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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夕拾 综合

“气墨”是笔墨语言的未来 吕国英

在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的语境
下，文艺创作面临不少挑战，最为突出的是有
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究其原因，或
涉诸多方面，比如，浮躁、拜金；比如，克隆、抄
袭；还比如，媚俗、功利。从认知与实践论观点
看，在除“疾”去“病”的同时，找到上质量、攀高
峰的“载体”与“工具”，并创制应用之，是获得
突破的关键所在。

人类文明史，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不
断创制工具、发现与应用载体的历史。科学探
索如此，文艺创作亦然。

绘画艺术缺高峰， 笔墨问题
首当为责

以绘画艺术言，笔墨（水墨、彩墨、水彩、

油彩）是绘画的基本元素，也是构成画面的核
心要素（国画创作尤为如此）。从绘画实践观，

笔墨境界之高低，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也左
右着艺术审美。笔墨高致则作品雅，笔墨谄媚
则作品俗。正由此，笔墨承担着作品载体之使
命。

毋庸讳言，当今绘画艺术无质量、缺高峰，

笔墨问题首当为责。 这些问题表现形式多矣，

突出呈现在“陈、俗、脏、假、乱、死”六个字上。

“陈”就是陈旧腐朽，“俗”就是谄媚逢迎，“脏”

就是污浊龌龊，“假”就是虚情假意，“乱”就是
混杂无序，“死”就是呆板僵硬，毫无灵动。“死”

是问题的根本，也是笔墨问题的“罪魁”。

如何令笔墨进入清新、高格、纯净、融合、

朴真与灵动？或者，高境界之笔墨又该是一种

怎样的笔墨？ 从笔墨的生发与演变发展中，

我们似可寻出端倪。

从绘画艺术史看，笔墨发展演变迄今经
历了线墨、意墨、泼墨几个阶段，这已几近共
识。线墨就是工描之墨，与求形状貌相牵；意
墨就是意象之墨，与寄情寓意相契；泼墨就
是抽象之墨，与挥洒心绪相合。“三墨”之后，

或由“三墨”交互、融合、延伸出现的，是“三
墨”合一。在承载艺术形象中，这种“三墨合
一”之墨，突破既往笔墨诸法与技巧限制，追
求笔墨浑朴天成之趣，呈现朴茂之境，表达
朴拙之美，意为“朴墨”。朴墨具有朴本之真，

与朴拙归真相宜。

显然，对笔墨的认知、实践与探究，艺
术史上经历了由萌芽到初级、 由初级到高
级的过程， 也必将经历由高级到更高一级
的境界或过程，尽管每一时段不尽相同，或
出现反复， 但向更高方向前行始终是大势
所趋。依此思路与逻辑，笔墨已经呈现了由
线墨到意墨，由意墨到泼墨的过程，最终将
由泼墨、朴墨进入气墨，这是笔墨的高级形
式， 也是迄今可以预见的笔墨发展的最高
形式。

按笔墨载象论，笔墨之变所带来的是艺
术之象的改变， 线墨所承载的是具象艺术，

意墨所承载的是意象艺术，泼墨、朴墨所承
载的分别是抽象艺术与真象艺术， 那么，气
墨所承载的就是灵象艺术。简言之，从具象
到灵象，艺术之象攀登高峰；从线墨到气墨，

笔墨载体构建“天梯”。由此，中国绘画史，也
是关于笔墨探索与演变的历史。

气墨是一种怎样的笔墨

气墨是什么？

先说“气”字意涵。气之原字始自甲骨
文，由“三横”构成，形似“三”字，上方“一”代
表宇宙混沌初始；上方“一”与下方“一”合在
一起“二”代表天地；在“二”之间加一短横代
表天地之间的气流。为区别于数目“三”字，

金文与篆书将上下两横分别写成折笔，并强化
笔画的流动之态，成为象形之“气”。由气引申
之“氣”，为“气”“米”合并之字，表达人之吐纳
与血气、体液运行。由是，“气”为宇宙元气，亦
为人之精气。再说“墨”字之名。“墨”从黑从土，

仓颉会意造字，古来惟指黑色颜料。以书画与
审美论，立原色之本，矗万色之母；点墨如漆，

深邃遥千古；独色称雄，淋漓染天下。

气， 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核心要义之
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蕴含着宇宙万物
的玄妙与秘笈，承载着传承人类文明的觉悟与
智慧， 在漫长的自然与人文科学发展进程中，

不仅为古今哲学所 “殚精竭虑”， 也为自然科
学、医学、景观学、宗教学所“顶礼膜拜”，并为
美术学、画学、审美学所“高擎”，始终闪烁着旺
盛不竭的勃勃生机与熠熠生辉的精神光芒。道
学论：冲和之气源生万物；儒学称：血气先天之
禀；释学悟：行深禅境洞彻光明。“气”也为中国
思想文化先贤、 学派巨擘与艺术大家所仰论。

董仲舒著：元气一元论；孟子述：养吾浩然之
气；谢赫思：气韵生动“六法”之首；刘勰感：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陆机念：精骛八极，心游万
仞；黄宾虹言：画以气胜；吴昌硕语：苦铁画气
不画形……

不言而喻，气为天地人本之源，气之交感是
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墨为色相之本，呈万变之
象。气墨，既为气墨合一，也为笔墨之态；既为笔
墨演变发展的最高级阶段， 也是呈现艺术大美
的载体。一言概之，从线墨到气墨，灵象可望“现
身”，从具象到灵象，笔墨实现至纯至精。

笔墨走向气墨，是艺术审美
之期待

要说明的是，万物皆有三态，笔墨除各自
的自然形态（固、液、气）外，在漫长的演变发展
中，历代艺术先贤所创造的种种笔法、墨技，也
为一态，因早已成“形”定“格”，为后人学步、研
习之范，故在技术层面，可称技术状态。而上面

所归纳探研的线墨、意墨、泼墨、朴墨、气墨，是
以艺术之态承载艺术之象， 可称艺术情态。笔
墨的自然形态、技术状态与艺术情态在最高处
汇合，形成天地人的跨时空统一、超境界审美，

或许就进入了气墨之境。

应该说，近现代以来，中国美术一直在焦
虑、反思、借鉴与自我改造中，艰难、犹豫且徘
徊前行，履行着继承、借鉴、探索、创新之执着。

几近与文学艺术创作历程相同， 新时期以来，

出现了传统派、改良派、改造派、西化（画）派、

结（融）合派、实验派等，构成这一时期中国美
术之交响。在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及当代艺
术冲击下，以及在“中国水墨穷途末路”论、

“西方架上绘画死亡”论语境下，出现了观念
艺术、影像艺术、综合材料、装置艺术、跨界艺
术、多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多种感觉
并重）艺术、实验艺术，也令此语境下的中国
美术，既建构，又重构，既无所适从，又生机盎
然，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上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以来，伴随市场经济潮涌，和着中国
艺术品快步迈入市场化之脚步，“波普”（恶
搞、丑化红色经典，涂鸦政治意涵符号，颠覆
核心价值观念）艺术、“艳俗”（低俗、香艳）艺
术、“拟象”（拷贝、复制）艺术、“浅薄”（靠虚名
或披着某种“光环”胡涂乱抹、愚弄读者受众、

疯狂敛财、不择手段）艺术等，大行其道，且无
所不求其极。此种场境与语境，无可避免地侵
害艺术生态，异化艺术观念，掣肘艺术创作，搞
乱艺术环境。

毋庸讳言，以上“乱象”问题，说到底是审
美境界问题， 但又往往通过语言、 文字、笔
墨———这种最基本的文艺元素表达与呈现出
来。因此，正本清源，回归笔墨的纯粹与精纯，

是当务之急。

笔墨在其演变发展中， 因政经、 社科、哲
学、人文、审美等种种因素影响、制约与合力作
用，在时空、地域、幅员与呈现、构成、传承等方
面或有异同甚至迥异，并呈时段性、渐进性、反
复性与交融性，表现出传承与发展、往复与并
置、交互与融合等现象与特征，探研性与创造

性地呈现出多种形式的排列与组合。但从认知、

审美上， 从艺术文明之大势所趋上， 前行担使
命，目标是高峰，回头必倒退，停滞无未来。换言
之，笔墨走向气墨，是艺术审美之期待，也是灵
象艺术之“纠缠”，更是从艺者的使命担当。

气墨浸润诗性精神、 天地情怀与宇宙境
界。从墨象上说，与灵象艺术相融合；从墨态上
看，如梦似幻、深邃玄妙，进入笔墨的气境情
态；从墨境上言，超越自然、功利、道德层面的
经验审美，进入超验意义上的至高境界。

气墨具有至精至纯、通天彻地、寂静天籁、

灵动玄妙的仪态与品格，这些仪态与品格是独
有的、唯一的，是笔与墨、天与人、技与艺等诸
元素，均入“气”境而至天人合一的笔墨境界，

也是绘画艺术家能够最终找到归宿感的中国
语言。

如气化墨，方能载灵承象。载体“盛”象———

绘画艺术是这样，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如此。

有道是，大道至彼岸，光雨见彩虹。文艺创
新发展，明确目标重要，悉心实践更重要。从高
原到高峰，从一座高峰到一座座高峰，路在脚
下，峰立眼前，只需前行，唯有攀援。

（作者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

秋兴八景图册 （国画） 董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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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改革开放题材影视热剧

从春跑到秋的“障碍赛” 张 忌

《春天的马拉松》(如图)这部电影的
缘起是宁波的宁海农村推行 《小微权力
清单 36条》。“命题作文”向来不好做，具
体到这部电影，又有着不一样的困难。

因为剧本的反复， 电影找到我时，

已经是今年四月中旬。当时基本确定要
在七月开机， 剧本创作时间非常紧张。

另外，我从未有过编剧经验，也从未写
过主旋律故事。让我担任这部电影的编
剧，既是尚视影业的一次冒险，也是我
的一次冒险。

我和夏晓昀导演首先对十几处农
村进行了采访和调查，其间，虽然我们
发现一些可以用于创作的素材，但也浮
现出一些新的创作难点。 首先，“36条”

是一个预防性的机制，它倡导的是“将
权力关进笼子里”。重在“预防”，对于生成一
个好的故事有难度。如果是一个处理的机制，

则相对容易找到跌宕起伏的故事。另外，按照
我们的设想，如果“36 条”推行过程中能出现
类似于焦裕禄、王进喜这样的人物，整部电影
就容易撑起来， 但在采访中找不到这样的人
物。在沟通讨论过程中，夏晓昀导演又给我出
了一个难题：“36条”是四年前推行的，但他想
把故事放在当下，想讲现在进行时的故事，而
我本来想将故事时间放在 “36条” 刚推出前
后，从它的前世今生讲起，更能将“36条”这个
东西讲得清晰一点。

综合这些难点，我最后确定只能走“纪录”

的方式，将故事定格在主人公方春天竞选村长
前的两个月内。在这两个月里，方春天既要忙
村里的大工程， 又要管各家各户的鸡零狗碎，

还要面临村长换届的压力，整个故事就是想真
实表现村长的生存状态。导演和制片方给了我
很大的自由，让我不需要按照常规意义上的剧
本流程走，只需按我自己适应的方式来。在宽
松的创作环境下，我差不多用了 10天时间，在
四月底写出了第一稿故事。跟导演和制片方沟
通后，我又用时一个月，在六月初写出一个大
概四万字左右的完整故事， 再将故事改成剧

本。

我们将着力点放在村长身上，通
过这个人物去带 “36条”。“36条”是
条文， 我们并没有花太多篇幅去铺
展，而是选择了一个点，用一个案例
讲“36 条”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讲规
矩。 案例讲的是村里有一条烂路，雨
季一来，老百姓便叫苦不迭。按正常程
序走，成本超过 10万元的修路项目必
须按流程到镇上的招标办去招标。但
村长方春天认为横竖都是为老百姓服
务，做得快一点。于是，他把工程拆分
成两个五位数部分， 这样就可以在村
里快速完成招标。路很快修好了，方春
天的初衷得以实现， 但镇纪委却处理
了方春天，因为他违反了“36 条”。虽

然是出于好心，从结果上也是办了好事，但对
于基层权力监督约束的规矩就是规矩，方春天
依然要受到相应处分。应该说，这个桥段在电
影里的戏剧性呈现， 非常有效地说明了“36

条”，在故事的衔接上也不生硬，比较自然。

《春天的马拉松》从四月份“跑”到现在，

终于变成了一部电影。 如果说主人公方春天
做村长的过程是一场马拉松的话，那么，电影
的创作过程就像是一场障碍赛跑， 而这场赛
跑的裁判就是观众。作为创作团队的一员，我
也期待着裁判给出最终的分数。

（作者为电影《春天的马拉松》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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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浦东》源于一个真实历史事
件。1986年冬天， 纽约证券交易所
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访华， 收到一
份珍贵礼物、一张中国飞乐音响公
司的股票。它来自“世界上最小的
证交所”———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
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范尔
霖带着激动的心情到上海办理股
权变更。

上述一幕，构成了《大浦东》的
叙事横轴，它以上海的金融业发展
为主线，由一个行业来反映上海经
济发展、 城市产业升级的步履。跨
越 30年的时间线， 从第一家证券
交易所、第一个金融贸易区到第一
个保税区到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上
海经济不断腾飞，观众也将看到浦
东从 “摆渡轮船、 烂泥和菜地”到
“东方明珠电视塔、 浦东国际机
场、 张江高科产业园、 世博园区”

聚集的整体形象转变。以前是“宁
要浦西一张床 ， 不要浦东一套
房”，而今，它则是“上海现代化建
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
征”。

很显然，《大浦东》的叙事横轴，

洋溢的是宏大的主旋律基调。 以金
融改革反映城市变化、社会进步、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讴歌改革
开放 40周年的伟大成就，揭示我国
坚持改革开放之路的历史必然和实
践意义。主旋律虽势大力沉，但其面
临的一个挑战是是否找到恰当的艺
术表达方式。

毋庸讳言，以往的不少主旋律
作品被简单看作一种政治宣传或
政绩表彰的需要，其叙事动机过于
直奔宣传和教化，创作者的创作空
间有限， 艺术手法便难免粗糙，剧
集“不好看”，观众也“不爱看”。比
如有些作品立意于对时代的礼赞，

着意展开对城市发展的全景式描
写，却缺失了对于改革先行者心灵
史的刻画； 有些作品主题宏大，社
会变迁跨度很多，却只有开会来讨
论去， 并不观照生活细部哪怕是不起眼
的柴米油盐和普通人的酸甜苦辣， 更忽
视年轻人的观剧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些作品的播映效果必然是让主旋律显
得空洞化、口号化、概念化，缺乏生活气
息，也留不下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大浦东》没有落入这个窠臼，它为主
旋律的表达找到了贴切的方式， 即在金融
改革这一横轴外， 以几个年轻人的人生历
程为纵轴， 以鲜活的人物故事和充满烟火
气的现实生活为叙事主体。横纵轴交织，既
宏大又细微， 既有一座城市一个新区的发
展史，也有普通个体的创业史、梦想史、成
长史。

电视剧一开始，两条叙事轴并
行不悖，一边是范尔霖访华的真实
历史事件，一边是东海财经大学一
堂生动的股票交易模拟课上，赵海
鹰、谢天阳、陈梦蕾等几个年轻的
大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很快也将面
临新的人生选择： 是扎根上海，还
是出国深造？是在父母的安排下选
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是选择我
喜欢的？我们看到，潜隐的“大”并
不因为对“小”与“细”的关注而失
去方向感，而对人物心灵与行为逻
辑的微细捕捉，其实从个体命运角
度为印证历史大脉络、大进程的合
理性、必然性奠定了更有说服力的
基石。

虽然剧情深入 30 多年前年轻
人的生活，但在《大浦东》这里，时
下年轻观众感觉不到隔膜，因为它
充沛的生活细节与真实感，鲜活地
灌注进聚集中一个个故事和情感
的“燃点”。如，李念饰演的陈梦蕾
一开始就遭到父亲“逼婚”和对她
就业选择时的强行“安排”，电视剧
不惜篇幅呈现她与父亲的争执，呈
现出青春向上之力与世俗油腻之
“爱”的矛盾；赵海鹰要求系里撤除
对自己不公正的处分， 之后毅然做
出退学决定， 符合那个时代热血青
年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赵海鹰初进
入静安证券所后通过自身努力逐步
受到认可的过程，剧情针脚绵密，细
致展开……男女主人公在这里面临
的难题，触及了诸如“父母干涉”“毕
业选择”“情感困局”“做人做事原
则”“职场升迁” 等现实话题， 虽是
“年代戏”却能为时下年轻人共鸣共
感，主旋律题材恰恰是通过此种“走
心”之举，才能实在地走入并留住
观众的视线。

看似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
人物和小事件，不仅增强了剧集的
可看性，也让浦东飞跃性的改革发
展历史，不重空泛政论，不作架空
抒情，笔笔落在实处，体现了改革

开放触及每一个参与者思想观念和生活品
质的历史真实面貌与艺术表达深度。 在接
下来的重头戏里， 我们还将看到这些年轻
人在金融浪潮中经受人生观、 价值观和情
感等“巨浪”的考验。外汇买卖、股市风潮、

个体经商、下海浪潮、金融危机……时代风
云变幻，谁会被时代抛下，谁能守住初心，

谁会君子豹变，谁又会丢失底线，所有这一
切将经由人物的成长， 让观众在津津乐道
之中深入地看到一座城市的华丽蜕变。从
集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献礼
剧的创作要求来考量，《大浦东》堪称优品，

它代表上海电视剧制作水准跃上央视一套
黄金档，亦非偶然。

一场关于寻找和表达的创作“马拉松” 夏晓昀

坦白地讲，接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些
困惑。 因为我一直是个电视剧导演， 执导电
影，我是第一次。而且，这次我面对的还是一
个农村题材， 还要在电影中讲述从未接触过
的《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简称“36

条”）。 如何将这些陌生的元素转化成一部有
温度的电影，让我很有压力。

我只能到故事的发生地去寻找答案。在
宁海的第一天，我和编剧张忌一见如故。他是
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也是第一次“触电”，但共
同的艺术趣味让我们很快达成了共识。 在这
部电影里，我们不想讲假大空的故事，而是要
讲真实生动的故事。不树立高大全的形象，而
是要塑造真情实感的人物。我想，如果想拍一
个让观众相信的故事，就必须通过眼睛去看、

去感受，然后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看到的、感受
到的、相信的那些东西展现出来。不管创作电
视剧还是电影，这都是一套最可靠的方法论。

基于这个前提， 我们开始向生活寻找答
案。通过大量实地观察和采访，我和编剧获取
了众多鲜活素材， 并很快捋出了一条相对清
晰的故事线索。 我们希望通过塑造一个有个
性、 有担当的村长在一个夏天经历的种种人
与事，其中有妥协、有抗争、有热情、有困惑，

来多侧面地展现“36 条”推行四年后，当地乡
村的真实生态和人情冷暖。

在张忌老师创作剧本的过程中， 剧组主
创也开始在宁海各处寻找画面。在此过程中，

我们获得了许多的惊喜。 作为一个常年生活
在城市里的人，正是《春天的马拉松》带我第
一次真正“走进”了农村。浙东农村的青山绿
水之美、文化积淀之深、接轨国际之快，给我
和我的团队带来了极大震撼。 在走访宁海当
地的诸多农村后，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
镜头把新时代新农村的勃勃生机带给观众，

颠覆他们对传统农村片的印象。

有看过电影的人说，《春天的马拉松》 展现
出一个诗意盎然的农村。 他们说得非常准确。

我想说，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创作”出来的，

诗意真实存在于当代农村，我们只是一个“搬
运工”。包括电影中的泥金彩漆、十里红妆、平
调耍牙等， 都是当地实实在在的文化遗产。因
为故事需要，我们所展现的，只是当代新农村
的一部分，所以，我很希望电影上映后能成为
一个桥梁，让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农村，到农
村里去。

对于电影而言，《春天的马拉松》展现了
一场以方春天为代表的新时代农村干部带
领村民实现乡村振兴的“马拉松”。而于我而
言，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更是一次学习、寻
找和表达的 “马拉松”，很
艰难，很宝贵，也很难忘。

（作者为电影《春天的
马拉松》导演）

当代绘画艺术沉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