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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给他带来非议的山水画，值得重新审视
两大齐白石重量级特展同期亮相北京

齐白石大概是国人知晓度最高的

一位画家，而人们熟悉的齐白石，似乎

仅限于他笔下那些活灵活现的花鸟鱼

虫。近日，两个齐白石重量级大展亮相

北京， 一个是正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一

个是登陆北京画院美术馆的 “胸中山

水奇天下”齐白石山水画特展。它们互

为补充， 向人们呈现出两种关于齐白

石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令这位艺术

大师的面貌更为立体、清晰。

“清平福来 ”传递和平
愿望，齐白石笔下的鸽子与
毕加索笔下的有何异同

故宫博物院汇聚两百余件绘画、

篆刻、文献作品的“清平福来———齐白

石艺术特展”， 可谓综合性的齐白石

大展。 别出心裁的却是， 齐白石 “和

平使者 ” 的身份成为展览暗含的线

索， 引发人们关注齐白石艺术中的和

平意蕴。 而这正是齐白石鲜为人知的

一个侧面。

1955 年 ，世界和平理事会将 “国

际和平奖” 授予年过九旬的人民艺术

家齐白石。当时，他曾感慨道：“正因为

爱我的家乡， 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

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

因此花费了我毕生精力， 把一个普通

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

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追求的

就是和平。 ” 展览名称中的 “清平福

来”，即体现着齐白石对于“和平”一词

的理解。 齐白石生于乱世，向往太平，

晚年喜欢以“清平福来”为题，画老翁持

瓶，蝙蝠展翅———“清平”是“青瓶”，“福

来”是“蝠来”，以此传达对于安定、祥和

生活的期许。此次展览中，齐白石获得的

“国际和平奖” 证书与奖章、“人民艺术

家”奖状等文献以及《清平福来》图都格

外显眼。

饶有意味的是，齐白石的“国际和平

奖”奖状扉页上，印着西方绘画大师毕加

索画的和平鸽， 而鸽子其实也是齐白石

晚年的重要题材， 用以抒发步入新社会

之后自己内心的愉悦，祝福祖国万岁、世

界和平。此次展览展出的齐白石 92 岁时

所绘的《和平鸽图》，即为艺术家和平鸽

系列作品中的代表作品。画面以鸽子、雁

来红来直观表达“和平”的象征：三枝红

色淡墨的雁来红叶子与墨色浓重的鸽子

浓淡相间， 鸽子的红色喙爪又与红叶互

相呼应，画面左上方以篆书题款“和平”

二字。 1951 年，齐白石为了祝贺“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的召开还曾画过

一幅《百花与和平鸽》。为了画好鸽子，他

在家里饲养鸽子，仔细观察他们觅食、打

斗、嬉戏、起落。 齐白石笔下的鸽子是自

成一格的， 他曾将自己画的鸽子与毕加

索画的鸽子做对比：“他画鸽子时， 要画

出翅膀的振动。我画鸽子时，画翅膀不振

动，但要在不振动里看出振动来。 ”他也

曾在画稿上留下对于画鸽子的体会，如

“大翅不要太尖且真”“尾宜长”。

“十二条屏”是一种社交方
式， 齐白石还有太多耐人咀嚼
之处

于北京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的 “胸中

山水奇天下”齐白石山水画特展，展出来自

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天津博物馆、辽

宁省博物馆等十家重量级文博、 艺术机构

的逾 160 件 （套） 作品， 最大规模地

集结齐白石一生中重要的山水画。

去年年底于艺术品拍卖市场拍出

9.3 亿元人民币的齐白石 《山水十二

条屏》， 改写了中国艺术品的全球拍

卖纪录， 也令齐白石的山水画步入大

众视野。齐白石是个全能画家，但他一

生画花鸟草虫、水族虾蟹最多，山水画

最少， 并且山水画为他惹上了最多的

非议。齐白石画山水，摒弃了前人讲究

的平铺细抹，画面总是寥寥数笔，简约

稚拙，这样的另类画法被人攻击为“野

狐禅”。而事实上，齐白石的山水画，是

其艺术生涯演变的重要脉络与见证，

近年来也越来越为学界重视。

1902 年至 1909 年， 齐白石远游

七年， “五出五归”， 饱览了大半个

中国的山河美景， 途中积攒了大量的

山水写生画稿。 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

阶段， 也为其山水画带来不容忽视的

影响。 远游归来后， 齐白石根据写生

画稿所创作的山水画， 相较于其早期

临摹 《芥子园画谱》 时的山水画， 灵

动性大大增加。 此次展出的 《借山图

册》 便是其中的代表。 这套图册原本

有 50 多幅， 如今在北京画院存有宝

贵的 22 幅。 在这一系列画中， 人们

能看到洞庭落日、 灞桥风雪、 十里桃

花、 雁塔坡、 滕王阁等生活实景跃然

纸上。 画面多以线勾勒， 少皴擦， 且

富有色彩感， 极简的构图显示出了无

限的空间感。

此次借展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的 《山水十二条屏》， 堪称齐白石晚

年的山水巨制。 用十二条屏的方式作

画， 是齐白石与人打交道的一种特别

隆重的方式。 齐白石这一生中， 仅创

作过三次山水十二条屏。 其中最早创

作的那套不知去向， 第二次创作的那

套去年轰动拍场， 此次现身展览的是

第三套， 创作于 1932 年， 赠与他在

四川的一位朋友。 当时齐白石的山水

画往往是远游时期写生稿与记忆中家

乡景色的融合， 画面常常漾起思乡情

怀， 可谓既真实又虚幻的 “家乡” 之

景。 此套 《山水十二条屏》 相较拍卖

场的那套， 画面更加简洁， 构图及技

法的运用更加纯熟。

■本报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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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活字、 木活字、 铜活字、 锡活字、 铅活字……活

字印刷的材料在千年的历史中不断进步， 但印刷出来的字

体却难有进展。 每个字由八个笔画开始， 一点就有许多不

同写法， 一横、 一竖、 一捺、 一挑都可以代表点， 横竖撇

捺勾就更难统一。” “活字生香” 活字文化艺术全国巡展

于昨天在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开幕。 开幕式上， 汉字印刷

字体书写技艺第一代传人、 上海印刷研究所 92 岁的老师

傅徐学成讲起了上海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创写

的发源地，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字体研究室又如何最早设

计统一了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 “宋、 黑、 仿宋、 楷” 等汉

字印刷字体， 希望用活字艺术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渊源，

唤醒中国人书写记忆的行动。

需沉下心来钻研至少十年才能有所建树

“解放前， 报刊书籍的正文字体主要沿用了日本引进

的秀英体和筑地体， 其次是刻字人员徒手刻成的混用字

体 ， 一字多形 、 字形大小不一 、 笔画粗细不匀 。 直到

1960 年代， 成立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才把不同的字体

重新整理设计。 当时正逢修订第一版 《辞海》， 上海印刷

技术研究所用两年多时间设计了约 1.8 万字， 那就是第一

副 ‘宋体’ 与 ‘黑体’。” 徐学成说。

上海的工匠花费数十年的心血， 才终于让中国字的书

写规范和统一。 2009 年，“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项目被

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如今，“活字”已经成

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为了促进“非遗”汉字

印刷字体书写技艺的有序传承与规范发展， 发现并培养字

体创写设计师后备队伍，传承字体设计的技术经验，上海印

刷技术研究所当天还发布了一项字体设计大奖赛。

“字体设计是一项比较枯燥乏味的工作， 设计人员需

要沉下心来钻研至少十年才能有所建树。 设计一个字体，

所有专家都要围在一起挑毛病， 把个性的部分去掉， 才能

留下面向大众的内容， 让普通人觉得美观。 要成为公认的

精品， 非常困难。” “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 第三代传

人原伟民告诉记者。

在活字艺术传承过程中， 上海探索设计的字体从传统

书法中汲取 “上紧下松” 的形态。 而随着技术的进步， 及

时捕捉到了读者 “口味” 的变化： “传统书法字体内紧外

松， 早期在印刷字体设计中也参考设计了结构紧密， 四边

像跳芭蕾一样舒展的字体。 随着阅读习惯逐渐发生变化，

字体现在要外紧内松。”

原伟民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设计之路， “第一版 《辞

海》 完全参考了古代书法的韵味和字形结构， 到了 1999

版 《辞海》 已经进行了调整， 因为数字印刷取代了铅字排

版。” 而如今， 电子阅读比纸质阅读更清晰， 笔形也反映

得更为亮丽， 人们对字体美观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任何问

题都无所遁形。 “我们为即将推出的 2019 版 《辞海》 设

计了三款字体， 其中的宋体和黑体也在 1999 版 《辞海 》

字体的基础上作了改变， 当时的笔形较尖， 如横的钝角、

收笔， 尖小的阅读效果比较刺眼， 现在改得更加圆润， 对

眼睛更加 ‘友好’。”

指间拨动的“天书奇弹”

在一间播放古琴曲的特别展厅， 许多形似汉字， 但又

不知其意的古怪字体， 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这是上海印

刷技术研究所为传承发扬古琴文化、适应现代化出版、印刷

和媒体传播，开发的“古琴楷体”和“古琴宋刻体”。古琴是中

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 3000 多年历史，是中国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唯一乐器。晚唐时，古琴出现了减字

谱，组合记录琴曲的指法、弦序和徽位，但由于其有别于一般汉字的特殊性，减字谱的

出版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为打谱和琴曲音乐保护造成了困难。

“减字谱的部首都收集自汉字部首，但经过拼接，产生了复杂的结构，纵向最多

达到了 10 层。 既要写成汉字的结构，又要表达古琴减字谱的技法，字形非常复杂。 ”

“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第三代传人、减字谱字体的设计师吴振平告诉记者，古琴减

字谱向来都是手写稿，从未有过印刷活字，大大小小字体不一，难以规范。

“规范的过程里， 最难就是要把位置写正， 弹奏的主次位置要分清， 否则演奏

者无法看谱。” 对古琴一窍不通的吴振平深感责任很重， 用了三四个月时间钻研古

琴谱， 弄懂弹奏的位置， 才开始设计字体， 还请了许多专家提意见。 “目前楷书已

经基本完成， 设计了约 1.5 万字， 2015 年已经出版了楷书的古琴谱十多篇。”

此次展览由上海印刷 （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上海印刷

技术研究所、 上海字模一厂有限公司承办。

“无表情不欢乐”时代，你我仍需认真说话
表情包在社交之外，有了纪念日、入藏艺术馆、成为年度热词———

“世界表情包日”？你没看错，不久
前所谓 “世界表情包日”迎来了第五
个年头， 这个起初由表情搜索引擎的
创始人杰瑞米·伯格所创造、乍听上去
有些“无厘头”的节日，在这五年来受
到了不少人的追捧。今年，苹果公司为
了庆祝这一节日， 一口气推出了超过
70 个新表情，并在下半年正式上线。

从攻占社交软件， 到与各大品牌
合作， 甚至有了自己的节日， “表情
包” 俨然已经成为现代人沟通交流的
必需品。 可是， 在表情包用得非常溜
的虚拟社交之外， 我们在人与人交往
过程中的表情是不是反而变得不那么
丰富了呢？

“无表情不欢乐”，小情
绪有着大魅力

1982 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在电子公告板
上心血来潮地输入了连续的字符
“∶-）”来表达微笑的含义。 彼时，法尔
曼绝不会想到这简单的三个字符成为

了如今大热表情包的始祖。

17 年后，第一批数字表情在日本诞
生，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上世纪末在手机
和传呼机上推出了 176 个表情符号，其
中包含笑脸、食物和箭头等，这些图形在
有限的屏幕空间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交
流方式， 让人们得以在枯燥的文字表达
中加入自己的情绪。 2010 年，有人把这
些 12*12 像素表情翻译成了今天通用
的数字化表情。而如今这些“原始”表情，

有的已经成为了“艺术品”，纽约现代艺
术博物馆在 2016 年将这 176 个表情
纳入馆藏， 利用二维图形和动画技术进
行展示。

此后， 随着苹果公司将数字表情置
入手机系统后， 表情包的风潮便一发不
可收拾， 在日常文字交流中加入一些表
情包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而有时，甚
至都不需要文字。

2015 年， 咧嘴大笑加上两滴眼泪
的 “笑哭了” 表情被 《牛津词典》 选为
当年的年度词汇， 被认为 “最能反映当
年的精神”。 “没错， 这是有史以来第
一次年度词汇是个表情。” 《牛津词典》

官网上如是写道： “表情包的官方解释
是‘喜极而泣的笑脸’，尽管你们可能认

为这个表情有其他意思。 ”哭笑不得、欲
哭无泪、 泪中带笑……只要一个小小的
表情包， 人们就能根据不同语境联想到
截然不同的解释，或许，这就是表情包最
大的魅力。

表情虽生动，但应只是沟
通的辅助品

简单、生动、直观是表情包作为交流
工具的最大优势， 就在今年的 “表情包
日”当天，联合国在其社交网站上用 195

个表情包就将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年龄
的人们放在了同一张照片里， 以此呼吁
人们团结一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作为一种概念，表情符号可以追溯
到过去几个世纪的表意文字、 象形文字
和其他图片文字。 ”在 2016 年表情符号
进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时， 当时的策
展人建葆拉·安东内利这样说道，安东内
利毫不掩饰地把表情包放到了与其他样
式文字同样的高度。作为“文字”，不乏有
人开始用表情包进行“创作”。 美国作家
赫尔曼·麦尔维迈的《白鲸记》就曾被“翻
译 ” 成一本由表情包构成的书 ， 整整
736 页里没有一个文字，全部都由表情

构成。

但在生活中 “不用表情包不会
说话”的现象愈发普遍，日常中大量
使用表情进行交流的情况引发了不
少人的担忧， 认为简单的图像正在
毁掉语言的美感和人们的表达能
力： 表情包让人与人之间的的沟通
变得短平快， 但也无形中消耗着人
们遣词造句的能力和耐心。 面对表
情包的大行其道，有海外批评认为，

我们期待借助表情包更好地表达自
我， 却忘了认真地说话才是拉近距
离的最佳方式。

“曾经，短信替代了古老的通信
方式， 而表情包的出现只是让通信
这一行为变得更加便捷， 语言可以
容纳许多东西， 但并不包括语言本
身的消失。 ”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
兰曾这样谈及表情包。普希金将“源
于语言的贫乏而不足以表达丰富的
感情”称作为两大“模糊”之一，平面
图像终究无法和字与字之间所构成
的文学关系和意境所媲美， 过多零
碎重复的表情包不仅无法表达情
绪，也不能准确传递信息，一句经过
仔细斟酌的话语反而会事半功倍。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以新叙事重述父辈的青春奋斗
上影集团青年导演叶田获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红枫叶大奖”最佳新锐导演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北京时

间 7 月 22 日， 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

电影节闭幕。 上影集团青年导演叶田凭

借个人的第二部长片作品 《勇敢往事》，

摘得“红枫叶大奖”最佳新锐导演奖。 目

前，该片正随着“2018 我的电影党课”展

开点映，并将于今年 9 月全国公映。

昨天， 载誉归来的叶田告诉记者，

新视角、 新叙事， 是他所认为的得奖关

键， “类似主题曾经穷尽了表达方式。

多年后重述 ， 我想给老故事注入些新

意”。 影片有三段时空。 一段是父辈的

青春： 半个世纪前， 杨青山、 白菊等年

轻人去往黑龙江边陲开启奋斗的人生，

因一桩意外改变了各自的轨迹， 有人驻

守， 有人背弃诺言后逃离； 一段是 “后

青春时代”： 两鬓染霜时， 曾经的年轻

人终究无法割舍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返

回黑土地重拾理想和承诺， 建立农村合

作社和自然保护区， 与扎根东北的老朋

友一起反哺自己的第二故乡； 另一段时

空即当下： 杨青山忽然病倒， 其子杨小

勇从美国赶往东北照料父亲， 置身白山

黑水间， 儿子了解到父辈年轻时的勇敢

往事 ， 原本有些嫌隙的两代人握手言

和。 从子女的视角切入， 再以三段时空

互相交错， 全新的叙事框架下， 一代人

关于责任、 奉献、 情感和奋斗的故事逐

渐丰满。

从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及连

日来的点映反响看， 不少观众对其中的

诗意印象颇深。 白桦林里的春天、 千里

冰封的河面、 手风琴里流淌出的当年旋

律， 都借助大银幕的光影声电被蒙上一

层浪漫气息。 与那个时代同龄的观众随

着富有质感的影像沉入到自己的记忆

中， 年轻一辈观众则在抒情的银幕散文

诗里思考 “何为勇敢的精神”。 片中那

本名为 《勇敢》 的小说， 是显而易见的

意象； 父辈在四五十年前困顿的物质环

境下艰苦奋斗， 追求精神上、 情感上的

富足， 这是勇敢的释义； 杨青山从年轻

时因懦弱而逃离， 到过尽千帆之后直面

故土 、 直面过去的自己 ， 这也是勇

敢； 而为人子女者重新认知父辈的青

春奋斗史 ， 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价

值， 又何尝不能谓之 “勇敢”？

叶田透露， 片中的许多情节， 都

有真实的原型， “杨晓沪、 徐桔桔、

贾爱春等几位长辈返回第二故乡创业

的故事， 就是 《勇敢往事》 的雏形。

对于那片承载过众人青春的土地， 他

们爱得深沉， 从不曾割舍眷恋”。 为

了还原年代感， 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剧组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和逊克县实景

拍摄， 还曾赴俄罗斯共青城、 布拉戈

维申斯克、 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取景。

冬季的黑河 ， 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

30 多度。 自然环境外加当地老乡们的

叙述， 帮助今天的青年演员更好地贴

近时代。 “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对于

同一段关于奉献和奋斗的往事， 也许

不同人在不同年代会生出不同的认

知。 ”叶田想表达的，便是如此。

电影 《勇敢往事 》 由上海电影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颐若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上海极映影业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 孙广洋任制片人， 赵静、

王勇、 刘磊、 潘兴源、 屠画、 龚芳妮

等主演。

■本报记者 吴钰

上影集团青年导演叶田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勇敢往事》海报。

齐白石 92 岁时画的 《和平鸽图》，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创作于 1932 年的《山水十二条屏》（局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