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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国传统画论而言，诗、书、画、印，是相通
相融的，即如石涛大师所云：“书画图章本一体、
精雄老丑贵传神”。依现代艺术美学而言，诗、书、
画、印各有所别，有不可通融之处，它们属于不同
艺术类别，有各自严格的规定性和垣墙，不可一
以概之。诗是以抽象的语言构建意境，读者必须
通过想象重构，才能实现对对象的审美；书法是
以笔墨、力度，以纸、水为媒材，以空间分割，实现
黑、白的时间绵延，显现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画又
不同，他是“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的造型艺术，
虽有“似与不似”之说，但必须有“形”、“形象”可
视，可触摸。不了解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上就会
出原则性的大错，乃至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让人
雾里看花，先糊涂别人，然后糊涂自己。就身为扬
州国画院院长的亚如来说， 他的最终职业是画
家，因此，不可舍本逐末，他虽然曾是诗人、剧作
家、书法家，最终都必须作为内涵而存在，积淀在
他的绘画创作之中。因此，研究亚如绘画作品，解
剖他的创作思想，对这位扬州画坛的领军人物是
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论题。

联系到前文我们对亚如诗歌、书法的讨论，
再看看他绘画创作，不能不让你感叹，这位横跨
两个世纪85年人生历程的老人，他的艺术生命力
是那样的充沛，情感是那样的蓬勃。在当代文坛，
他既是一位勤奋不懈、勇猛精进的艺术家，又是
一位多姿多彩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亚如的绘画题
材相当丰富，有花鸟、人物、山水、版画，几乎囊括
了当代中国画的方方面面，而且无论哪一个门类
都有容、有我、有法。

亚如在《我的绘画道路》中勾勒了自己的绘画

历程：“我没有上过美术学院， 也没有拜过名家为
师。我走上绘画道路，一是环境的影响，二是革命
的需要。我家收藏了不少字画，七八岁开始试弄笔
墨，由小学到中学，我的课余时间总是画画，立志
将来做一个画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大人的支持
下，我从画小幅花鸟，发展到画大幅的山水。25岁
参加革命，一开始就做宣传工作，画过宣传画和墙
头画。解放战争中，担任二分区《人民画报》的编辑
和主编，由于战争的需要学习素描、速写，学西画，
学木刻。由于斗争的需要，到生活中去，画战士、画
农民、画工人，画报受到人们的喜爱、欢迎，创作的
画也就越来越多。经过这样的锻炼，渐渐地我的画
有了进步，以至有了今天的面目。”

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画
坛，由于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画家开
始浮躁起来，不肯下功夫，不肯深入生活，画人
物，不去写生搞变形，看上去不知是人还是鬼。画
山水，以学某某派为名，不知画的是猴年马月，昏
天黑地，忘却了画家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当代有
些画家失去使命感和担当，不再读书学习，当画
家失去进取心，一味追求金钱的时候，必然走向
艺术的反面，成为金钱的奴隶，其作品也变味，为
人们鄙视。李亚如的绘画则与之大不相同。作为
一个老革命、扬州画派研究会长的他，始终自觉
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弘扬文化传统，歌颂生活，
为时代、为人民、为家乡作画。如鉴真像返乡探
亲，他画了《鉴真东渡像》并题诗：“天宝往事越千
年，东渡扶桑结厚缘，万众欢呼花乱舞，故乡人庆
故人旋。”促进了中日友谊。四人帮倒台，他画了
《笼蟹》，题款：“稍纵即逝”。1982年得知中国体育

代表团在亚运会取得优异成绩， 他画了 《雄狮
图》，题画云：“昔日病夫，今日雄狮，扬眉吐气，中
华健儿。”他的绘画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实践了
从石涛到扬州八怪，“踏遍青山打草稿”的深入生
活，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精神。亚如的画不仅花
鸟小品生活趣味浓郁，生前还创作许多大型革命
题材的主题山水画。 如 《饮马长城窟》《渣滓洞》
《逆风千里》《梯田修到白云间》 等。 这些大型作
品，或是歌颂革命岁月的伟大历程，或是颂扬共
产党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或是怀念祭奠革命战
争中失去生命的先烈英灵，或是颂扬当代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这些大型山水画，都源
于生活，反映生活，以生动的有意味的形式反馈
生活，反馈人民，给社会和人民以正能量，陶冶人
民的情操，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激发人们
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这些大型的主题创作，都
是亚如行万里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其笔势
纵横，移步换景，浓墨重彩，潇洒活泼的诗文题
跋，都与画面水乳交融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产生
了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他为当下的扬州画坛留
下了，我用我法，法由法生，诗书画印合一的扬州
八怪创作方法在新时代下的新生态新境界。江树
峰老先生生前曾有：“扬州八怪有遗珠，诗画书章
融一炉。善学前人题绝唱，任情挥洒出新图。”堪
称的评。

人民画家亚如先生已离我们远去，在纪念他
百年诞辰之际， 在怀念他的艺术业绩的同时，更
多的是一阵寂寞。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扬州书画
人，会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为扬州文化创造更
多的灿烂和辉煌。

任情挥洒出新图
———纪念李亚如先生诞辰100周年

5月15日上午，由扬州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扬州市文物局、扬州市文

联联合主办的“纪念李亚

如先生百年诞辰———李亚

如书画作品展”将于扬州

市美术馆开幕。李亚如，当

代扬州杰出的诗人、剧作

家、书画家。他以轻松自

如、从容不迫的诗文，以苍

劲妩媚、意味隽永的书法，

以纵横潇洒、图写时代的

绘画，继承并诠释了“八

怪”以来的扬州传统文化

精神。此次展览，一百五十

幅作品，呈现着李亚如先

生纵贯六十年的艺术生

命。

纪念的目的是“重拾”

和“抵达”。如同去年“纪念

孙龙父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一样，“纪念李亚如先

生百年诞辰”的书画活动，

旨在重拾我们有时代气

质、思想内涵和精神力度

的文化艺术传统，从而抵

达有着“领异标新”之自信

的艺术境界。

李亚如（1918—2003），
江苏扬州人。笔名李群，以
三有斋， 扫垢山庄寄客颜
其居。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
家庭，幼承庭训，受过严格
的教育。八岁从蒋志瀛（字
荫三、江都人 ）学画 ，从其
姨父李涵秋三弟李镜安学

古文诗词。 中学时代即投
身革命， 曾为新四军华中
二分区《人民画报 》主编 。
解放后， 历任扬州专署文
化局局长，扬州市副市长。
晚年谢去一切政务， 领扬
州国画院院长之职， 专心
从事文艺创作。 有人说他
弃官从文，官越做越小，他
却不以为然，熙熙自乐。颇
有五柳先生遗风。 李亚如
是当代扬州杰出的诗人 、
剧作家、书画家，他的才能
不仅表现在书画方面 ，其
于小说散文创作、 扬州八
怪理论研究、 扬州园林研
究都有所建树， 是扬州文
艺界有广泛影响， 广为人
们敬仰的支柱性的领军人

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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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论书画家，往往单刀直入，展开对其
人书法、绘画的分析论证，然后作出艺术的定评，
也无可非议。各人有各人的治学方法。但苏东坡
却有所不同。他在评价文与可的画时说：“诗不能
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他在论画
时，把诗放在首位，书画乃为余绪。也就是说在创
作中把立意、境界，即把思想高度、文化底蕴、审
美理想放在创作首位，然后才可论其对象化的作
品，如书或如画。对于李亚如这样级别艺术家，是
不能离开苏东坡的标准而就书论书，就画论画。
所以我们纪念李亚如先生时不得不从他的诗文
创作开始。

我曾和友人说过，扬州当代文人有几支好笔
杆子。亚如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一支。所谓“好”，是
指头脑清楚，下笔轻松自如，从容不迫，文字简明
意赅而又幽默活泼，当你看得、听得兴趣正浓之
时，他却毫不拖泥带水地意外结束，叫你余音袅
袅回味无穷。亚如的文章大致如此。如赵昌智先

生曾赞赏过的《题荔枝》：“飞马传来博笑睥，一盘
荔枝怨声稠， 我今有幸尝鲜味， 摊头叫卖遍扬
州。”《题柳塘鸭嬉》：“昨日湖滨买醉回，晚风拂水
柳丝垂，画船桨歇人归后，碧波留与鸭轻洄。”诗
意接近“八怪”中的黄慎，轻松、俏皮，令人击节赞
赏。又如《为习仲勋同志画兰》。其诗序云：习仲勋
同志原为中共西北局负责人，因事遭冤，一九七
九年平反后，出镇广东，为作兰花。其诗云：

细雨东风吹嫩寒，绿荫深处见幽兰。
孤芳不再守空谷，一片馨香到岭南。
诗意一片清香深情，在幽幽的爱意中展现一

片良好的祝福，果不出所料，习仲勋到广东干出
一番轰轰烈烈伟业。

当今的瘦西湖有数不清的楹联，其中最为瞩
目的莫过于小金山的那幅隶书楹联：

借取西湖一角，堪夸其瘦。
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
这是李亚如应韦金笙之请所撰的墨宝。楹联

挂出后有人提出异议， 因为上下联结尾皆为仄
声。后请教孙龙父。孙老说：“破格者自古有之，此
联不可改，一改则失去意味，失去扬州人的自豪
感。”后此联被多家报刊转载，引用，如《文汇报》
《新华日报》等。著名画家张乐平认为这是瘦西湖
的“叙言和总纲”。此联已成全国专家认可的著名
佳联之一。

亚如先生不仅诗好，小说、散文、剧本也很
好。其中最为出名的扬剧《夺印》（与王鸿等人合
作），参与写作的四人，每人两集。因有人不懂韵
律，因此亚如在统领全剧本的同时，还要对唱词
的音韵作必要的修正， 耗费了他相当大的精力。
《夺印》上演轰动一时，受到周总理的首肯。当年
上演110场次，观众达十多万人。后被数十家剧团
移植，1963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全国放
映。该剧已过50年，晚近还有人著文说，该剧对当
下反腐倡廉乃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以见其影响之
大，成就之高。

瘦西湖有数不清的楹联， 其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小金山的那幅隶书楹联：“借取西湖一
角，堪夸其瘦。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著名画家张乐平认为这是瘦西湖的“叙言和总纲”。

一支文笔
如风拂水自成文章

亚如的绘画题材相当丰富，有花鸟、人物、山水、版画，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画的方方面
面，而且无论哪一个门类都有容、有我，有法。

一支画笔
任运彩墨图绘生活

书法是亚如艺术整体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他的书法兼工四体，以他的“亚如体”行书称
著，为世人称道。他在《我的书画之初》一文中说
到过他的习字过程。他小时候受到过邻居陶医生
的指导。黎明即起，临帖至吃早饭，十年未曾停止
过。他临过的字帖有颜柳、《礼器》《石门颂》《崔敬
邕墓志》，后又在二王、怀素上下过苦功。这是他
早年学过的书法，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亚如书法，
已看不到上述书体痕迹，被他诗意化行笔融化为
自由活泼的一潭———融进他“亚如体”的体势和
气韵中了。

什么叫“诗意化”的结体形势？就是“我书意
造本无法”。“意造” 就是打破陈规束缚、 自由想
像，任笔为体，于无法之中创造前人所没有的个
性化艺术创造。也就是于“无意”“无法”中寻求的
审美理想。这当然不是“瞎写”“瞎造”，而是在建
立严格法度之后的艺术升华。 即美学中所述的
“纵横有仪”的审美创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亚如
的书作，初看之，在感受其内在的震撼之外，还能
读出书法中散发出的狷介、 恣纵与不守成法。细
细品味，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令人久久徘徊，
不忍离去。他的书法用笔肯定，收放自如，违而不
犯，和而不同，内涵深邃，往往给人猜不透、捉摸
不透的迷幻感。见之爱之，一股奇气新鲜气扑面
而至，让你不知不觉地口中流出个“好”来。当年

亚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搞书画展时，北京专家一
致叫好地说：“不愧是从扬州来的，写得好，有味
道！”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当代扬州书坛，一位孙龙父，一位李亚如，
是绕不过的话题。孙老以今草为纽带实现了他的
“三章六草一分吾”，以现代为基础，实现他的以
“一”寓“万”的古典纯粹性，创造他的个人风格。
而李亚如与之相反，他是以古典、扬州八怪为基
础，以“万”寓“一”现代纯粹性，实现他的个人艺
术风格。轨迹分驰，殊途同归，都创就出自己书法
艺术天地。他们以强烈的艺术个性，独特的艺术
风格，熠熠生辉地屹立于当代书坛，为扬州人增
光。这一点，是当代扬州书坛亟须反省，亟待解决
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扬州人只好背着
沉重的文化遗产，压弯了腰，永远抬不起头，永远
做全省书坛的“老巴子”。

亚如在他的《书法篆刻集》中说：“余学书数
十年，不专师一人一体，真草隶篆皆刻意临摹，然
博而不精，虽然历经寒暑，刻苦而无所成。近十余
年，思之以变，乃以草书之法入隶，以篆隶之法入
草书。或云：观君近日草书流畅而带拙意，隶书古
朴而有活泼之感，岂非自立一家乎？余曰：诚然，
此乃尝试也。设若有成，需俟之他日。”这段文字
可帮助我们对亚如书法进行理解，亚如先生于书
法之道的毕生追求， 志在融真草隶篆于一炉，自

创一体也。这一点颇似郑板桥的书法意趣。不过，
亚如的书法风格和郑并不相同。相比之下，板桥
体书法凌厉风起，乱石滚滚，而亚如体书法则“空
山无人，流水花开”，时代之使然耳。如果说板桥
体更多的是庄子的“庄禅”，而亚如体更多的是释
家的“释禅”。“庄禅”“释禅”虽然都是禅，其“质”
不同，“味”也有别。

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是书法创作的一种审美
理想，追求寓杂多于一的共振与和谐。明代赵宦
光是始作俑者，他的理论是前卫的，创作却失败
了，而亚如却成功了。其成功的契机在于找到融
合的基点。以铺毫之隶笔、隶意一以贯之（这一点
和郑板桥的契合基点有所区别）。 因而亚如的楷
书于稳健中见飞逸，隶书于古朴中见活泼，行草
中在流畅中见“熟后生”。宛如枯藤发芽，老树著
花，得极苍老极妩媚之致，趣味隽永，让人越看越
爱看。我最佩服亚如先生的是，他的书法有容、有
法、有我（三有斋的原意）。用现代的语言说，他的
书法，有头脑、有眼界、有理想、有法度、有场势，
又有实现放飞审美理想的毅志和才智。 因此，他
的书法，不因袭他人，处处都是自己的，有强烈个
人风格，又不乏其时代浪漫及时代规定性。亚如
书法，在扬州书坛，与孙龙父、桑愉、魏之祯等书
家，构建当代扬州书坛的辉煌，留下了丰厚的遗
产，为我们学习、思考、研究。

用现代的语言说，他的书法，有头脑、有眼界、有理想、有法度、有场势，又有实现放飞审
美理想的毅志和才智。

一支书笔
老树著花天然书就

多情幽兰

丝瓜图

风竹草意

武夷溪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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