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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笔皆成大气象
亚如先生总结自己数十年的创作经验，提出“三有”，有容，有我，有法。

我以为“三有”造就了他。有容乃大，有我乃新，有法乃正。所以他的作品有
阔大胸襟，崭新意趣，正大气象。

已故美术评论家马鸿增对亚如
先生书画艺术曾有过评价：“山水以
气势夺人，花鸟以情趣取胜，书法以
力度见长。而贯穿于全局的，则是诗、

文、书、画兼长的艺术素养。”其实，先
生的诗、书、画都有大格局、大气象、
大气势、大力度。而尤以画为胜，试看
《饮马长城窟 》《雁宕秋雨 》《恒山初

雪》《雄狮图》《志
在万里》等等，莫
不如是 。 看百年
扬州画坛 ， 就气
势论， 无出其右
者。 他曾对画院
同仁说过，“画画
何不先用大笔痛
快地来几下 。”知
易行难。“痛快几
下”，绝非麻木不
仁者之所为 ，不
下一番功夫 ，何
能至此。他画鹰，
就说过“余画鹰，
已有数百十纸 ，
然太形似 ， 终觉
无力， 不能写出
鹰之气概 。 今试
变以往之法 ，以
破笔、 乱墨信笔
涂之， 以求其神
也。”功夫不是天
生的， 是练出来
的，琢磨出来的。

潘 天 寿 在
《听天阁画谈随
笔》 中说：“有至
大 、至刚 、至中 、
至正之气 ， 蕴蓄
于胸中 ， 为学必
尽其极 ， 为事必
得其全 ， 旁及艺
事， 不求工而自
能登峰造极 。”在
《论画残稿》中又

说：“艺术品， 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
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
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
得有不凡之贡献， 故画人满街走，而
特殊作者，百数十年中，每仅几人而
已。”这话我感到是对亚如先生讲的。

亚如先生总结自己数十年的艺
术创作经验 ，提出 “三有 ”，有容 ，有
我，有法。我以为“三有”造就了他。有
容乃大，有我乃新，有法乃正。所以他
的作品有阔大胸襟，崭新意趣，正大
气象。

还有， 亚如先生的作品以情感
人。进京展出时，潘絜兹题词：“豪情
不减少年时，淮海风雨入梦思。世人
争夸诗书画，战士情怀知未知?拜观
李亚如先生画展情不能已写短句奉
教。”杨成武看了《恒山初雪》《恒山之
雪》说，“这是我过去的根据地……我
前年去山西，你画了山西的新貌。”他
给老山前线战士赠《鹰》，战士们得知
他是中风不久创作，深为一个老兵的
精神和情怀感动，用弹壳为他制作了
一支手杖。 亚如先生曾有西南之行，
忆昔“兴化顾符祯善作《蜀道图》，写
旅人荷担骑驴行于栈道之上，其状极
艰苦。今铁道畅通，盘旋于崇山峻岭
之中 ，列车飞驰 ，气象雄伟 ，人行道
中，心旷神怡，因作《蜀道新图》，并纪
以诗。” 诗的最后写道，“蜀道之难今
已矣，铁路筑向群山巅。隧道穿行丛
山履，悬桥飞架复相联。朝发蓉城夕
至滇，蜀道之行如登仙。行旅乐，行旅
便， 知否， 道旁筑路群英忠骨埋相
联?”我曾是一名铁道兵，读到最后一
句，不禁心中一热，当人们乘坐火车
感到便捷时， 有几人想到筑路之艰
难，在大西南修铁路基本是一公里一
个人的代价。 但亚如先生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道旁的烈士墓。书画评论常
有一句话“力透纸背”。看亚如先生书
画，我忽然悟道，“力透纸背”不仅指
笔力，而且指学力，指思想穿透力。亚
如书画于书画之外有东西，故能拨动
观者的心语，引起观者的共鸣。他的
心永远与人民联在一起，因此他的作
品有超越自我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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哝， 传达出一种希望和劳作的坚韧。更
是对苦难生活的战略态度。闪耀着百姓生存
的智慧之光。

《皮五辣子》中重要人物张妈妈，与皮五迎面
相见， 皮五要在她这里弄几文钱， 主动招呼她：
“发财啦，多日不见，你发大财啦！”张妈妈忙说：
“我老妈子哪有得发财呀？ 卖花过日子， 穷日子
哦，慢慢哝。”哝，有 “敷衍、将就、糊、马马虎虎”
等意思。

单看字面释义， 这个词不是个励志的词 ，
“哝”生活的人，似乎不求上进，缺少本领。但细想
想，没有较丰预期收入，谈何长远打算，也只能糊
日子，混饱肚子，过一天算一天。皮五看到邻居倪
四家，“每天最少一担菜，一担菜卖下来，他家夫
妻两个带个小老爹，一天的生活就哝下来了。”生
活的计量单位是天，日子是一天天积累的，事业、
生命也正是一天天朝前推进的 。“一天天哝日
子”， 能够一天天把日子糊过去， 也不是简单的
事。 书中那位为病夫抓药的女子， 向皮五叙说：
“假如把病看好了， 我们夫妻还能再朝前哝哝”，
言下之意是苦日子还过得起来， 还能糊下去；丈
夫无药治病，自己没有希望，只有跟随丈夫去了。
事关两条人命，皮五助女子弄到药钱，抓药救命。
看城的人，叙说要自尽的孤苦老太，“平常身体好
的时候呢，弄个小摊子摆摆，勉强把个日子朝前
哝”。 皮五就对孤老太说：“我来代你把个摊子本
钱弄了混起来，不是又可以朝前哝了吗？”这几句
都说到“朝前哝”，“朝前”二字加在“哝”之前，说
明眼前的将就、马虎，正是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
立足于眼前辛勤劳作的踏实精神。所以，对于正
常人来说，“哝”这个词，传达出一种希望和劳作
的坚韧。皮五要试一回做生意，对朋友表白：“假
如说，这一回生意做下来，还能哝呢，还能做呢，
我哪块不想过日子吗？”还能“哝”，是说马马虎虎
能维持生活，也就将就做下去，也就把生活哝起
来了。回想自己幼时生活，兄弟姐妹七人，就靠父
亲在外地做教师的收入和政府减免学费的接济，
母亲带着我们慢慢哝，上学、下放、回城、上班，一
直哝到我们成人，赶上改革开放好时代。这种“慢
慢哝”，是一种坚韧的精神，更是对苦难生活的战
略态度。穷人多数靠着这种坚韧态度，应对着凄
风苦雨，期待着变化，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及子孙
的成长上，顽强生存、生活下去。哝，闪耀着百姓
生存的智慧之光。

战略态度的哝，必然要求战术行为的不哝，必须配合着
热情、肯干乃至干好的战术行为。生活态度的“哝”与工作态
度的“不哝”必须相反相成，“哝”才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战略态度的 “哝”， 必然制约着日常生活物质水平的追
求，生活要求基本上也只是能哝则哝，在最低标准上下浮动。衣服
能够御寒，谈不到质地、色彩、做工，更无论时髦，所谓新老大、旧
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是也。饮食能够疗饥，谈不到精细、营养、挑
食，能吃上就不错。不是当事人不想，实在是囊中羞涩无法实现，
只能现实主义地“哝”。很明显，“哝”作为应对贫困的现实选择、积
极的人生态度， 必须匹配不可缺少的谋生基本能力和基本操守，
否则是无法哝下去的。战略态度的哝，必然要求战术行为的不哝，
必须配合着热情、肯干乃至干好的战术行为，今天叫做工作态度。
这样，退则能使现状能够“哝”下去，进则哝得好些，改善、提升生
活境遇。同时，还尽可能遵守社会道德礼仪，衣服有补丁，但大体
整洁，饮食未必能饱，时或忍饥，但绝不偷盗。

皮五未发迹之前，靠撞骗讹人，整体人生态度就是“哝”。但与
正常人群不同的是，他没有希望，不是不想有钱，而是已经被命运
或生活抛出了正常轨道， 主观上也缺少改变现实处境的动机和努
力，因此他的“哝”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日常生活战术层面上，
更是自甘堕落，不肯劳动，无赖成性，他失去常人“哝”的资格，也就
只能睡在土地庙，连可以“哝”的住所都没有。由此可见，生活态度的
“哝”与工作态度的“不哝”必须相反相成，“哝”才具有积极意义。

生活上的“慢慢哝”，显现的是平和淡然的情感态度，更多时
候还带有无奈的叹息，多了“苦熬”的意思。孙孝姑把自己的钱给
皮五做生意，谁知皮五反怀疑孙孝姑有男人接济，责问孝姑，孝姑
内心极其难受：“我跟你成亲至今，过的什么日子？我一句怨言都
没得，我捏住鼻子，忍住性子，跟在你后头慢慢哝，慢慢捱”。古代
女子嫁鸡随鸡，嫁给皮五也只好无奈地慢慢苦熬。当然，这句话也
可以直接说成“苦哝”，也就增添些许苦涩、怨叹。

当然，市井生活中，随着自说、他说、具体语境的变化，这些字
词的实际含义和言者的情感因素，还有着多样变异。张妈自说，是
实情；若是小康之人如此说，则为自谦；叙说他人，则包含着些不
屑，或许相反是同情。比如皮五进澡堂洗澡，跑堂的递给他一条旧
毛巾，皮五不高兴，跑堂的说：“哎哟喂，你就马虎些吧，哝住些
吧。”这里的“哝”，本义不变，深层意思是你皮五洗澡不把钱也就
只配用旧毛巾，显现出掩饰不住的歧视、嘲笑。

扬州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状况相对差的时候，常会说“哝起
来再说”，意思是先把某事干起来，坚持下去，实现社会常人的最
低要求或符合社会最低要求就行。比如皮五要娶孙孝姑，再住土
地庙，自己都觉得不像样，无论如何要有间房子，哪怕是破小草
房，甚至是芦席窝棚，这才是结婚需要具备的独立空间。还至少需
要一张床， 用皮五自己的话 “不能把个老婆娶家去跟我躬稻草
唦。”某小孩，学习天资不高，学习条件又差，成绩老是倒数，不免
厌学，家人长辈常会劝导：“乖乖，再苦，也要把中学哝下来，这个
社会，只是小学毕业到哪来找饭吃啊？”若是大学生，同样贪玩，学
习不长进，老是不及格，家长会说：“好歹把大学哝下来，把毕业证
书混到手。”话糙理不糙，此类“哝”，虽有“糊”的含义，但重点却在
“坚持吃苦”。从文化意义来讲，这是适应社会最低普世标准、融入
社会的积极努力，尽管不是高大上的理论，确是非常接地气的百
姓实情。

方言是集中体现一个地方人文风情和生活智慧
的传神语言。一部浓缩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扬州方言
俗语的《清风闸》，不仅呈现着清代扬州的市井百态，
更透露着扬州人曾经的处事态度、价值观念、审美习
惯和生存哲学。扬大文学院明光教授专门就杨明坤的
《皮五辣子》中有代表性的方言，作了一系列以小见大
的品评。“方言寻味”，尽得真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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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方言寻味

风雨尤著笔底妍
———李亚如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说其人其艺

李亚如先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堪称“全才”“通才”的文艺家。已故美术评论家马鸿增对李亚如先生书画艺
术曾有如是评价：“山水以气势夺人，花鸟以情趣取胜，书法以力度见长。而
贯穿于全局的，则是诗、文、书、画兼长的艺术素养。”其实，成就李亚如先生
诗文书画的，还有一个革命者、一位士大夫的社会担当和生命情怀。

今天纪念先生，就是昭示我们向他学习，用自己的笔墨，用自己的心血，
去讴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去创造扬州新的辉煌。

■ 赵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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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爱新墨画春天
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既是一介书生的本色， 又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既有着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又有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先生先世居扬州，太平天国时迁
宝应，1905年左右又迁回扬州。 他出
生于扬州，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扬州
和宝应交替度过。扬州和宝应都是传
统文化深厚的地方，先生八岁即师从
其姨父李镜安（李涵秋弟）学古诗文，
并习书作画，从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
学问与艺术根砥。

刚入高中，他就受到中共地下党
员和进步人士的影响，积极参与抗日
和民主进步活动。1945年正式参加革
命工作，历经战火考验、执政考验和

改革开放的考验，锤炼了自己的坚定
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即便
是在“新三反”中夫人受讹自杀、“四
清”中自己接受批判、“文革”中首当
其冲以及全家下放劳动时，也没有动
摇自己的信仰。《赴合肥夜烽赠我以
词，作诗答之》云：“当年豪气今犹在，
风雨经来志未摧。最是严寒封冻日，共
相勉励待春回。”这当作于粉碎“四人
帮”前夕。而“文革”结束，他在诗里写
道：“蓦听惊雷天外起， 急研新墨画春
天”(《书怀》)“愿为不尽东流水，直下沧

溟不后人”（《寄江都诸同志》）在《七十
自咏》中，他吟道：“爱上层楼临绝顶，
长天阔处看新潮。”“行来不觉天将晚，
犹向江头学弄潮。”这使人心头油然涌
出那一首歌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
他的身上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和
革命文化基因。到了晚年，两者则已经
完全融为一体。 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
既是一介书生的本色， 又是一个革命
者的本色，既有着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又有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见街头有
以骑鹤上扬州为题作雕塑有感》《题李
白杜甫合像》《赠红学家某》 等可为代
表。而《自嘲》“数十年来作画师，个中
滋味少人知。纵然欲向街头卖，亦被人
訾不入时。”从“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亚
如先生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是文化
自尊、自重与自信。

扬州文坛领潮人
亚如先生的特殊才华和特殊经历，使他在扬州文化的领导岗位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地区文化局长的岗位上，他领
衔编剧《夺印》，全国走红。这可能是
“文革” 前为各地各剧种移植最多的
一出戏。“文革”后复出，他任原扬州
市副市长兼任国画院长，有几件事抓
得尤为突出，影响深远：一是在经费
短缺的情况下，带领画家们精心营造
了一座嵎园，并亲撰写碑文：“扬州画
院筑小园成。 园位于城之西北隅，故
名嵎园。园虽半亩，亦具花木泉石之
胜。画院同志读书作画其间，不亦宜
乐？ 斯园落成于公元一九八二年二
月，承建者扬州建筑公司工程五处。”

短短七十余字，有文有质，确属一篇
绝妙文章。经费多半由亚如先生以书
画易得。此后小园宾朋纷至，络绎不
绝，俨然扬城胜景。二是在百业待兴
的情况下， 画院招收两批青少年学
员，传授书画，更重要的是将书法、古
诗文列为重要教学内容，扬州画坛五
六十岁的中坚多有从中获益者，当代
著名画家王赞、王野翔和顾扬等都是
个中佼佼者。三是率先发起研究扬州
八怪，并担任首任会长。他发表了一
系列的文章， 对八怪人数、 八怪之
“怪”、八怪之思想等核心问题提出了

自己鲜明的见解，不少观点此后成为
学界共识。现在八怪研究已成艺坛显
学，亚如先生开辟山林，功不可没。同
时参与发起绿杨诗社， 担任社长，这
是“文革”后全国成立最早的几家诗
社之一。当今天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热
播之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亚如
先生等前辈的远见卓识。四是在北京
美术馆举办画展，党和国家领导人谷
牧、陈丕显、杨成武、黄镇等，著名美
术家许幸之、白雪石、潘絜兹、沈鹏等
参观了画展， 三十多家媒体作了报
道。这是扬州国画院建国后在京的突
出亮相，影响极大。五是将其百幅精
品捐赠给扬州八怪纪念馆。由此也可
见他对八怪之倾心。其他成绩，如修
复园林、寻觅朱自清故居等等，数不
胜数，他不愧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
有远见的文坛领导者。

春到枝头 李亚如

澹澹红衣 李亚如

留有莲蓬带子香 李亚如

寸阴是竞 李亚如

待举 李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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