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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与莫奈晚年艺术启示录

马建初

摘 要: 黄宾虹与莫奈的艺术在晚年殊途同归。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具有对社会对自然的敏感度,对积极的、向上的、健

康的物象和心象更具有极强的认同欲和表现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自然为本, 天人合一 , 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

哲学。中西方艺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不可取代的是各自的艺术传统,文化精神, 民族的人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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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与莫奈, 两位高寿且在暮年都登上其艺术巅峰的

东西方艺术大师。两位都在晚年对大自然的笔墨与色彩的挥

洒中殊途同归, 进入了恍兮惚兮的东方化境。两人相隔万水

千山, 却犹如不同肤色的孪生兄弟。

艺术无国界。艺术使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人们精神相

通, 传达着人类的共性。在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受中, 越是长

者就越深刻和独特, 就越有与之同化的亲和, 就越有飘飘忽与

自然相亲相融的欲望。东方人如此,西方人也如此。

黄宾虹喜武, 年轻时拳打脚踢凛然一赳赳武侠。当年踏

遍千山万水,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自有一副好身板。莫奈更是

体壮如牛, 背负沉甸甸的画箱爬山涉水健步如飞。对大自然

的爱是需要身体的本钱的。不然, 哪来的情火如炽? 哪来的

热力不减的长寿? 你看黄翁的山水: 墨色浓重, 笔力刚健和

厚, 随笔挥扫,无不力能扛鼎。其画层叠深厚, 峰峦荫翳, 林木

蓊郁, 淋漓磅礴,勃勃然一派强旺之气! 你看莫翁笔下的大自

然: 天空、大地、水波,灿烂一片光色涌动, 晚年画的花木与荷

塘更是色气掀天情热灼人, 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他对大自然喷

发的一腔痴情! 当我们看见八十有余胡须茂然的莫翁手握大

调色板, 雄峙在煌煌巨制∀睡莲#面前时, 当我们看见毛发苍

苍而精神矍铄的黄翁在大山大水之间握笔疾书时, 不能不感

叹: 好画是用好身体画出来的 。
很多时候, 艺术是长期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的集中喷

发, 艺术的颠峰状态也常常发生在生命的不同时段, 这自然是

因人而异。凡∃ 高和拉菲尔在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就确立

自己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但要活到八十岁呢? 他们的生命还

有其他的可能性, 甚至还有更精彩的可能性。这不能不是莫

大的遗憾。在中国近代画家中 ,从齐白石到当代的吴冠中, 几

个泰斗级的大师大多是垂垂老者, 而其艺术的高峰也大多出

现在晚年。当然, 好身体不仅仅指长寿, 更指健康 ! ! ! 生理的

和心理的健康。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具有对社会对自然的敏感

度, 对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物象和心象更具有极强的认同

欲和表现欲。他总是满怀激情。他的激情总在找寻爆发点。

一旦他找到了那个点,你能让他无动于衷吗? 你能遏止那个

画家滔滔不绝的创作欲吗? 这正如强壮者的食欲, 他对美食

的敏感度是无须多说的。

两人的终身 情人 都是大自然。黄翁十几岁就好游山
游水。当然也曾迷恋古人笔墨 ,但终究挡不住 情人  的诱惑

而遍踏名山大水, 感受率真的生命本性。愈近晚年, 爱欲愈

烈。登山而浴雨看山色淋漓元气, 沐夜色而感受黑山苍莽恍

惚。在对 情人 痴迷的凝视中,他有了 沿皴作点 屋漏痕 
和 月移壁 的点线笔墨、虚实之悟,并由此变法,在古稀之年

大喷发大飞扬而登艺术之巅。莫翁对自然爱情更甚。他显然

是一个 早恋 者,少儿时代就泡在湖光山色里, 画森林 ,画大

海,画草垛,对 情人 的爱执着而热烈。在他专情的眼波中,

大海绚丽无穷, 草垛光彩迷人, 整个自然就是一个光色的世

界,连看来 无色 的空气也充盈着缤纷的五彩。在他的绘画

生涯中,早年也曾画过不少的人物肖像和城市建筑,但愈近晚

年对大自然的爱愈加纯粹。甚至在中年以后定居在日维尔

尼,把大自然搬进花园, 几十年朝夕相伴, 一腔情爱全融在花

木水色之中。终在暮年的肆意挥洒下, ∀睡莲 #系列横空出
世,成就了登顶的绝世之作。

这又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老话题往往内含绝对真

理。不知什么时候, 画家们往往很难终身专注同一创作主题。

他们总是被不断涌现的新思潮激动, 象追逐浪花一样追逐时

时翻新的新观念新题材,在流行的、时尚的潮流中推波逐浪,

看起来也确实热闹和风光。但这些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 喧

嚣散去之后,弄潮儿便成了落寞的看客,在生命的漂浮中什么

也没落下, 徒有昙花一现的回忆。两位大师的艺术再次告诉

我们:艺术最不能缺的是真情、主见与执著。 真情  能使画

家的感情燃烧, 使表现对象蒙上一层美的光辉, 情人眼里出

西施 , 实现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情感共振; 主见 能使画家

面对形形色色的艺术潮流保持足够的自信, 坚持自己的艺术

选择,心无旁顾地专注于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 固守在自己

的精神家园; 而 执著 则是前两者的综合体现, 它使画家在

自己认定的艺术领域里由浅入深地探索,在寂寞的漫长的成

功和失败的艺术积累中获得大爆发, 从而达到自己力所能及

的艺术高度。或许他没多少的艺术广度, 但他一定能达到尽

可能的艺术深度, 获得相对的成功。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以自然为本, 直至 天人合一 , 这

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这种文化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先人与

大自然情意绵绵的长相厮守。我想, 任何人,不管他是黄种人

白种人黑种人,只要对自然美有直接的兴趣,只要面对大自然

灵魂深处能涌出极欲与之同化的爱恋, 那他就能完全认同中

华民族 天人合一 的生命观。莫奈一生醉心大自然, 与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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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相偎相依, 如痴如迷。在对大自然脉脉含情的深度凝视

之中, 终究在山水的形质中发现了它的灵, 画出了光色颤颤的

∀日出#、生命奔涌的 ∀草垛#、天地水色朦胧迷离的∀睡莲#。

很明显, 莫翁不仅仅是在描画自然的灵, 他把自己也 拿 了
进去, 把自己多彩的生命与自然纠缠交合, 自己的魂与自然的

灵融化燃烧, 创造出五色焕然的油画世界。而黄翁则把山川

的丰茂华滋与自己 浑厚 的生命体验相融, 实现了 浑厚华

滋 艺术理想。两位巨人在大自然的召唤下集合, 不约而同

地进入了东方化境。

西方人征服自然 ,东方人顺应自然。这是两种迥然有异

的文化形态 。西方人在不断的征服中最先进入现代文明, 在

近代史中最先迎来国力的强盛。但也给大自然带来伤害, 最

终受到自然的惩罚。东方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 使

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得以传承至今。但在现代追求物质文明的

进程中却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这种和谐,导致近些年来人们自

食其恶果。现在,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终于认识到,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是何等重要,我们中华民族 天人和一  的自然

观和生命观, 是多么弥足珍贵! 于是,伟大的东方文化在当代

社会的各个层面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在不同民族的艺术中得

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而莫奈晚年的艺术, 更是无处不在地散

发出我们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黄宾虹和莫奈对大自然的专情并非如梵高飞蛾扑火般的

奋不顾身, 不像他那般追捧太阳的炽烈。很显然, 他们是东方

式的一种亲情的怡然 ,是中国式的 悠然见南山  。莫奈在自
家园子里闲庭信步, 看垂柳轻抚、花枝招摇, 体察睡莲与水波

相解相融, 品味空气和池塘的光色纠缠。在这种细嚼慢咽的

审美体验中, 消魂在 润物细无声 的诗情里。黄宾虹漫游中
国, 信步名山大川,甚至 青城坐雨 瞿塘夜游 , 用数万写生

稿来捕捉山河大地的精神。悠悠然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直到

晚年, 他们终实现艺术的 一跃龙门 。

中国的生活哲学和文化艺术, 突出一个 品 字, 讲究的

是细细体验反复体验。我们祖先的 ∀易经#∀道德经 #, 有谁

能一目十行看一两遍就能体悟其中奥妙? 我们的诗词曲牌戏

剧唱腔莫不是经过百般吟唱方才品嚼出万般滋味的。我们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生发的东方阴柔文化总是委婉温润

的, 醇厚而微妙的,一波三折而回味无穷。它是内敛的、长期

积累的, 须在生命蓬勃的大自然中经过恒长的坚持方能修成

正果。

巧的是, 两位老者都在寿终前患有眼疾且已臻失明。而

更巧的是, 两人都在眼疾的折磨中成就艺术之大成。很显然,

此时视力对他们已不是很重要。他们作画用的是心, 他们手

中落下的已不是笔墨不是色彩,而是丰厚的学养和伟大的人

格, 是高悬空中的生命大境界。活不到这般年纪, 人生未能经

历百般起伏, 就不能进入这般苍茫之界, 生命的体悟便不会这

般厚朴胧混。高高在上的生命 ,俯瞰着世间百象, 阅尽人间沧

桑,悠悠然进入生命的化境。此刻心中一片澄澈空灵,眼前流

动的自然是宇宙初始的迷莽, 生命创化时的相摩相荡的混沌,

举手落笔之时, 大千世界便一派混元,大艺术也就应运而生。

大音无声, 大象无形。艺术的极至是忽略技巧忽略形式。

此刻的技巧和形式已经不重要,她倾听的是心灵的召唤。晚

年耳聋的贝多芬挥动手中的指挥棒, 在无声的世界里他感受

到了心中的交响! 画家也罢音乐家也罢, 此时手随心动手为

心声,技巧不见了形式也不见了,我们所见所听的都是赤裸的

精神袒露和灵魂的倾诉!

莫奈晚年迷上了线条。这不是那种文艺复兴前的僵硬的

物体轮廓线, 而是中国书法式的极富表现力的线条。∀睡莲#

中的水波, 一波三折的色线交叉重叠,虚虚实实, 刚柔相济, 或

勾,或点 ,或宽,或窄,或顿断, 或横扫。无论是水中的睡莲倒

影,还是岸边的林木花丛,都用层层叠叠的色线交织而成。而

黄翁晚年则迷上了油画般的短笔触, 其画积千万短笔,兼点兼

皴,层层积染,甚至用原色着力点染, 使画面呈现出厚重班斓

之美。他们一者用色线,一者用短笔,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都

不在乎物象的形似, 书写的完全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 一种

激情!

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 中西方艺术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

短已势在必行。这不是互相取代, 也不是半斤八两,而是各有

主有次, 以我为主。借鉴是为了丰富表现手段,更好地传达自

己的情感。而不可取代的是各自的艺术传统, 各自的文化精

神,各自民族的人性的尊严。如此,世界艺术的大花园里方能

百花齐放, 花香扑鼻而又色彩纷呈。

年轻的艺术家是不谈宇宙的。要到垂垂老矣, 独坐高山

之巅长河之滨,松眼遥望辉煌的落日,才克制不住要与宇宙诉

情,要与天地倾诉人生和世象的山川沟壑。此时已人老眼花。

人到老境看世界看人生大约就苍茫, 就恍兮惚兮,眼里的自然

就没有了细节, 天地间惟有元气浩荡。于是,笔下就模糊了形

加重了气。于是, 黄翁画山水下笔便层层交叉叠积,笔和墨都

死力往 气 上用往 韵 上使, 眼光迷糊糊地层层划拉, 从而

造就了闻名天下的 浑厚华滋 。于是 ,莫翁在睡莲上纵横捭

阖,线飞色舞,把个荷塘搞得水气悠悠光色迷漫, 大韵也从水

池中盈盈升腾。两位历尽沧桑终身专情大自然的耄耋老者这

时眼光迷糊着, 思维囫囵着, 糊涂迷幻之中, 自然之象滚滚而

来,生命之境徐徐扩展, 精神之气则冉冉高升, 下笔便有了这

般迷离扑烁的大生命大气象, 便有了这般元气逼人的恍惚之

大美!

黄宾虹莫奈两位老艺术家经历了漫长的人生之路, 充分

咀嚼了生命的酸甜苦辣, 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上升到宏观

的大生命的高度, 获得了观照自然观照世界的大角度,而最终

在艺术上把它生化成大气磅礴的生命意象之美! 这种浑朴、

深沉、博厚、苍茫, 这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这种至真至善至

情至美的艺术, 正是年逾古稀的艺术家们奉献给人类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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