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学仁

魏启后先生，在现当代中国艺术界乃至

文化界堪称“现象级”的存在。他以恢弘博

雅的学识，卓荦不群的书风名垂后世，被誉

为第一流的文人、真正的书家。

因家父与魏先生相善，多年来，二位多

有诗文唱和与书信往还，我才有机缘得以自

幼厕身先生门墙，日沐春风。不惟如此，二

十年前，为先生整理出版第一本传略，深为

先生激赏。其后我到欧阳中石先生主持的书

法重镇深造，把魏启后先生作为毕业论文的

选题，完成《晋元斋墨迹研究》，并顺利通

过答辩，这是国内第一篇以魏启后先生的书

画艺术作为个案研究的毕业学术论文。中石

先生看完论文后深情地说，魏先生是他辅仁

大学的校友，更是学长兄；魏先生的人品和

艺品为世人所重。欧阳中石先生让我一定在

魏先生百岁纪念的时候，在论文的基础上再

把研究推进一步，一起为他故友学长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年是魏先生谢世十周

年，明年是他的百岁诞辰，基于以上的种种

过往，我不揣简陋，把多年来对魏先生艺术

的理解和感悟敬陈如下，求教于同道与诸方

家，作为魏老百岁纪念研究的阶段成果。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在魏先生的艺术道路上，启功先生是一

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魏先生和启功先生

相识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启功先生在辅仁

大学教书，他们有这样一层师生关系。启功

先生比魏启后年长8岁，他们声气相投亦师

亦友。在80年代末“山东五老”书法展览举

办前夕，启功先生专门为这次展览题写了一

首七言绝句，最后一句是“笔影墨舞有余

师”，这当然有对老友举办展览的肯定，

但其中更多的是对魏先生艺术的高度认

可。家父也曾不止一次讲起，他能够与魏先

生结缘是由于启功先生的介绍。记得当时因

为举办活动请启功先生题写展标，当启先生

得知是魏先生同乡，就郑重推荐魏老，他说

山东魏启后先生字比他写得好，应该请魏先

生写。启功先生曾经不止一次这样对人说，

以至于有人以为是启先生的戏言，其实不

然。记得有一次谈及与启功先生的过往，魏

先生拿出几通信札，他说从辅仁大学毕业

后，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去北京看望启功先

生，他们之间就靠书信来通情愫、商学术

道契阔。信的内容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就

是启功先生对魏老艺术的高度评价，其中

有一段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在信中启功先生

这样写道：“启后学长兄，去年累奉手教，

俱以事冗病多，迟复忘复，罪不可逭！尊赐

草书诸幅，直逼明贤，悬诸壁间，见者叹

赏，谓非眼界富，腕力强，功夫深者，不克

臻此。”此外，启功先生又在信中谈及他的

好友，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当年去小

乘巷拜会启功，见到启功先生书桌上摆放的

魏启后先生从济南邮寄来的近作，于省吾先

生叨叨然大为评述，以为结体新奇，当今某

老犹所不及。启功先生说当时于老很喜欢其

中一张作品，恳请启先生转赠给他，晚上

离开启先生住所的时候，还千恩万谢唯恐

启老不与也。启先生在文化界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他不轻易臧否人物，他对魏启

后先生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绝非泛泛褒

词。然而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魏启后先

生却从不轻易示人，更不以此炫世，而是

将它深藏书斋。在我印象中，魏启后先生只

是在1986年出版的书法作品集中，把启功先

生在信中对他指导的语句用在自序里，“书

学二王，着老米意，自运有古法，庶几可

成”。魏启后先生称启功先生为老师，启功

先生则在书信中和很多写给魏先生的作品上

称魏老为“学长兄”，他们二人从40年代相

识相知，直到启先生去世，两人的情感和友

谊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在艺术倾向上有很

多相通之处，比如在对学习前人墨迹的问题

上，启功先生主张“平生师笔不师刀”，

启后先生则提出了“看墨迹真貌”；启功

先生还把自己的传世之作《论述绝句》书

稿专门寄到济南请魏先生提出修改意见。

这些种种过往，在魏先生百年纪念研究论

著中有详细的记述。

春秋可鉴 月旦尊贤

在兰亭中国书法博物馆，镌刻着中国当

代书坛中有重要影响的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的名字。迄今为止，中国书法兰亭奖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有6位，他们是启功、王学

仲、沈鹏、李铎、欧阳中石、孙其峰这6位

先生。而当年兰亭奖评选的时候，魏启后先

生已获得唯一提名，但就在评选前夕魏先

生遽归道山，这与仅能评选在世书家的要

求相左，所以魏先生就没能拿到这个奖

项。不过这对魏先生巍峨自立的艺术成就

来说太微不足道。而这几位兰亭奖得主无

一不对魏启后的人品艺品推崇有加。1985

年，魏启后先生65岁。在他经历了60年代

对章草的研习，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米芾

书意的神遇而迹化，进而形成自家面貌之

后，魏先生又再一次回归经典，重温“二

王”。当时魏先生创造性临摹了王羲之的

《上虞》《王略》与《乡里人》三帖，在后

面的题记中魏先生这样写道：《王略帖》字

势圆紧，神气畅足，又极雍容宽缓之致，与

兰亭同调，米老重之如此，真慧眼也。《乡

里人》帖放逸博大，清雄绝尘，格在司州丧

乱诸帖之上。《上虞》帖与《王略》帖近

似，近出古摹本，墨迹亦佳。乙丑年冬晋元

斋晴窗魏启后临并记。我们不要忽视一点，

魏先生是一位传统意味浓厚的文人，他的文

笔清新俊逸，摇笔散珠，光华四射。魏先生

从不率尔操觚，但出手必为绝响。他对艺术

的分析鞭辟入里，充满了哲理和大智慧。

1987年，魏老的挚友沈鹏先生见到这张作

品，大为激赏，但同时也颇感为难，因为

当时出版社计划为魏先生出版一本新作品

集，想请沈鹏先生题词增辉。沈鹏先生最

后把自作诗题《淳化阁帖》七绝跋在了三

帖的结尾处，沈鹏先生这样写道：“浑如

璞玉美如金，一帖原觞直到今。飞燕玉环皆

丽质，爱书要在览书林。启后道兄以所临上

虞、王略、乡里人见示，风神俱足气度不

凡，又时见米老天真超迈之流韵，所谓书如

其人，启后道兄之风采跃然纸上矣。尔于钦

羡之余，录近作题《淳化阁帖》七绝以求

教。”我们知道，王学仲先生是徐悲鸿先生

的高足，在诗文书画领域均有独到的创建，

他对魏老的艺品也是推崇有加，在我出版魏

先生的第一本传略时，他曾专门为此题写了

七言绝句28字，对魏先生的艺术予以定位：

昔窥大草赫王铎，雅有行书步米苏。霁月光

风临历下，丹青晚涉方方壶。启后学长兄淹

博书画，陶淬诸家，所作悉有法度，洵齐鲁

才士可以传矣。此外还有我的导师著名书法

家欧阳中石先生当年得知为魏老传略出版，

写下了“稷下学者，晋唐风流。济南名士，

籍入春秋。敬为启后学长兄颂。中石拜”这

四句话，并专程赶往济南，亲自把作品送

到魏老的府上。特别要指出的是，著名学

者、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书画鉴藏领

域独具慧眼，这一方面源自他深厚的学

养，此外还因为他在书画领域广富收藏。

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客厅内摆放着

一张魏先生手书家父与季老交往的七言绝

句。记得季老第一次见到魏先生的字，他

说早就知道魏先生的名字，虽然素未谋面

但现在见字如晤，魏老的作品我很喜欢，

他的字很有味道。

独持偏见 一意孤行

在魏启后先生的求学时代，科举制已经

废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当时写字已经

不是进身之阶，更不是糊口之具，所以在这

门艺术的探索中，除了对艺术的追求之外，

别无他想。魏先生过去曾经谈及自己的童

年，他说自己小时候比较顽皮，是个很随性

的人，不爱受太多的约束。到了真正接触艺

术建立起艺术自觉的时候，他对自身艺术的

追求与倾向有着清晰的判断。在审美意识与

情趣上，他从来与伦理美、功利美无缘，而

是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追求中形成了对自然

美、形式美的崇尚。魏启后先生的书房叫

“晋元斋”，这三个字高度反映了他对书画

艺术的追求与倾向。在书法的审美追求上他

把目标放在晋，在绘画的审美追求上主要侧

重元人的绘画。上面提到的“晋”，是包括

同时代的以钟王为中心的艺术体系；所谓

“元”，是包括以宋元文人画为中心的绘画

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艺术观点和

实践与当时陈旧的体系所格格不入，不被人

接受和理解。记得在一首自作诗中，魏先生

发出了“隔岸芙蓉无客赏，白首灯下写秋

塘”这样的喟叹。当时有人规劝他，甚至指

摘他，但他始终没有丝毫动摇过自己的追

求。他曾说，不接受错误的指导才是最好

的指导。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是他坚持艺

术自由思想、董道不豫的真实写照。魏先

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虔诚，对艺术纯度、

高度与精度的孜孜以求在现当代中国书家中

并不多见，这足以让我们对魏先生报以足够

的敬意。

“画须清似水，书欲动如云。乐为竹写

照，素与兰同心。”书为心画，画为心声，

启后先生的这首自作诗是他书画创作的毕生

追求与真实写照。纵观魏先生的作品，他的

真书多隶意，草书多章草法，行书近米元

章，都有着属于他自身的鲜明艺术特质。他

早年醉心于“二王”钟张体系。中年研习章

草，研习真书，探寻汉字楷化过程中的书写

意趣。他以此创作了一大批以真书为体材的

书法作品。这类作品，集中反映了汉字由隶

到楷的变化，既有楷书的架子，又有隶书的

笔意。可以说魏先生创作的真书作品，既有

高度的艺术性，也有高度的学术性。魏先生

在对书法传统的学习和借鉴上，注重取法乎

上，对宋以后的东西就吸收得很少了。他认

为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在晋，宋以后逐渐式

微。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理解他对米芾的研究

与学习呢。米芾是集古的高手，特别是对二

王的作品，很多传世之作现在学界基本认定

为米芾所为。魏先生学米是把米作为桥梁，

视米为同学，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有共同的

老师即“二王”。魏先生的书学思想决定了

他的艺术道路，在长期的临摹与创作实践中

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面貌与鲜明特质。在从学

书的最初阶段，就摒弃了有清以来金石碑版

的陈旧体系，书法资料的选取上，他一步到

位看重墨迹真貌。他认为由于当时工匠水平

的参差不齐，加之日晒风化且又多次翻刻造

成的失真，坚信刻本不能反映书写的真趣。

他曾笑言，书法毕竟是纸和笔的关系，不是

刀子和石头能表达出来的。直到结识启功先

生之后，他将启功先生“平生师笔不师刀”

的立论提升到“看墨迹真貌”。这个观点，

得到了启先生的激赏。“朝餐怀素苦筍，夕

服大令鸭丸。四壁钟张羲献，梦里米家画

船。”这四句话，是魏先生在书法艺术探索

道路上的高度总结。在我搜集魏先生早年的

书法作品资料中，曾经有幸得见于他70年代

为同道临摹的一桢《苦筍帖》，作品长三尺

有奇，墨色流美，气焰腾腾慑人，达到了创

造性临摹的顶峰。私谓平生所见魏先生作品

未有超越此幅者。每每展对，都被他对使转

的高水平驾驭所深深折服。在绘画方面，魏

先生一直坚持文人画的艺术倾向，我们知

道，中国书法艺术到晋代就进入了成熟期，

反映在自然美上，也体现在形式美中。赵孟

頫曾说：“学书之余，戏弄小笔。”用这句

话来形容魏启后对绘画的学习颇为贴切。他

把书法意象美的追求融入到对绘画的追求中

去，在学习中，他始终将文人画奉为圭臬。

他取法文同、大小米、赵子固、倪云林、柯

九思，而对院体的东西一概不吸收。沈鹏先

生曾在一篇为魏先生书法集撰写的数千言长

序《论酒无人劝》中谈及对魏先生绘画艺术

的认识，他说魏先生的画作是典型的文人

画。这一观点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可。但是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文人画的认识，着力

点在画外，认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是文人画

的特质，忽视了对文人画笔墨本身属性的判

定与探寻。其实，文人画并非只强调文人的

属性和内涵，而更强调笔墨本身。不难理

解，一个不会绘画的文人，他笔下的画绝对

不是文人画，这个问题在魏先生百岁纪念研

究论著中有重点论述。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予生也晚，对魏先生的道德文章不敢妄

赞一辞。以上云云，都是往昔的亲眼所见与

亲身经历，都是平素长期关注的些许体会。

魏先生是一种“现象级”的存在。我们知

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把自己的

作品分赠友好分文不取，这除了因为他有着

宽宏慈悲的襟怀，更有对自己艺术的无比自

信；他没有分别心，对朋友一视同仁，是

一位让所有人提起来都能交口称赞的大书

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坚持不让自己

的作品涨价，为的是能让更多人能够拥有

他的作品，这在同时期并不多见抑或仅

见。“人皆汲汲，余独徐徐，超然物外，

谈笑乾坤。”终其一生，魏先生从未将书

画作为职业，他早年从辅仁大学肄业，后来

回到山东济南参加工作，当过老师做过银行

职员，他没有任何事功之心名利之想，书画

艺术对他来说实为余事，或许正因为如此，

余事亦卓然自立。

魏启后先生是山东的骄傲，也是这个时

代的骄傲，代表了书画艺术发展的新的时代

高度。魏老是我的启蒙老师、领路业师和精

神导师。在济南读中学的时候，我曾请先生

用真书为我写了“焚膏继晷，以续霜晨”8

个大字，如今依然高悬座右作为座右铭。有

一次回济南看望魏先生，见到魏先生把这几

个字用卡纸抄录下来放书房里自勉，他给我

说自己很喜欢这几句话，是他生活的真实写

照。魏先生习惯每天晚上写字，白天休息，

早上接待来客，笑称自己“颠倒黑白”。今

年适逢魏老离开十周年，明年又是他的百岁

诞辰，作为晚辈后学，认真总结弘扬先生的

艺术和思想，庶几可以嘉惠学林告慰先贤。

愿我们以最大的虔诚真正在学术层面上重新

审视和定位这位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高峰。我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魏启后先生会有更多的

知音，他的艺术会比他的生命更加久长，在

中华文化和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一定会

镌刻上魏启后这三个熠熠生辉的大字，我们

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本文作者系青年学者、书法家)

承续前贤 有启后者
——— 大家魏启后先生书画艺术摭谈

魏启后（左）先生看望启功先生

欧阳中石先生敬为启后学长兄颂

本文作者学仁中学时代在晋元斋看望魏启后先生 魏启后先生书学仁自勉语

魏启后先生意写鹊华秋色
20年前魏启后先生写《鳜鱼图》并赋长跋记述与家父
的情谊

魏启后先生临《上虞》《王略》《乡里人》三帖并沈鹏长跋

“魏先生的作品我很喜欢，他的字
很有味道。”

——— 季羡林
“启后学长兄，去年累奉手教，俱

以事冗病多，迟复忘复，罪不可逭！尊
赐草书诸幅，直逼明贤，悬诸壁间，见
者叹赏，谓非眼界富，腕力强，功夫深
者，不克臻此。”

——— 启功
“昔窥大草赫王铎，雅有行书步

米苏。霁月光风临历下，丹青晚涉方
方壶。启后学长兄淹博书画，陶淬诸
家，所作悉有法度，洵齐鲁才士可以
传矣。”。

——— 王学仲
稷下学者，晋唐风流。济南名士，

籍入春秋。敬为启后学长兄颂。
——— 欧阳中石

“启后道兄以所临上虞、王略、
乡里人见示，风神俱足气度不凡，又
时见米老天真超迈之流韵，所谓书如
其人，启后道兄之风采跃然纸上矣。
尔于钦羡之余，录近作题《淳化阁
帖》七绝以求教。”

——— 沈鹏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盛赞魏启后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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