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画坛，齐白石画虾、徐悲

鸿画马、黄胄画驴脍炙人口，独树

一帜。而岭东名家杜应强以画榕树

和牛作为其亮点，为社会公认和尊

崇。

笔者慕名在汕头采访了他。时

任汕头画院院长的杜应强，自幼酷

爱绘画，擅长版画、国画和速写。其

具有强烈南国乡土气息的水墨山

水画，他创作的榕树与水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蜚声国内，走红

东南亚。 他追求宁静、淡泊、悠闲，

其画朴实清新而富有诗情，意境深

远。细细读之，如同喧嚣后的寂静，

暴风雨后的晴空， 令人舒畅怡情，

给人以美的享受。尤其是杜应强的

水墨系列作品《榕树与牛》，技法运

用得更为纯熟到位， 非常自然，不

仅成功地以之表现了榕树的种种

情 态， 而且体现了水墨画的肌里

魅力。 令人敬佩和惊叹的是，此画

画得如此潇洒利落，把水墨画的表

现力和独有技巧，推到一个新的完

美的高度。 有行家称赞，杜应 强成

功地运用了渍墨和宿墨的技法，摸

索出一套很有特点的表现方法，使

水墨画的 面目又丰富了一层。

读杜应强的作品，令人佩服其

对自然、生活和艺术的热情与执着

追求， 几十 年如一日地在生活中

追求美———美的题材、美的意境和

美的表现。 在他的作品里， 观者感

受到的是画家乡土田园般的恋情，

是参天的古榕所揭示的历史沧桑，

是作者 的堂正磊落的人格。 而那

悠闲踱步的耕牛带来的是回归童

年和远离喧嚣的希冀与憧憬，令人

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这难道不是

画家选准切入点，把握驾驭笔墨所

产生 的效果吗？ 难道不是艺术所

产生的魅力吗？

杜应强的画，有着可亲、可近、

可行的永久魅力。他为画作注入了

音乐感， 让人仿佛触摸到一种具

有生命气息的人性和人情，感到自

由自在的呼吸和清爽袭人的空气，

由此抚慰、熨帖、平伏人们烦躁不

安的心绪；同时，又让人被迎面而

来的 强烈的自然之风所慑吸、骚

动。 画家成功地控制着墨的力度，

引导着色彩对观者情绪的感染，把

握住交错的线条韧性，展示出神秘

的渍墨、宿墨的肌理。 从而，组成

一曲和谐的韵律，令人在观赏中感

受到了不同的诗意美、意境美。 可

以这么说，杜应强不仅是一位玩笔

墨行家，更是一位造境高手！

可观可读：李刚田书法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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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也许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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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国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当下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只

要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就能获得经济

利益。 艺术创作也被“眼球经济”裹胁

着，催生出一切以展厅视觉效果为主导

的“展厅艺术”。 这给传统书法艺术带来

了革命性的影响，使之从书斋案头走向

展厅高堂；书法欣赏模式也从“阅读”变

成了“观看”。 在这种情况下，书法家自

然钟情于书写容易吸引眼球的大尺幅

作品，而小品书法受到冷落。 不过，西泠

印社副社长李刚田的隶书《幕》却是 42

厘米见方的小品。

简牍、手札、扇面、手卷、题跋、斗

方、册页等小品，原本是传统文人书法

的主要形制。 现存西晋陆机《平复帖》大

概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斗方墨迹。 斗方

书法难度很高，因为其章法上是四边长

度相等，既难以突出气势，又容易显得

呆板。 而李刚田这幅斗方，仅写一个字

大逾尺的隶书“幕”字，另在上方以十数

行朱红隶书小字题款 ，其书法形象一大

一小、下黑上红，对比鲜明，赫然醒目。

身为篆刻大家的他，当然精于造型和形

式设计， 作品以其夸张的形象创造，引

人瞩目，动人心魄，具有强烈的视觉效

果； 同时又能够让观者在阅读题款中，

玩味隶书之精雅，体会书家之用心。

先观“幕”字，它体现了李刚田对书

法和汉碑特殊的领悟。

通常榜书独字斗方都是书写“福”

“寿”“忠”“孝”之类的吉祥或警世文字。

换句话说，书家对书写的文字内容是有

选择的，它体现了书家的用心。 而李刚

田写一“幕”字，却并无深意，在意的只

是这个字的书法形象。 当书法脱离了实

用书写以后，其艺术形式便与书写的文

字内容若即若离， 甚至形式就是内容。

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有意味的形

式”，他关注的焦点是书法的形式美。 正

如李刚田在题款中说的：“‘幕’ 字出自

汉《张迁碑》，此石雄浑朴茂，于方峻中

见机巧， 深解此碑， 汉人质古之意得

之。 ”五年前他见碑中的一个“幕”字，其

形式之美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才写下

这幅作品。

他写的“幕”字并非临摹原碑“幕”

字，而是创造了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当代

审美意识的新的书法形象，有着很强的

形式感； 而且被夸张处理的上大下小、

上重下轻的对比造型， 也绝对吸引眼

球。 他并没有以笔师刀，描摹刻画以求

金石气，而是以宿墨破水来充分表现毛

笔书写的淋漓氤氲之气， 彰显笔墨情

趣。 字中有多个平行的横、竖笔画，但却

不见传统的隶书的“蚕头雁尾“，也不是

平直规整，而是直中有曲，行笔沉涩、虬

曲拗折、时见飞白，显得方峻老辣。 为

了破除“幕”字平衡对称的字形带来的

呆板，他加重加粗左边的笔画；同时又

用第二个长横粗重的收笔，补救了右边

的失衡。

再读题款，它表现出李刚田对汉隶

的深刻理解。

16 行朱红色题款小字，在硕大乌黑

的“幕”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艳丽。 色

彩上的冷暖反差对比，使作品比传统书

法在形式上更加富有吸引力。 细看隶书

小字，不求厚重，书写轻灵，闲雅简静，

犹如灯下书生， 眉宇间透露出灵秀之

气，恰与“幕”的方峻、浑朴、硕大形成强

烈对比。 李刚田虽习张迁、 鲜于璜、礼

器、曹全、孔彪等汉碑，但更钟情于汉简

帛书。 他认为，这才是汉人自然书写的

隶书真面。 此作款字完全没有汉碑那样

过度夸张的装饰性笔画，也没有明显的

起伏波挑；横画平直安定、前轻后重；左

波侧锋扫出，而右磔顺锋下按，挺直圆

润；它在随缘生机的自然书写中，尽显

渊雅气息，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纯”。

在章法上，款字排列方式看似规整却又

错落有致，静中寓动，增添了作品的参

差之美。

总之，此作虽是小品，却融合了当

代与传统两种不同的创作技法和审美

特征，可观可读。 可观者用目，观看其外

形空间构造，神完气足，有很强的视觉

冲击力；可读者用心，体会其韵味醇厚，

典雅工细，展现出书家宁静守真的精神

境界，以及文人书法的书卷气。

2006 年，我在国家核心期刊《文艺

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70 后”

艺术：概念的认同与局限》，对当时流行

的“70 后”的提法表示存疑，我觉得这是

一个动态变化着的概念。 当时，“70 后”

的年龄介于 36 岁至 27 岁之间。 年龄排

在前头的优秀艺术家， 已经小有名气

了。 年龄排在后尾的大多数艺术家还在

爬坡上升阶段， 有名气的只是凤毛麟

角。同样是“70 后”，情况相差十分悬殊。

这也难怪，你才二十几岁的时候，如果

谁比你大十岁， 阅历也许是你的多少

倍。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形各自消长。到

如今，“70 后” 的年龄大致介于 49 岁至

40 岁之间，阅历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70 后”这个概念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 首先是从文学圈开始的，逐步

蔓延到艺术圈。 在当时的情况下，“70

后”代表着一种新锐的力量。 时到如今，

“70 后”的艺术家都已经到了壮年，再提

到“70 后”的时候，已经是成熟的力量

了。 甚至一些省市级画院的院长、副院

长，艺术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美术馆、

博物馆的馆长们，已经有不少“70 后”。

这个年龄如果再不担当，只怕往后的机

会也不多了。

前不久某地主办了一个“60后”书法

家作品联展，据说挺热闹。对于更老的老

头们而言，“60后”也许是刚出壳的鸡。 对

于小年轻们而言，“60后” 其实早就有代

沟了。平心而论，“60后”的自然年龄已经

到了“50+”，过了知天命之年，迈入耳顺

之年，如果还没有“功成名就”，那可真是

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了。说句实在话，

搞艺术的，到了这把年纪，“熬”也该已经

“熬”出辈分了。 如果还没“熬”出什么名

堂，那也只能说明这辈子没有搞过艺术，

纯粹就是被艺术搞。

最鄙视“70 后”的，其实是“60 后”

的小尾巴们。特别是 1968 年、1969 年出

生的那些，略有一些花拳绣腿，就不屑

一顾地声称“我们是 60 后”、“你们是 70

后”、“我们老了，你们还年轻……”如此

云云。 殊不知，说这话的人，纯粹就是

自我解嘲。 又没本事，又没成就，生怕被

人瞧不起，于是先声夺人。 以年龄而论，

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校园，常常是“60

后”的尾巴们和“70 后”的排头们同窗读

书、同坐一条板凳。 在升职称、拿大奖、

走市场、 聚人气等各个方面，“60 后”的

尾巴们，没有底气跟“60 后”的排头们争

夺风头，也只能在“70 后”的排头们这里

找尊严。 说实话，大家都是五十岁左右

的人了， 如果还没在艺术上有什么建

树，机会其实都已经不多了。

“90 后”面临的情况，跟当年的“70

后”有一点相似。“90 后”的年龄介于 29

岁至 20 岁之间。“90 后”的排头们，佼佼

者应该已经在艺术领域拔头筹、 拿大

奖、出风头、攒人气。 这个一点也不奇

怪，自然年龄到了这个份上，如果还在

仰人鼻息，像个“巨婴”一样，今后怎会

有什么大作为？ 关山月在 28 岁时已经

创作了《漓江百里图》，31 岁时临摹敦煌

壁画，并且已经在西南、西北名噪一时。

黎雄才在 22 岁时已经创作了《潇湘夜

雨图》并在比利时国际博览会获奖，《珠

江帆影》被德国博物馆收藏。 杨之光在

24 岁时创作《一辈子第一回》参加首届

全国美展，28 岁时创作《雪夜送饭》获得

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

章及荣誉奖状。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陶渊明

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艺术界

的“90 后”们，只有把青春融在艺术作品

里， 生命和艺术才寄寓着永恒的力量。

如果你以后有了大成就，就会像每一个

“XX 后” 那样感受到曾经的饱满与活

力。 如果你到了天命之年还只是花拳绣

腿，大概也只能像某些人那样感喟“莫

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本栏目摘选自张泽明、 张

莉岚著 《岭南艺术家史评———

当代岭南书画艺术家130家》，

该书作者致力于研究百年来岭

南书画名家， 提供视角独到的

艺术观察。

杜应强：悠闲·清新

岭南艺术家史评

杜应强 （

1939~

）， 广东澄海

人。 当代画家。 曾任汕头画院院长

擅长版画、国画和速写，画风浑厚、

朴实、清丽、明快，富于诗情与乡土

气息。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览，被

选送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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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