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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的墨迹》

苏北/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作家散文精选集， 收录其近

年来所创作的散文代表作 《莎士
比亚， 我们隔壁的老头》《贾宝玉
的任性》《呼吸的墨迹》 等共 70

余篇，作品题材广泛，文字淡雅，

意境高远。 如作家所言， 希望文
字中能有生气和一点儿所谓的中
国气派，“让人读后能感受到一点
‘气息均匀’和‘墨迹的呼吸’，让
人‘舒服’”。

《饮茶看花，就是生活》

毕亮/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砖茶、翠兰、西湖龙井，毛豆、

豇豆 、空心菜 ，芦花 、芍药 、栀子
花，臊子面、粉蒸肉、鱼羊鲜，念念
不忘，必有回响。那些你曾经接受
不了的味道， 多年后竟是笔端信
手拈来的挚爱。 作者从饮食、风
土、草木、人情等方面来观照一个
异乡人在他乡的经历，记录心迹、

展示生活。他笔下的草木虫鱼、茶
食瓜果，简洁而韵味颇足。

《文人纪事》

翁长松/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版
在作者看来， 文人最基本的

职能是创制书面文本， 这也决定
了文人和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主
客关系。 书中以新视角和流畅的
文字叙述了鲁迅、郭沫若、巴金、

郑振铎、 钱锺书等文人作品、学
识、嗜好、信念和情怀；描绘作者
和方诗铭、汤志钧、熊月之、林丙
义等著名史学家的相识相知及交
往的缘分、友情和故事。

忆刘海粟：灵犀一点，精神万古
邹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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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5 月的一天， 我在北京的一家

宾馆里，拜访了出席全国政协大会的刘海粟

先生。

海老 3 月因生背疮在广州做了手术，休

养了一个时期，5 月中旬即赶到北京出席政

协大会。 海老拿出他的两本诗集给我看，他

指着最近作的几首诗词对我说：“在医院我

也没闲着，你看我作了好几首诗呢！ ”他爽朗

地笑了，满头银丝都在颤动。

我与他谈中国画，他告诉我，他自己的

毕生精力都放在中国画的创新方面。 他说：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我就努力探索中

西绘画结合的问题， 我开始是画油画的，后

来又搞中国画，另外走出了新的路子，比如

我的泼彩、泼墨，是古人所没有的。 ”

我告诉他，我的老师朱光潜和宗白华两

位先生都很想念他。 他说，他同宗白华先生

是五四时期的好友，那时在上海两人接触颇

多 ， 但已 60 年未见了 ； 同朱光潜先生是

1920 年代留法的同学， 他们同住在巴黎乡

下玫瑰村。他让我给两位老人带好。说着话，

他取出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

家国外游记选》，告诉我，里面选了他留学欧

洲时的三篇文章， 其中一篇是 《游凡尔赛

宫》。 他说：“这唤起了我对青年时代的美好

回忆。 ”

当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和行踪时 ，89

岁海老的回答壮志凌云：“我已经九上黄山

了，争取十上黄山！ ”海老的夫人夏伊乔告诉

我，政协会后，马上就赶回上海，会见日本画

家，6 月 8 日赴日本访问。 这次访日海老准

备率领一些江苏省的中青年书画家同行，有

陈大羽、武中奇、尉天池等。海老说：“我不希

望总是我一个人出国访问，而希望中青年人

多出去看看。 这次日方让我搞个人展览，我

没同意， 只答应带 12 张画和两张书法的拓

本，而让中青年多带一些作品去。 也许明年

可以在日本搞一次个人展览。在日本访问期

间，要举行‘挥毫会’，中日双方书法家当场

表演，我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书法家也参加。 ”

海老的一片赤诚之心实在感人。

海老告诉我说， 最近研究他的文章很

多，香港正在编一本《刘海粟艺术集评》，将

收录已发表的海内外研究他的文章和资料。

海老拿出一份复印文件给我看，这是最近设

在美国的“世界大学圆桌会议”授予他光荣

文化艺术博士学位的祝贺通知。 这时，我的

朋友、许德珩副委员长的孙子许进，奉许老

之命来请海老夫妇吃晚饭，邀请我同行。 二

老见面后，又会有许多热烈场面。

我保留着刘海粟大师 1984 年寄来的两

封书信（一封为抄件，一封为复印件），1986

年寄我的一封书信 （复印件）， 三封原件在

1991 年冬被歹人劫掠，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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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5 月 20 日，全国政协举办在京

委员活动日，下午海老到政协礼堂三楼参加

舞会，与女演员阚丽君翩翩起舞，而后又在

政协书画室与几位青年画家会面。

5 月 21 日， 我去北京大雅宝空军招待

所拜谒海老。

海老一头银丝，红光满面，丰神潇洒，昨

天他那翩翩的舞姿，直率的话语，已融化在

历史的年轮中， 今天他那童真纯朴的感情，

鲜活灵动的思想，更使人记忆常新。

海老不久就要去新加坡举办书画展并

访问，他告诉我，这次是应新加坡艺术学会

和国立博物馆的邀请而去的，将携带 60 幅

书画作品参展， 新加坡的一些收藏家将把

自己收藏的海老的作品 40 余幅作品拿出来

参展， 所以展出的作品一共是 100 幅。 他

说 ， 抗战时他曾应陈嘉庚等人的邀请三次

在新加坡举办展览， 并将义卖所得新加坡

币 120 余万元全部捐献给贵州省红十字会

支援抗战。 这次他将会见他的好友、弟子刘

抗 、黄葆芳 、潘受 、周颖南等新加坡文学艺

术界著名人士。 “刘抗是我的学生。 抗战时

就在新加坡，那时李光耀还是学生。 ……”

“新加坡有不少华侨和华裔，他们都心向中

国。 去年我去访问法国，也受到华侨、华裔

的欢迎， 还有不少是台湾同胞。 我对他们

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发展了 ，也

是中国的成绩。 ”

海老的夫人夏伊乔怕海老劳累，一再劝

他少说话，但海老见到我如逢故人，话多得

不得了。 艺术家的思想如天马行空，叫人捉

摸不定；艺术家的一腔真情自然倾泻，使人

应接不暇：“我过去受过许多打击，但我拿得

起，放得下，吃得好，睡得香。我在法国，看到

我们的艺术家在他们那儿都有档案，我也有

专门档案，好多好多，很详细。我的光荣不是

个人，是国家的。 在法国有画商要同我签合

同，让我每年画 5 张国画，5 张油画，一张 5

万至 10 万美金，这些画可以在法、英、美国

收藏展览，可我却没有答应。 ”

艺术大师的灵感华彩纷呈， 瞬息变幻，

他与我谈起了艺术：“不懂古无法通今，我画

油画笔触有篆书风韵。 中国画有许多妙处，

如它的空白处不是真的空白， 是意到笔不

到。中国讲六法，其中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最

重要。对于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我都主张吞

进去，吐出来。 我的泼彩、泼墨是前无古人

的，中国搞这个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

个是张大千。 ”

我说：“黄翔先生告诉我，他向您请教绘

画的道理，您说了八个字：‘大胆落墨，小心

收拾’。 ”海老说：“大胆落墨较易做到，但后

一句做不到。 许多人是大胆够大胆了，结果

是不可收拾，一塌糊涂。 ”他又说：“艺术无

止境，要精益求精。 学艺要刻苦，我的好友

傅雷先生学画 ，不好就撕了 ，他不满意 ，就

又搞艺术理论 ，不满意 ，又搞翻译 ，结果成

就很大。 ”

最后海老拿出他最近书写的一幅书法

给我看，那是：“灵犀一点，精神万古”八个大

字。 他声如铜钟地对我说：“一切诗词书画，

一切艺术都是心灵的闪光。 艺术的一点一

画， 精神永远不朽； 艺术家的精神永远不

朽！ ”

灵犀一点，精神万古！ 我似乎明白了海

老为什么历经百劫，阅尽沧桑，仍能青春常

在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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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4 月 13 日，我去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看望刘海粟先生，遇到北京画院女画家

王挥春携带自己的一些作品向海老请教。

这时常州市委一班人为筹建刘海粟美

术馆一事来造访海老。

海老说：“我是常州人， 几十年在外面

走，非常感谢家乡对我的关心！ 法国有许多

个人美术馆，不仅有本国艺术家的，还有外

国的，如马蒂斯、毕加索都有专门的美术馆。

毕加索虽然是西班牙人，但法国说他是巴黎

画家。 后期印象主义是吸收了中国的东西

的。我们的一个和尚石涛影响了欧洲 300 多

年，我写过《石涛与后期印象派》。日本的‘浮

世绘’，也是从中国传去的。 ”他又说：“承蒙

家乡同乡重视我。 江苏省也要搞我的美术

馆，在南京，日本人要投资一百万美金，我说

不能依靠日本人，刘海粟是中国人。 ”

“你们搞美术馆，要研究思想，中外资料

都要收集，博物馆、美术馆要研究学问。我九

十几岁还学呢，学问没底。 我不是单研究西

方的东西，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更深刻。 介绍

欧洲的东西，不要忘记中国传统。 法国朋友

看我的作品，认为‘极古，极新’。有新一定有

古，新的东西不能完全脱离古的而存在。 绘

画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 ”

“美术馆建筑要讲究采光，装架子、装裱

都是学问。 我在香港展出，他们把镜框弄得

太亮，破坏了气氛。 ”

“纪念馆要有中国民族的气质，不要因

为我而保留有封建的气息。 ”

十天以后还是在钓鱼台国宾馆，我向海

老面赠拙著《朱光潜宗白华论》。 海老翻阅

着拙著说：“宗白华先生是真正懂得中国艺

术的。 天地、虚实、动静，中国艺术的真髓就

在这里。 无画处皆有画，这是理解中国画的

钥匙。 ”

“朱光潜、宗白华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

是美学的权威。 就是要树立权威，中国的权

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

海老感伤地说：“可惜他们都不在了。我

的老朋友都没了，我被孤立了。 ”夏伊乔接过

话头风趣地说：“这不是还有老伴哩！ ”海老

也风趣地对我说：“刚才她从新加坡来看我

呢！ ”（当时室内正播放电视剧《沧海一粟》，

有夏伊乔从新加坡来看望海老的镜头。 ）我

们一齐大笑起来。

放眼望去 ，窗外桃花正红 ，白天鹅在

春水中嬉戏 ，草坪上的几只孔雀大声鸣叫

着……

刘 海 粟
（邹士方摄

1988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