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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与个性
纵览古今，大凡在书坛能成

大器、有建树者，开始无不效模
古法，以古为师。共性，即历代
经典法帖共有的审美规范；个
性，则是在共性基础上，形成的
个人风格。

由共性到个性，需要书法人
较深的古文字功底作为支撑。
习古临帖，切勿贪多，否则吃不
透，不可能有共性可言。既无共
性，何谈个性？临帖要根据自己
的审美取向，瞄准一两家“咬定
青山不放松”，狠下功夫，勤摹苦
练，究其形神，方有所获。

也有人昼夜临池不辍，写得
像，然一旦离开帖，却写不好。此
为泥古不化，“书奴”都算不上。
笔者以为，共性与个性，乃既不脱
古，也不泥古，更不可创无“古”之

“新”，当临创结合，在充分汲取古
人精华的前提下，创出自己的个
性化风格。中国书法，博大精
深。书法之道，乃寂寞之道，没有
捷径，乃毕生之追求。

书法与诗词
“书为心画”。古人作书写

字，极少抄写他们前人的诗文，
多为自作。王羲之的《兰亭序》、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怀素的

《自叙帖》、杨凝式的《韭花帖》
等，内容均为自己所撰，或豪放，
或婉约，从下笔、行笔到收笔，笔
墨无不直抒胸臆、酣畅淋漓，充
分地表现了作者的个性。他们
的自作诗文书法作品，彰显了文
化人的宽博知识与诗墨情怀，体
现了古代文人的优雅和文气。
当今高考卷中，有诗词楹联方面
的试题。中国书协举办的书法
展，也表示在同等书写水平上，
自作诗文可加分。

作为书法家，其书法作品内
容当以自己的诗文为主，如此才
能更好地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
充分表达自己的风格个性，这是

“笔墨当随时代”的要求，更是不
可推卸的文化责任。自书诗文，
应成为中国书法发展的必然走
问。笔者在恩师沈鹏先生的教
导下，也曾试着以自作诗文入
书，并将此作为自己今后努力的
方向。

狂草与行草
书法不仅仅留作孤芳自赏，

迟早还是要给人家看的。书法
作品一旦公诸于世，便不仅属于
自己个人的精神产物。尽管草
书（尤其是大草）看似满纸云烟，
然若结字无章，不按草诀，通篇
古怪奇诡，令人费解，实为白耗
精神成本，岂不惜哉？

在草书与行书之间，并无明
显界定。既行又草、既草又行
的，相互照应、顾盼多姿的，既易
识，又具有艺术性，能服务于人
民、服务于社会的行草书，自然
会受到大众青睐。

临池散记
□ 何 流

草书《七律·登庐山》
释文：柱地撑天阅古今，
红尘高度壮千寻。四时庐
瀑可长赏，百态岭峰休细
吟。得意匡山生画眼，多
情庐月纵诗心。登临莫把
景 穷 尽 ，留 取 童 真 访 圣
人。 何 流撰并书

魏大愚（1903－1959）字养拙，号石庵，祖
籍湖北沔阳，世居南昌。他从小酷爱书法，13
岁时能代人写春联，融会贯通各家用笔、结
体，自1926年始开业鬻书，享誉南昌城。抗战
期间，携眷逃难到四川，因书法见长，先后被
正中书局等单位聘为文书科员等。其间结识
书法家杨仲子，常求教甲骨文、石鼓文。抗战
胜利后回到南昌以鬻书为主，新中国成立后
当选市政协委员。

他诸体皆能，魏碑功力尤深，晚年书写政
府部门、商场等大字牌匾无数。1957 年南昌
首次改建八一大桥，碑文及“八一大桥”四字
桥额即出自其手笔。据悉，国画大师黄秋园
曾经请他代劳题过画款。其魏碑书风古朴浑
厚，宽博大方，线条遒劲，陶冶百家，熔为一
炉。有金石界人士评其书法：“北魏体可入神
品，中小楷、行、隶书入妙品，篆书可入佳品，
草书可入逸品。”

除书法外，魏大愚还精通篆刻，所刻印谱
文天祥《正气歌》，全诗 60 句加上题目，刻 61
方印章，气度恢宏，苍古朴茂，章法取径甚高，
深得秦玺神韵。

魏大愚的两个儿子魏来、魏达志，承继家
学渊源，也喜欢书法，且都擅长魏碑楷书。

魏来（1948-2017）早年毕业于江西大学，
后留学日本，以“魏来五道”署名创办东京中
国书画院并出任院长，为中日文化交流贡献
颇多。早在 1976 年文化部编印《中国现代书
法选》吹响中国国粹文化复兴号角时，魏来的
魏碑作品《出塞诗》入选，与郭沫若、楚图南等
108位当代老一辈书法名家同列，其中江西只
有他和尹承志两人。40岁以后，他以书入画，
书画双修，提倡“以诗为魂，以书为筋，以画为
骨肉，以印为点睛”的美学思想。

深圳大学魏达志教授出生于 1953 年，自
幼临池学书，工作之余仍寄情翰墨、陶冶情
操。他的书法具有浓郁的学者品味与书卷气
息，显示出饱学之士的学者情怀。他认为，评
价中国书画艺术的第一层次，在于考察笔墨
功夫与书画技巧的根底、传统积淀与基础；第
二层次在于评价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能否厚
积薄发、推陈出新；而最高层次则在于领略书
画家的思想、境界与情怀，从而体现崇高的价

值追求与社会奉献。
前不久，他的一部34万字的新著《中国书

画艺术的经济学视野》出版发行，并在北京举
办了研讨会。魏达志教授是为数不多跨越经
济学和书画艺术两门学科的学者，他的这本
书在艺术与经济、艺术与市场、艺术与产业的
融合发展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书画艺术迈向未
来的课题。

现兼任深圳市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魏
达志，热心公益事业，书法作品曾被多国政要
收藏，多次参与拍卖和义卖，收入所得全部无
偿捐献给了社会。

艺术人物 魏氏一门三书家
□ 王金生

篆刻 《下则
为河岳，上则为日
星》 魏大愚刻

元代戏剧家王实甫创作
《西厢记》时一定没想到，在
600 多年后，一位女画家与之
为题材创作的连环画竟然风靡
一时。这部出自工笔画家王叔
晖之手，反映张生和相国小姐
崔莺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
冲破重重阻挠表达爱情渴望的
连环画《西厢记》，原本是为配
合宣传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而作的，谁也没有想到 1954年
完成的 16 幅工笔重彩连环画
惊艳世人，获得第一届全国连
环画创作评奖的“绘画一等
奖”，成了载入新中国美术史的
佳作。1957 年，王叔晖再接再
厉，创作了 128 幅白描《西厢
记》，再次让世人惊叹。随后，
王叔晖的《西厢记》版次很多，
从 1954 年 16 幅初版到 2019 年
128 幅全彩着色版，有许多新
版本或重印本面世；版式花样
繁多，除了普通的平装和精装，
还有彩色条屏年画、原作仿真
本、原稿原寸本、折叠本、绢版
珍藏本、宣纸线装本、笔记本
等，甚至还有特种邮票和明信
片。在新中国绘画类作品中，
单个作品版本种类如此之多，
实为罕见。

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部连环画究竟蕴含了

怎样的魅力？从艺术上看，它
既继承了张萱、周昉、唐寅、徐
燕孙、吴光宇、陈少梅等历代中
国工笔名家的经验，讲究衣饰
刻画，设色浓丽，线条流畅，风
格秀雅等，同时又吸收了西方
绘画的比例、解剖、透视等技
巧，赋予笔下人物、环境、器具
等更加真实的空间感，从而对
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有了创新
与突破。其《西厢记》无论 16
幅工笔重彩还是 128 幅白描，
都用笔精湛细腻、潇洒流畅，人
物造型优美，形象生动传神，衣
冠准确严谨，背景器具也是一
丝不苟，极尽精微，每一幅都可
以当做独立的作品欣赏，这在
连环画中是很难得的。

为创作这部连环画，王叔
晖投入了几十年画工笔仕女的
全部经验，也投入了自己的丰
富情感。生于 1912年、早年师
从名家徐燕孙和吴光宇的她一
生未嫁，解放后担任人民美术
出版社专业画家，全心作画，把
创作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可以看出她是以女儿之身来体
会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为其
请命和造型的，所以无论是崔
莺莺还是红娘，在王叔晖的笔
下都充满着人的尊严，是充满
人格力量的外在美和内在美的
结合。整部作品虽明艳照人，
却不飞扬妖冶，并且笔墨之中
总透着他人难以效仿的一层深
深的恬静，令人览后难以忘怀。

凭借这部杰出的作品，王
叔晖终成“中国工笔仕女第一
人”。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确定
的 1949 年后书画家精品不准
出境者（107 人）名单中，王叔
晖是唯一一位工笔画女画家，
其画作已成我们国家的重要精
神财富。

文学名著加美术名作，再
加上永恒的爱情题材，无怪乎
王叔晖的《西厢记》再版不绝，
传播深远。

市场行情和收藏价值
由于王叔晖一辈子独身，

其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大量画
作原稿大都留给了她所供职和
出版她作品的人民美术出版
社，成为该社的镇社之宝。她
创作严谨用心，而工笔画本身
也十分耗时耗力，所以她存世
作品的总量不大，拍卖市场上
难得见到。现有资料显示她的
作品 4 幅，分别在 1996 年和
2002 年的国内拍卖会上亮相
过，成交价格在1万至6万元不
等，当时价格不高。不过恰恰
因为可供流通的数量少，加上
在中国美术史上无可争议的地
位，其作品未来的市场潜力应
该很大。

和拍卖形成反差的是她
的作品出版盛况，尤其创造了
新中国画作出版纪录的《西厢
记》，至少 2010 年之前的每一
版都销售一空，而人民美术出
版社（含后来重组的连环画出
版社）至今几乎每年都在以各
种版式推出这部看家宝一样
的连环画，其他诸如陕西人民
美术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
社、荣宝斋出版社乃至国家和
地方邮局等也时有不同的版
本问世。

由于版本多，目前市面上
普通的平装和精装本容易觅
得，价格也不高，2010 年以后
的新版本基本上都在定价附近
可以买到。但是早期版本、
2010 年之前的部分大开本、原
作仿真本和原稿原寸本却是一
书难觅，价格高企，有的甚至超
过上述的原稿拍卖价，如人民
美术出版社 1954 年 11 月 16 幅
彩色年画条屏，也就是王叔晖

《西厢记》最早的版本，定价 3
角，现价 1 万元以上，可以和
1980 版猴票媲美；2010 年以前
印刷精美的大开本、仿真和原
稿原寸本，在众多普通版本中
显示了独特性，具有较高的审
美和研究价值，也具有较高的
收藏价值。

收藏一线

独具魅力的《西厢记》
□ 曾学远

艺术园地

国画《兰花》朱 峰绘

篆刻
《不忘初心》

黄 震刻

篆刻
《上善若水》

刘之海刻

楷书《立志留心联》魏达志书

楷书《王昌龄·出塞》魏 来书

隶书对联《北海王
霜文章行世；南海磐石憙
乐得贤》 何 流书

《西厢记·佳期》

《西厢记·长亭》

《西厢记·惊艳》

《西厢记·游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