝夕相处，得益于永乐宫的学习。这次
实习使我学到了对一生都有益处的本领和历史
知识，师生间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更有许
多难忘的故事——— 尤其沈先生的言谈笑貌和可
爱的笑声，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幸福感
就是这样在生活和学习中慢慢获得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山东
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

沈叔羊先生的故事
□ 单应桂

刘大为（中国美协主席）

魏百勇从小喜爱书画，他曾从军30年，在部队先
后担任过排、连、营、团各级军官。军旅经历成就了
魏百勇作品泼墨大胆、淋漓酣畅，有大气势大意境且
从不重复别人、重复自己的独特风格。魏百勇对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是喜欢、热爱且有深入的研究的。从精
神层面的研究到具体技能、技巧的运用，再到笔墨上
的锤炼，经过多年的探究，魏百勇无论在实践体认上
还是学理认识上，都有了质的提升，绘画作品也呈现
出自己的风貌，为画坛吹进了一缕清新的春风。魏百
勇的山水画之所以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仅是因为
他有着扎实的传统功夫和认真的学术态度，更是因为
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山水画笔墨语汇的现代表述。

范迪安（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魏百勇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是一个认认真真
面对生活、研究生活、反映生活的画家。所以，他的
作品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到处都散发着具有中华民族
特色的气息。他在晋北部队服役期间所创作的大同风
光系列作品，很多都是在写生地创作完成的，并且在
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成功展出后被大同市人民政
府收藏，建立永久展厅，成为了大同市一张靓丽的文
化名片。魏百勇还是一位特别有时代气息、有个性笔
征的画家，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积
极向上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精神。

杨晓阳（中国美协副主席、国家画院院长）

魏百勇将作品的创新当作一个艺术家的追求，所
以我们看到魏百勇的作品都是新构思新构图，使观者
耳目一新。他转业到山东省美协后创作的《更喜岷山
千里雪》《李清照》《范仲淹》《雄峙天东》《黄河
之水天上来》等就是很好的例证。《更喜岷山千里
雪》2016年入选泰山文艺奖，《李清照》《范仲淹》
入选山东省三个一百美术创作工程，《雄峙天东》不
但在构图上突破了以往画泰山的老模式，并且画出了
泰山五岳独尊的气势和壮美，远看宏伟壮观，近观笔
墨纵横，用笔用墨老辣淋漓，这件作品入选了山东省
委宣传部文化项目“诗画山东”和国家艺术基金2016
年度资助项目“新丝路·新梦想十省美术名家作品巡
展”。近期创作了高近7米、宽6米的《黄河之水天上
来》，这么大的尺幅是很不易把握的，魏百勇没有画
小稿而是直接大笔挥洒，作品是在激情澎拜、大汗淋
漓中完成的，画出了黄河奔腾咆哮的中华魂魄，从中
可感受到他对大画创作的驾驭能力和创作激情。

张志民（山东省美协名誉主席）

我看过魏百勇的好多作品，每幅作品观后都很受
震撼，很受启发。他每次创作都把宣纸当作战场，排
兵布阵般地经营位置，一但构思完成便大笔挥洒，一
挥而就，所以他的作品气象万千而且灵动轻松，使观
者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尤其可贵的是，他的
很多作品是在省美协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之所
以有如今的成绩，一是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多年笔
耕不辍的劳动结果，二是他深入生活寻找创作源泉的
结晶，三是他近30年军旅生涯的收获。

单应桂真情忆师友（五）

魏百勇中国画作品欣赏

济南有个芥英社
□ 李学明

每年岁末，芥英社成员(郭英培、林兵、韩

斌、樊磊、陈涛、姚鹏魁)必有一个联展。2017

年末，展览又在济南荣宝京行美术馆如期举

办。展览虽已结束，但我们仍可在山东省美协

顾问、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李学

明先生的文字当中，感受芥英社的“雅正之

气、清新之气、书卷之气”。

这“芥英”二字大概取其渺小、微小之意。如庄子
所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 小到这样
如同茫茫大地上谁都不知道的一棵无名小草。在这个浮
躁的时代，起一个如此谦卑、内敛的社名，让人觉得此
中意味深长。

芥英社里有六位画家，他们都是从事花鸟画创作
的。中国画里，无论山水、人物、花鸟的创作，都是极
讲究人品高下的，人品即是画品。画里的一笔一画、一
草一木，都是画家心性的外化。人的品操，直接关乎画
的品格、画的气象。这六位画家，他们个个胸次不俗，
风流倜傥，且虚心谦退，正所谓人人是谦谦君子。

从他们的画里，从里向外透出一种雅正之气、清新
之气、书卷之气。画里有书卷气，并非在画面上题许多
的诗或名句，弄不好反而满纸俗气、浊气、恶趣。书卷
气是画家通过读万卷书，胸中有天下奇山水，久之，变
化气质。正如古语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人有了
这种气质，他的言语顾盼，举手投足都是儒雅的，所
以，笔下写出的东西自然高雅不俗。芥英社的六位画家
皆是勤于读书、善于思考之人，而且他们笔端聪明，所
以下笔不落世间画史蹊径。这种气息不是故作的，是自
然的流露。这是每个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都为之向往的
境界。

一个画家，画一生的画，这一生锤炼的就是这一
画，这一画就像中国画给每个画家设下的一道坎，过不
了这个坎，说得天花乱坠，一生也难窥其中堂奥。所以
石涛说：“一画也，无极也，天地之道也。”画史上，
自元明崇尚写意，重画家人文情怀的抒写以来，每个大
画家都是个顶个的大书法家，像赵孟頫、王蒙、倪云
林、黄公望、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等。这些前
贤，从法内求法，到法外悟法，终其一生证得个人笔下
的这一画。芥英社的同道深谙此间三昧，作品讲究书
写，用笔皆自书法中化出，无论尺幅大小，下笔都是意趣，
明眼人自然能从中看出他们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

书画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内修，相内看，相内找，使
自己这颗心宁静下来，不为红尘间外物和名利所羁、所
圄。在解衣般礴中得到清幽自适之乐，在歇息自己灵魂
的这片乐土里，修炼得方寸莹然。从而完善人格，使人生
得以圆满。芥英社六位画家，他们之所以栖遁于世间一
隅，以如此谦卑的态度，敬畏天地，敬畏艺术，因为他们知
道中国画最终的追求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内涵所在，也
是他们超然的处世之道，这也是他们的厚度和高度。

中国画发展到了今天，窃以为在中国人物画里还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山水和花鸟的艺术空间已经被古人
挤占得所剩无几，要再弄出点精彩来，难之又难。但有
芥英社这样六位风流才俊，整日价在一起，诗酒流连、
读书论道、取长补短，看山、看水、看白云，兴寄所
致，解衣般礴，他们将来能在翰墨间弄出一番什么样的
景象来，这是无法想象的。

心迹：赵孟君李志双人作品展
在柏林举办

赵孟君、李志的双人作品展被纳入在柏林举行的
庆祝中国春节的系列活动，展览于1月24日在柏林中国
文化中心开幕。

近一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入德国，用艺术家的眼
光观察、体验德国的历史古迹、风土人情，继而将他
们的所思所想借绘画语言加以展现。他们的作品含有
东西方的双重语境，表现了当下人类社会的困惑与希
望。抽象表现主义符合赵孟君、李志的心向，30多年
来，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求世人能读解，
但求于己心无愧。

综观两位艺术家本此展览之作品，其表现理念、
美学观念、构图、赋彩各有千秋。

赵孟君的画作，秉持了表现主义理念。他没有简
单地凭本能来代替知觉选择，饱含激情的信笔涂抹，
展示了其张扬的个性，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感性形象并
非目的，而是让人从有形的视觉形象中，一步步进入
他精心设下的“迷局”。正像《英国美学杂志》创始
人奥斯本认为的那样，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通过个性

特点的知觉选择方式，通过选择性地抽象，以他的作
品向别人传达他向往的世界，并以此来改变人们观察
世界的方法。

李志，多才多艺，擅装置、能绘画，尤喜画佛教
题材。他说：“对社会而言，艺术家的能量可能是弱
小的，但艺术家对美好事物永怀敬意，并愿意尽自己
的一份力为社会的安宁和人心清静之泉的涌现而运笔
不歇。”他的为人，矜持中有豁达，其绘画作品表现
了对信仰的参悟和对时空的追叙。画面多用近似单色
的褚褐色语调，抽象表现中隐匿可见悲天悯人之情
怀。艺术是精神的产物，是时代的风向标，观古今艺
术之杰作，技法、技巧与画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是作品中的气场、灵魂，重要的是是否超越了自
我，是否具备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灵性。

李志先生的作品，追求表现的即是这一通灵性。
艺无国界，艺无止境。相信赵孟君、李志二位艺

术家，通过对德国及至整个欧州大陆的深入洞察和展
览交流，必将有更深刻的作品呈现给世人。（焦立）

名家点评魏百勇

画家简介

魏百勇 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
委员(驻会)、党支部
书记，《羲之书画
报》执行总编辑，山
东颐心画院副院长。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
美术展览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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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熟了红满天 144cm×365cm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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