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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戴成有教授的水墨

画 ， 一个不同寻常的感觉

是：笔笔见笔，笔笔有浓淡；

这在东北画家中是不多见

的。 与东北画家强调造型结

构的表现方式相比，以笔墨

见长的戴教授自然是佼佼

者， 戴先生所做人物画，山

水画 ，极重笔情墨韵 ，可谓

笔墨淋漓总关情，给人留下

极深印象。

生长于东北的戴成有

先生 ，性格开朗豪放 ，早年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后又赴浙江美术学院

国画系深造 ， 因而功底深

厚， 兼具南北各家之长，既

有北方人不拘小节的豪放

气度，又有江浙画派的笔墨

意趣，因而戴先生的水墨画

笔简意精 、神形兼备 ，颇具

任意挥洒 、 烂熟于胸之风

范。

确实如此，读戴先生水

墨画，不论人物、花鸟，还是

山水， 都有一种情绪感染，

戴先生包含激扬 ， 驱遣笔

墨 ，点 、线 、墨之间溢满情

感，因而画面上总是欢快流

畅 、 线条舞

动 、 墨色激

蕴 ， 确是节

奏韵律 ，恰

到好处 ，致

使作品十分

耐读。

戴先生

的人物画 ，

属意象表现

型的 ， 看似

任意挥洒 ，

实则胸有成

竹 ， 善于面

对对象 ，迅

速作出判断

与反映 ，能

根据对象体

貌 ， 进行形

的简约与线

条组织 ，准

确捕捉并把

握对象的气

质 、神情 、本质 ，大胆概括 ，

大胆用笔 ，浓淡有致 ，疏密

得当，干湿相宜；如他的《蒙

族额吉》，便用笔老辣简约，

几组游动的墨线， 粗细、干

湿、 浓淡的变化与交织，勾

画出额吉的蒙袍 ， 精到之

处 ，在于若离若即 ，有意无

意的笔墨意味，加上面部刻

画的结构性处理，几根率意

的线条将额吉慈祥的面容

勾画出来 ；可见 ，戴成有先

生对意象造型是心有灵犀

的。 意象造型是说，在不背

离形象原貌的情况下，最大

限度的简约形象；体现出一

种"感觉"，求神似而不求形
似 ；一幅少女像 ，颇见戴先

生的功力 ， 晕染的少女面

孔 ，十分生动 ，显示出青春

气息，而少女的意识则作了

极大变形与夸张，为的是捕

捉少女形体的娇美，宽肩的

处理是少女形体挺拔，腰肢

的细细表现，使体态更加苗

条柔美，几笔中锋，线的提、

按 、转 、折 ，长线 、短线的交

叉及朱色的晕染搭配，把一

个少女修长身材与亮丽的

青春气质生动的表现出来。

其他几幅肖像， 在线、

墨结合上都有独到之处，显

得松紧处理，乃至皴擦的效

果 ，及淡墨的运用 ，都十分

精彩。

其实，戴先生以水墨见

长 ，对墨色情有独钟 ，常作

水墨人物 ，水墨山水 ；用墨

多从平淡入手，尤重轻描淡

写，追求笔、墨的清新韵味。

对笔墨的认识，使戴先生在

提笔挥毫时，注意诗情情绪

的传达，注意了形式结构的

表现，尤其是笔墨互动过程

中的生命节律创造出的激

情与活力。

戴先生作山水，亦是胸

藏古法 ，却超越古法 ，大胆

泼墨 ，再细心收拾 ，直把写

意山水的水墨效果发挥得

淋漓尽致。 《江峡行舟》、《雨

湿青山》等，都是以墨为主，

以水为手段而创作的泼墨

山水；它体现了一种布局定

法的个性特点与艺术追求，

几块墨团的互相冲撞，使画

面满而不塞，墨色浓淡变化

于无序中见有序，造成氤氲

的烟雨迷蒙效果，幻化出青

山巍峨， 苍岩重叠之感，而

留白处的舟船勾勒与树木

的点缀，使画面平添了骨坚

肉丰的活力，在滋润多变中，

增添了画面韵律的诗意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身

居东北的戴成有教授挚爱

着北方山水， 作为画家，他

更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故乡，

特别是北国冬季，林海雪原

那充满阳刚之气的诗意，激

发着画家的创作灵感。 经过

数年研究，他独创了一套笔

墨技巧与符号语言，恰如其

分地表现出冰天雪地的北

国风景 ， 那冰清玉洁的诗

境 ；以黑 、白 、灰墨色的演

变 、交织成的雪原 、森林与

风雪弥漫的情景，那壮阔的

银色世界，既充满灵性的动

物--熊、鹿等，在戴先生笔

下，构成了美魅力四溢的水

墨艺术世界。

也许这里是他的精神

家园，他水墨作品中这类题

材虽不算多，都给予了许多

无以言说的美感和怀恋，正

是在与大自然作真情交流，

痴心的倾诉中 ， 他寻到诗

情。 戴先生的乡情，表现在

水墨中， 永远是雪的世界，

无垠的雪野、 伟岸的雪树、

高峻的雪山与山中 的 精

灵--动物， 是他艺术永远

的灵韵、欢悦和活力。

这些作品的静谧，纯净

与喧嚣的外部世界形成鲜

明的对比：这是他艺术情感

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创作思

路。 "静"和"净"是他的艺术
之魂。

国画的笔墨是休养、情

感 、智慧的综合表达 ，戴成

有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

了江浙文人画笔墨的意韵

与诗意。 在审美取向上他极

重景、物外形与内在意蕴的

均衡之美 ， 以达到藏大于

微 、藏拙于雅 ，藏野于逸的

境界。 在承继之中，他不忘

创新与发展，表现在作品中

便是言志与抒情的结合，造

成一种清新的品味，一种审

美理想的诗情。

毫无疑问，戴成有教授

的探索始终指向人与自然，

并在其中寻觅诗意与感情

的落点：" 绚烂之极归于平
淡"，以墨为主，进行图像的

构架与创造， 是他的特点；

从作品境界，我们可以感受

到 ，他以平淡的胸怀 ，诗意

地关注 、感应 、表现人与自

然。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戴成有教授数十年笔耕不

辍，在厚积薄发中个人风格

日见鲜明 ；花甲之年 ，仍精

力充沛于水墨画创作，特别

是近年 ， 多次出访西方国

家 ，参照之中 ，更明了自己

的方向；因此，他现时作画，

是"思"多于"画"，每每思忖
良久 ，方下笔勾画 ；他这一

代人，肩负着承前启后的责

任， 作为教育家兼画家，他

十分清醒，他不但要继承前

辈大师的艺术经验，还要不

重复他人的经验，要发展中

国画， 就要从根基做起，对

自己 ，对后来者 ，这都是重

要的。

画如其人。 戴成有教授

的作品是最好的印证，他画

风平实 ，墨韵悠悠 ，笔法潇

洒，着色淡雅，个性鲜明，严

格的说，是意象写意表现派

一路的画家 ， 他的绘画语

言 ， 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

的 ，极富表现力 ；他致力于

架通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桥

梁，他不主张狭隘的理解生

活， 更不主张脱离生活，他

认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母

题 ，几十年来 ，他从未离开

过生活 ， 他曾不无感慨地

说"如果自己取得了某些成
绩的话，那就感谢生活！ "

一个 60 岁的画家 ，依

然青春如故，原因何在？ 戴

成有教授的体会是，要永远

拥抱生活，在生活中获取艺

术的灵感，让艺术弥补有缺

陷的生活 ；这样 ，生命才能

永远如歌。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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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成有，1940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66年毕业

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73年调东北师大艺术系

负责创建美术专业并任教，1977年任艺术系副系主

任，主管美术专业工作。曾任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第四

届副主席，现任吉林省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美术》

编委，吉林省政协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省政协文史委

特邀委员，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中国长白山画院院长、长春戴成有书画院院长。

1990年赴美国讲学、举办个人画展，被聘为印第

安那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南伊利诺伊大学美术与设

计系访问教授。作品入选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

美展、第四届全国山水画展、首届中国美协会员中国

画精品展、获第二届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精品展优秀

奖。多幅巨作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中心收藏。建国六十周年创作（北国风光）

六米×四米巨幅国画选挂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出

版有《戴成有水墨艺术》画集、《中国优秀美术家戴成

有》图册、中国实力派画家文献丛书《戴成有》卷、河北

美术出版社出版《2008年度十大影响力画家》个案系

列丛书《戴成有》卷。1999年8月赴英国伦敦皇家画廊

举办个人画展，2000年8月再次赴美国讲学，举办个

人画展。2005年3月应邀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个

人画展。2008年1月13日在长春市举办大型个人中

国画展。国内外传媒《美术》、《中国美术》、《美术观

察》、《国画家》、《江苏画刊》、《书画艺术》、《当代书画

名家》、《当代美术》、《水墨中国》、《中国画界》、《中国

艺术》、《中国艺苑》及香港《大公报》、英国BBC电台、

欧洲《凤凰卫视》、英国无线电视台、《星岛日报》，《丹

麦艺术家报》等均有专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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