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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石是指雕刻有图像的建筑构石，盛行
于中国汉代，多用于墓室、石阙、石祠堂等建
筑。武梁祠画像石是画像石艺术在山东省的代
表性作品，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是东
汉晚期武氏墓地中的三座祠堂之一。武梁祠画
像石虽主要经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方式而成，
但是其内容、构图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绘画性，
集雕刻、绘画于一身，是一种广义上的壁画。
武梁祠画像石早在宋代就被赵明诚的《金石
录》记载，其艺术风格两千年来影响深远，对
当今壁画的创作和教学仍具有启发和引导作
用，值得广大壁画创作者深入研究。

一、武梁祠画像石艺术风格

从画像石的人物造型来看，画面中的人物
采用平面化的方式进行刻画，单纯简洁、厚重
质朴的造型，给人一种天然的古拙美感。武梁
祠画像石这种质朴宏伟、博大雄健的审美特征
代表的正是山东画像石艺术的特点，其艺术风
格与古朴粗放的河南南阳画像石、简洁生动的
陕西画像石和清新活泼的四川画像石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满”是武梁祠画像石的主要构图特点，
其构图以饱满取胜，繁复而不杂乱，紧凑而不
拥塞，严密且不留余白，尽量让画面内容占据
空间。而这种构图特点展现的正是汉代的艺术
审美特征。彭吉象在《中国艺术学》中如此概
括：“‘满’表明了汉代的审美趣味是尽量地
多，多多益善，有一种占有的兴奋。‘满’也
意味着汉代对无限的把握不是一种虚灵的体
味，而是一种具体的观赏，因此尽管是神话，
也被画得如此具体，尽管是历史、是传说，也
如在目前，栩栩如生。”（彭吉象著：《中国
艺术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50页）

二、武梁祠画像石与传统绘画的关系

武梁祠画像石采用青石材质，底纹大都以
横斜纹、对角斜纹和竖斜纹，以平面减地又加
阴线刻的技法来雕刻，这种技法能够使得图像
中的形象内容十分突出，又具有明快醒目的特
点。用线来表现人物造型是中国艺术最主要的
特点之一，而武梁祠画像石的用线能够增强其
节奏感、装饰感，就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有
的线不一定是客观实在所有的线条，而是画家
的构思，画家的意境中要求一种有节奏的联系
使形象表现得更美，同时更深一层地表现内容
的内部节奏。”（宗白华著：《美学散步》，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页）注
重线的表现性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大特点之一，
这点在壁画中显得尤为突出，从顾恺之的作品
到永乐宫、法海寺壁画，线条都是最基本的造
型手段。另外武梁祠画像石在线的基础上又通
过雕刻的力度、节奏、韵律等体现出与中国传
统壁画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的审美特征。

武梁祠画像石整体上展现出一种完美的二
维平面化特征，浅浮雕的表现手法极具装饰
感。但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乃是主观的选择，
并非由于技艺的落后。而这种艺术形式的“选
择”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式，是由中国传统艺
术的审美所决定的。（Benjamin March(本杰明·

马屈)，“Linear Perspective in Chinese Paint-
ing，”Eastern Art,1931,no. 3,pp. 113-139）武梁
祠画像石所采用的透视方法正是中国传统艺术
框架中的“散点透视”，能够将不同时间、空
间、地点的事物集中表现在同一画面之中，与
壁画的表现语言相同。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艺
术家将不同的观察视角表现在同一画面中，使
观者可以“游览”，如五代《韩熙载夜宴
图》，艺术家采用记载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将
各个事物串联起来，并不拘泥于物象的具体位
置，而是将物理现象与艺术家的心理现象结合
起来，达到“咫尺天涯”的审美感受。

三、武梁祠画像石对壁画教学的启迪

1 .壁画与建筑空间的关系
著名壁画家袁运甫曾讨论过壁画与建筑空

间的关系，认为“壁画由于画面宏大，它对空
间的巨大覆盖力，以及其视觉作用的潜在面的
影响，着意审视壁画与建筑空间的而对应关系
是尤为重要的。”(袁运甫著：《袁运甫悟艺
集》，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8
页)武梁祠画像石其画面内容与整个祠堂建筑关
系具有非常强烈的对应关系，其布局具有严格
的空间方位意义。祠堂顶部主要刻画天上神
灵、日月星辰和祥瑞图等，主要表现天上世
界；两边侧壁最高处的山墙刻画了东王公、西

王母等仙人画像，代表汉人们向往的仙境；祠
堂其它部位从上而下依次刻绘历史故事和生活
场景，如其两侧墙壁的画像分上下四层排列，
除最底部主要是宴饮和车骑图外，其余部分主
要是对历史故事人物的刻绘，如古代帝王图、
列女图、孝子故事图、刺客义士图等。汉代神
仙方术思想盛行，人们普遍追求死后升仙，武
梁祠画像石中的布局体现的正是汉代人的宗教
观和生死观。上下不同层次图像内容反映的则
是儒家伦理道德，表现了武梁作为一名儒者，
通过“精心挑选的历史模范人物，教导他的遗
孀、子孙、亲戚和仆人们按照正确的儒家的规
范行事。”（巫鸿著：《武梁祠：中国古代画
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6年）

壁画与建筑环境关系紧密，建筑环境对壁
画布局具有制约作用，武梁祠画像石内容的布
局与整个祠堂建筑完美契合。当今的壁画设
计，应依附空间环境去认识和把握，维护建筑
空间的完整性。
2 .武梁祠画像石的叙事特征

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艺术
叙事应该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观
点，他认为：“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
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德)莱辛著：
《拉奥孔》，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

20页）武梁祠画像石内容丰富，其中的历史人
物故事图，带有强烈的叙事性，其叙事方法和
特征令人瞩目。

武梁祠画像石人物故事叙事多注重选取代
表性故事情节来刻绘。如《荆轲刺秦王》中，
左边的荆轲头发直立，被抱住不能脱身，右边
的秦王仓皇失措，而画面中心是荆轲用力掷出
的匕首，匕首正飞过中间的柱子，下一刻匕首
是否能刺中秦王，还是中途掉落，这些则留待
观者去想象。壁画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其
叙事应该尽量选择高潮来临前的片刻，而不应
该选择情节的顶点，因为“到了顶点就到了止
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
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
能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较软弱的形象，对
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
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
步。”（(德)莱辛著：《拉奥孔》，北京 商务
印书馆，2016年，第20页）

四、结语

武梁祠画像石内部装饰内容丰富、雕刻精
美、布局严整，是汉画像石艺术的巅峰之作。
其人物造型质朴宏伟，画面构图饱满，呈现完
美的平面化，极具装饰感。以线造型和散点透
视表明其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今壁画的教学中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教学
模式与理念，要求我们对传统艺术形式有传
承、创新、发展，而武梁祠画像石的艺术表现
风格，其与建筑环境的对应和叙事特征是当代
壁画教学值得借鉴的。在壁画教学中，学员可
以通过对武梁祠画像石的学习解析，从而对中
国传统艺术和山东地域性艺术有新的感悟和认
知，进而创造出符合当今时代的壁画艺术作
品。（作者：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孔聪）

中国传统壁画教学中艺术风格的探索
——— 以武梁祠画像石为例

或红或黑的衣装之上，是一颗硕大的光
头，目光旷远、深邃、锐利，嘴上喜欢叼着
一个烟斗……这些符号构成了外在的刘光。

透过那些虬劲豪迈、老辣奇绝的线条和
混沌迷惘、神秘玄妙的墨色，以及陶瓷和紫
砂上的灵思飞扬，我们走进刘光的精神与思
想，那是一个质朴、饱满、包容的高拔境
界，充满生命与艺术的张力，具有无限的可
能性。

在一本作品集上，刘光这样说：“真正
的作品是生命过程中体验和创造的总和。因
此我说：我的真正意义的作品，就是我本
身。”

书与画

很多人知道刘光是个书法家。旁观者似
乎能听到他笔下有风声呼呼作响，真是力透
纸背。写到兴奋处，他会跳起来，仿佛已经
和大字融为一体，在宣纸上舞蹈。

他是用生命在书写。
刘光具备了成为优秀书法家的诸多因

素：受传统文化和家庭环境的熏染。其出生
地聊城文化底蕴厚重，父亲写得一手好字，
从四岁开始，父亲就教他练字，练就了一身
“童子功”；高中时给乡亲们写春联、在村
里写大标语，当民办教师时写黑板报，在赞
誉和肯定中，他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和
兴趣；有名帖和名师的指引，路子走得正，
根基打得稳。立志要当一名书法家后，他开
始长期艰苦的临帖，并在调到济南后，拜娄
以忠先生为师。

从小随频繁调动工作的父亲到处闯荡，
再加上21年的军旅生涯，使得刘光具备了雄
健、硬朗、坦荡的特质，骨子里有一种不安
分的因子，导致他总想去探索、去发现，去
走向未知的远方和高度。

于是，从古延绵至今的汉字，在他笔下
呈现出独特的景象：既气势磅礴又变化莫
测。一个朋友评价说：“刘光的作品有股豪

气、猛气、大气，透着阳刚之美，带着正大
的气象，非此人不得写此书。”他的书法路
子特别宽，甚至可以“倒书”。但是，万变
不离其宗，大家一看就是刘光的风格、刘光
的气度。“写字一定要讲究速度、力度、角
度，它们构成了独特的节奏，这节奏是所有
矛盾、所有对比组合形成的一种既有规律、
又没有规律的东西，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掌
握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就能写好任何
字。”刘光如此说。

刘光从书法领域进入绘画领域，是性格
使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主攻中国水墨
人物画。中国的书写手段与绘画手段一致，
“线”是中国书画造型的基本形式。学习绘
画，提高了刘光书法描摹物象的表现力和生
命力。但把二者真正融为一体，花去刘光约
十年的时间。

在刘光的工作室，琳琅满目的陶瓷、紫
砂，构成了他另外一个艺术世界。触类旁通
带来的豁然开朗，使他在进入山东艺术学院
工作之后，开始尝试着走出宣纸的束缚，在
陶瓷和紫砂等材质上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
探求自己的艺术理想。这样起到了“一石三
鸟”的效果：一是为自己的创作提供了全新
的载体，反哺了宣纸上的书法与绘画；二是
聚合“学院派”力量，进入传统工艺领域，
提升了其艺术水准；三是为新美术思潮的诞
生开辟了新路，引领了新风。

那些本真古拙、禅意妙思的人物，那些
铮然有声的汉字，被刘光刻在紫砂上，绘在
瓷器上，既保持了原来的韵味，又更加立
体、简洁。在融会贯通之中，刘光从量变到
质变，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

正与反

有人说刘光的书法作品气场很大，有包
罗万象之感，既可以看出传统的经典笔法，
触摸到鲜活的文化精神，更加难能可贵的
是，有心有灵犀才能领会的意外和奇趣。

这种意外是怎么带来的？是综合思维之
外的逆向思维带来的。

“倒书”，是刘光逆向思维的具体体现
之一。很多人都见过刘光的“倒书”，只见
他铺开宣纸，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笔触如
一条决堤的大河，恣肆奔涌，左冲右突，一
气呵成。刘光“倒书”有几个特点，一是凡
是中国字都能写，二是所有字体都很熟练，
三是可以左右开弓，挥洒自如。

“字需熟后生，画需生外熟”，刘光借
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自己“倒书”的缘由。
他说，“倒书”就是为了破除自己书法创作
中的僵硬模式和惯性思维，为艺术创新探索
一条路子。

“倒书”要以深厚的传统功底为基础，
在吸收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后，再力图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绝不是猎奇
和炫技。刘光认为，中国书法和绘画都是线
条艺术，所有形式都是为了让线条有强大的
生命和丰富的情感。绘画可以不分上下左
右，完全根据画家的心境和画面需要而定，
书法为什么不能？只要书法家有对线条的充
分把控力，能够和线条的灵魂对话，“倒
书”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倒书的过程中，刘光一直采用和传统
中锋用笔不同的逆锋行笔，视觉效果变了，
结体变了，质感变了，速度、力度、角度也
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构图和
线条。也许，从反面看自己的作品，他才发
现了其中的弊端和谬误。再把得到的启示用
到正面书写中，困惑和难题迎刃而解。

在考虑书法“正”与“反”的同时，刘
光还特别注意绘画中的“加”与“减”。
“加”，就是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艺术
成果，而“减”就是要回避简单的重复与模
仿，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思想。“我50岁之前
一直在做加法，50岁之后既要加也要减。到
了最后的阶段，很可能回避比借鉴还重要。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画家，难以逾越，但

现在我们有很多优越条件可以利用，做一些
古人想不到、想到还做不到的事情。”刘光
说，“倒”与“减”，是为了尝试站在另外
一种角度审视自己、审视艺术、审视人生，
这对自己艺术修为和自我人格的完善，肯定
有积极的作用。

而要否定自我，跳出俗套，需要一种多
么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闯高峰的勇气啊！这
是真正稀缺的艺术资源。

技与道

刘光是一个诙谐幽默、坦诚直率、善良
智慧、精力充足的人，他能把生活中的很多
细节幻化为趣味、机智和禅意。这在他的艺
术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他说，“技”与
“道”是艺术的两个层面，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但“道”才是艺术家追求的最高
境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墨和技
术是不可或缺的载体，但真正让它有灵魂的
还是品格、思想、精神，是“道”。艺术家
和哲学家一样，要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我是谁”，作品才会体现对人类命运的
终极关怀，这是“大道”。

字如其人，画如其人。艺术家应该有综
合修养、文化底蕴、生活基础、丰富想象、
艺术天赋和充沛感情等，刘光把这些称为
“因”，而艺术作品都是“果”。“因”越
深厚、越丰富，“果”就越大、越多。

“我是一个过程主义者。过程本身就是
一种实践。通过实践，使自己的人生观和艺
术观趋于一致；再使自我生命和宇宙规律趋
于一致，技就会上升到道，上升到境界，上
升到格调，上升到终极关怀……”刘光常常
遐想自己是一个小宇宙，而自然是一个大宇
宙，艺术的光彩从自己内心向外辐射，如涟
漪慢慢扩散，和大宇宙融为一体。渺小的自
我和个体，顿时可以俯瞰世界，胸襟里容得
下万千气象。

所 以 他 把 自 己 的 艺术风 格 定 位 为
“大”，尺寸大，容量大，气势大，当然也
可以以小见大，这是一种宇宙观支持下的艺
术观。

刘光的书法已具大气度，他还在以“宇
宙洪荒”为主题，进行大水墨画的创作。按
照中国画的传统，人与自然很亲近，水墨也
“可游可观可赏可居”，但是现代人由于贪
欲，对于大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刘光想
通过水墨，为人类描述一种境界：从现代文
明的这一头，往生命浑沌初现之时走，那
时，人类非常微小，没有力量来改造自然，
二者和谐相处，天地之间一片安详……

在混沌迷惘的水墨深处，毕竟还有一丝
光亮隐隐闪现，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
“大道”，以及在大道上不断探索留下的深
深足印。

刘光 1958年生，山东省东阿县人，毕
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山东
艺术学院教授，书法、陶瓷刻绘与修复方向
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艺术学院书法艺术研
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现代刻绘艺委会主任，学
院派紫砂刻绘研究会会长。

刘光：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自己
□ 郝桂尧

有啥说啥

岳海波中国画新作展

“产品说明书”

这批“产品”大部分是在十天之内“生产”出来的。
当然，“原料”的收集可能长了点，琢磨了有一阵子了。
这批画想解决自己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从学院式的造型
中往传统里走一走，把造型准确往“有点意思”上靠一
靠，把造型好看往“有点味道”上靠一靠。“味道”的东
西，需要我们去体味。我把这一阵子的“体味”强加到了
这批“产品”中，也不知体现了多少。二是想在这批“产
品”中体现出我性格中“不正经”的因素，以及我对人
生、生活、社会的感受。“传统笔墨的当代呈现”——— 这
是各家各派都能接受的一个命题，这句话体现了两个意
思，我觉得一是传统笔墨演化到今天在技术层面上发生了
一些变化，比如平面化，比如几何形体的运用，比如水墨
元素的提炼、归纳使用等等，总之当代的水墨更注重艺术
本质的纯粹性。二是，今天的绘画必须和相处的时代发生
关系，每一个有个性的画家把你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
就是社会的共性。如果你的绘画和你的时代是风马牛不相
及的，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总之，我想在我的这些小画中，在我原来的基础上，
在造型的“味道”和线条的“意思”上，内心对社会的表
达上，甚至在绘画风格的纯粹性上能有一点提升。当然，
要是能有一些提升就太好了。“产品说明书”也不知道说
明了没有。

感谢那么多要感谢的人。鞠躬吧！（岳海波）

岳海波，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
美协会员，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
协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主任。中国美协十二届全国美展评
委，中国美协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全国美展评委，中国美协
综合材料绘画特展评委，中国美协首届综合材料绘画双年
展评委。

主办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大舜美术馆 山东商报
展览时间：8月4日-18日
展览地点：济南市大舜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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