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
世纪

悦 读 · S H I J I F E N G · 累累累2022.8.4
责编 / 何 晶 技编 / 文 曦
E-ma i l : h e j i n g@whb . cn

2022年春，樱花海棠窗外

开，水墨色戏纸上染。反复反复，

重叠重叠，淡浓清透，二绿二青成

一幅“夏日繁”，鸠羽粉深紫稍稍

掺几许朱砂染一幅“春山空”，还

有中黄朱砂胭脂等暖色调渲成一

幅“斑斓”，有些斑斓就是要在参

差中彼此呈现，最后以水墨山峦

瀑布收尾，名之为“且以黑白”。

41cmx12cm的小条幅四联并列，

色调也暗合了春夏秋冬。虽然是

局部的，有限的，但也是可能性丰

沛的。可能性当然可能也许难以

实现。只是心手相印诚不欺也。

色戏表面动感，内质宁静，只

是这份宁静的内核却又包含了心

灵的激荡，激荡却又安宁，大概非

水墨色戏的“戏剧效果”莫属了。

早些年提起画笔时，就很迷

恋色彩和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在

水的作用下不同色彩间的参差变

化，主观预料中的呈现有之，意料

之外的显现更有之，常令我有种

心头一牵，全身涌起热乎乎的感

觉，手中染上水墨色彩的笔莫名

温热，似乎皴了几分物质性之外

的心意。

比如一笔下去，因了水分不

同墨色慢慢氤开，趁此清扫一横，

水上草色，水下倒影的感觉就有

了。比如略略打湿水彩纸，然后

以国画图式画花草，那些叶子的

边缘闪烁着阳光下的毛刺感，半

干半湿之际勾勒叶脉，叶脉不似

工笔那样细致工整，颇有些朦胧

之美。倘若以不同的粉色系来彼

此呼应，再点画几株小树，颇是春

之声圆舞曲的意思了，盖因了色

彩和水色出人意料的亲密往通。

还喜欢用同一种颜色来实验水分

差异形成的浓淡，绿就有了灰绿

淡绿二绿三绿，笔尖稍稍舔点群

青，绿就绿得厚重了些。看这些

色彩在纸上流动，情不自禁去摇

晃，看色彩顺流逆行，慢慢沉淀下

来，慢慢成就色彩和色彩之间莫

名难道的关系。待干后，沾群青

画几笔兰花，藤黄点花蕊，好了，

有点杜牧诗句的意思了：兰溪春

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

还曾经尝试以水彩材料来实

验古典绘画图式：一山两岸，岸边

一树。或者近处蒹葭，远处淡

山。不用传统国画的勾勒皴擦

法，先润湿水彩纸，趁半干之际，

赭石和墨色相间敷染，但见色彩

慢慢渲染开来，山体和湖畔边缘

渗出毛茸茸的质感，若以细腻的

水彩纸，这种质感好比刚孵出的

雏鸡在阳光下的茸感；如以中颗

粒纸，则相对粗粝，好比目之所及

雨后岩石表面视感，看起来是融

化了的，但又是略带棱角的，保持

着某种墨色和纸质之间的欲拒还

迎。而这些质感的形成需要手和

笔速度快慢得当，太快，色墨浮；

太慢，墨彩凝固，全然没有了那种

渲染感，硬生生的，最后形成的样

子就是既像传统国画，又并不全

然，带有一点宣纸没有的颗粒感，

又兼备了水彩特有的朦胧迷离的

气息。我给几幅画作起名“在水

一方”“烟树远山”，简直没有再恰

当的词了。惜乎这样的古意水彩

实践后来没有再好好继续，形成

一个系列。

不过，似乎身心里暗藏了这

样的水墨色戏，不经意间就会于

笔下流露。近几年画水墨，临摹

传统山水之时，学习各种皴染线

条之时，造化师法虽然尚且不够，

水墨色戏好比心源之一时不时由

身心而笔端。看笔下这荷花田

田，彩墨敷染，层层叠叠，间以粉

色的花朵，也是写意和工笔的结

合。我比较喜欢用一种色调酝酿

总体氛围，而非有的山水画那样

赭石花青汁绿朱砂一起敷染，过

多的色彩分走了过多的视点，气

息的弥散也不那么容易凝聚。当

然，定下一种色调并不意味着不

分层次，单看绿色，浓绿，青绿，石

绿，二绿等等，彼此交融，更好比

春色几许，深浅重重。

于是，纸上色戏，是一场独角

戏，又何尝不是次第展开的多重

戏，角色是色彩水墨，色彩水墨又

塑造了角色，气息弥弥漫漫，风格

亦渐然烘托。

其实，在传统国画中，水墨色

戏也是当家花旦之一，只不过色

彩退后，墨为主打。宋代就有米

芾米友仁父子的米家山水，写意

笔触，烟云变幻江南山景，所谓

“云山墨戏”，看似随兴而成，其实

淡墨加点染的手法颇为考验用墨

和水分掌控。米友仁对此颇为自

得，尝云“余墨戏气韵颇不凡，他

日未易量也”，确实如他所说，如

今谈到中国绘画史，总要说到米

家山水。而明代的徐渭大概是将

墨戏淋漓发挥的文人，可能没有

之一。徐渭的“老来戏谑涂花

卉”，在《墨葡萄图》《墨花图卷》

《杂花图卷》等图卷中酣畅淋漓。

我曾经就徐渭的其人其画写过一

篇题为《野藤里的葡萄》的文章，

徐渭一生坎坷，仕途不顺，发狂失

手杀续弦，几度自杀，待到被友人

救出监狱已逾半百，清风两袖，徒

然一间七倒八歪青藤屋，丹青抒

怀，不媚权贵，穷困潦倒，72岁死

于乱稻草堆中。是故他笔下的画

当然一腔子块垒之气。这些年时

不时都会看看徐渭的画，时不时

在上博的有些展中还会看到徐渭

的真迹，从最早接触到现在，也许

因了自己对笔墨多了些切肤体

悟，更能觉出徐渭画中那种快意

恩仇，用笔速度是快的，笔笔带

风，花卉造型都在浓淡中迅疾而

成，少有刻意的修饰，无论竹子，

还是墨葡萄，似乎能看到毛笔在

徐渭手腕中的快速流转，那种跌

宕，那种轻重，一气呵成。他的墨

戏是真正的戏，是他的生命之

戏。“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

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

闲掷野藤中”。悲凉，然而底色还

是豪气，独立晚风的啸声，穿越重

重时空，听来，还是心动。

前几年，曾去过绍兴，找到巷

子里的青藤书屋，是修缮过了的，

前院后院，一块方塘，两间屋子，

是小小的。2021年徐渭诞辰500

周年，看到报道说徐渭艺术馆在

绍兴揭幕，徐渭雕像与枯藤造型

站立一起。看图片，艺术馆线条

简洁，江南民居的现代转化风

格，空间也很宽敞。当然这对徐

渭艺术成就的传扬是好的。想起

徐渭生前的落寞潦倒，死后节节

攀升的名声，袁中郎、郑板桥、吴

昌硕、齐白石等，都是徐渭粉，都

愿意做“青藤门下走狗”（郑板桥

专治印章），乃至当今画作拍卖

价，确是不免伤感的。不过，曾经

墨戏酣畅的徐渭，若看到500年

后还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

术馆，不知会不会长啸一声，大笑

而去。

且狂躁，且肆意，当墨戏，才

是生命之本，之根，之质。

之前也阅读中外艺术史，现

在依然关注，之后自然还会学习，

各路绘画理论也学习体会了一

些，不过总觉得时有隔靴搔痒，气

韵深蕴，萧散清雅，渺然浩然，美

则美矣，却难免凌虚蹈空，最好自

己上手试试，不求精妙，但能悟

觉，切肤个中，其实所有的气息都

是一笔笔一层层的实实在在，然，

并所以然。有些奥妙处靠眼睛是

不行的，一定自己实践，线条、色

块、色彩之间的渗透变化，心感和

手感互通，一次次练习，才恍然，

原来是这样出来的啊。这种领

悟，真如酷暑里的清凉散，平淡日

常里暗涌的激越。

俯首水墨，不奢望载道，唯言

志吐声，若有共鸣，自是个体彼此

间的安慰。纸上跌宕烟云也好，

文字煮饥也罢，缓缓而行罢。

龚 静

水 墨 色 戏

我以为自己和那一江流水，一
湖碧波毫无关联。其实在时光的经
纬线上，在历史的坐标系中，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万物皆有情缘。

赣江与修河，这两条因地缘命
名的河流，虽然同处赣鄱大地，但彼
此相隔不短的距离。尽管它们发源
于不同的山脉，流经不一样的地区，
可最终都因相同的流向，跨越南北，
而抵达共同的终点。浩浩荡荡，注
入鄱湖，汇进长江，奔赴大海。水在
一个浩大时空中结下了水的亲缘。

翻开族叔与堂兄的履历，他们
和这条河流、这泓湖水有过身体的
亲吻，有过情感的碰撞。穿越四十
载岁月风雨，当我以一个回访者的
身份，漫步赣江大堤，走近水边滩涂
时，心中弥漫起一种湿漉漉的感
觉。这种美好的感觉如同血脉一
样，在心头汩汩流淌。凝望横亘在
万安湖上的巨龙，这千里赣江第一
坝是何等壮观！一百四十米高的闸
门，不仅奠定了亚洲第一高闸的至
高荣耀，而且还牢牢树起了一个时
代的巍峨丰碑。

游弋在开阔的湖面上，我的目光
在往事中穿行。望着奇峰叠翠，碧波
荡漾的大湖，仿佛回到了千帆竞发的
年代。在这条沉淀了众多历史人文，
孕育着庐陵文化的黄金水道上，水始
终传扬着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
物而不争”的智慧。

晚上与文友信步走上了赣江大
桥，当行至桥中，文友突然停下了脚
步。他对着一江浩荡东去的流水，发出
无限感叹。我明白文友的意思，作为一
个在赣江边长大的人，他是一个在努力
读懂赣江的人。在扑面而来的夜风里，
我们稍作停留，然后继续前行。

面对一条孕育号子的江河，理应
和上一曲。在万安，赣江十八滩的船
夫号子，早已唱成了“省级非遗”。赣
江作为中原通往闽粤的驿站要津，万
安境内的十八滩在水运时代遐迩闻
名，其中最为险峻的当属惶恐滩。南
来北往的舟船，到了万安滩头都会踟
蹰不前，必须延请当地滩师领航，船
夫拉纤，祭祀河神，才敢漂过十八
滩。千百年来，船夫长年累月挣扎在
滩头，用宫、商、角、徵的调式，吼出了

一串悲怆的船夫号子。
祭神、起锚、撑篙、扯篷、拉纤、揹

船、摇橹、靠岸、下锚，这一系列的程
式，就像一种江河的精神，成为船夫
避开漩涡，绕行暗礁，战胜恶浪，团结
奋进，勇往直前的象征。

历史上的赣江十八滩让人心生
畏惧，它与黄河三门峡、长江三峡齐
名，并称中国三大险滩。民谣有云：
“赣江十八滩，滩滩鬼门关，十船经过
九船翻，一船虽过吓破胆。”其间难以
预测的命运走向，道尽了赣江十八滩
的凶险。

险要之地，常有风景。为此，欧
阳修、杨万里、苏东坡、辛弃疾、文天
祥、解缙、王士祯等历代文人名士，在
此留下大量的诗词华章，形成了历史
深厚的“十八滩文化”。

宋孝宗熙淳年间，肩负使命的
辛弃疾，在赣州完成了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他一举平定了茶商军叛
乱，成为朝廷的封疆大吏。公元
1176年秋天，辛弃疾再次行经造口
驿，在这个熟悉的驿站里，他俯瞰昼
夜奔腾的赣江，回想往事，莫名忧

伤。当深山里传来鹧鸪啼声时，他
再也抑止不住奔涌的情绪，于是挥
笔写下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这样的千古名句。《菩萨蛮 ·书江
西造口壁》一词，总共才四十余字，
字字如珠玑，句句似箴言。这样的
文字隐藏了多少行人泪？多年后，
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的第二年正
月，他过零丁洋时写下“惶恐滩头说
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我一直认
为零丁洋是一个实指，而惶恐滩是
一个虚指。直至十几年过去，当我
来到万安，凝视着波浪翻滚的赣江
时，这才有幸读懂了惶恐滩头的真
实情境。原来景炎二年，文天祥兵
败后，曾从惶恐滩一带撤退，为此给
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惊险记忆……

大江东去，往事如烟。透过深
沉的历史记忆，凝视一湖荡漾的碧
波，诠释着万物共生的神秘意味。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再次理
解了变迁二字的深层隐喻。面对满
目的青山，丰盈的绿水，在万事安康
的大地上，我看到了一座正在崛起
的时代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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