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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

□郑学富

藏品：金廷标《莲塘纳凉图》。
年代：清代。
规 格 ：纵 56.9 厘 米 ，横 65.1

厘米。
特点：画中的荷塘碧水涟漪，

荷叶田田，芙蓉怒放，红荷灼灼，
白荷皎皎，粉荷盈盈；岸边树木枝
繁叶茂，郁郁葱葱，青竹苍翠，景
色宜人。浓荫之下，摆一几案，上
有莲蓬等新鲜果实，一男子身着
燕服，斜倚案前，姿态悠闲，神情
自若。对面一歌妓身着华丽服
装，手持画扇，携童子款款而来。

作者：金廷标，字士揆，乌程
（今浙江吴兴）人，生活在清乾隆
年间，其父金鸿亦为小有名气的
画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
隆第二次南巡时，金廷标进献《白
描罗汉图》，乾隆大悦，他遂得以
入宫供职，成为一名宫廷画家。

金廷标善画山水、人物、佛
像，尤工白描，画风工细，深得乾
隆赏识，御题赞美诗句甚多。金
廷标死后，乾隆在翻阅他的画作
时再三感叹：“去年命写寻常事，
今日谁知珍惜加。”“足称世画无
双画，可惜斯人作古人。”表现了
乾隆对金廷标的眷念惋惜。《石渠
宝芨》著录了他 81 幅作品。

渊源：唐代大诗人杜甫早年
为寻求仕途，困居长安十年，郁郁
不得志，穷苦潦倒，为了混碗饭
吃，奔走献赋，时常陪一些贵族公
子哥携妓饮酒，有一首即兴之作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
际遇雨》诗曰：“落日放船好，轻风
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
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这幅
画即是根据此诗意所绘。

点评：笔墨工细，人物动态悠
闲自在，自然生动，呼之欲出；布
景简洁，设色雅淡，富有层次，别
具一格。

收藏：上海博物馆。

荷净纳凉自惬意

□李笙清

藏品：张大千《荷花图》。
年代：近现代。
规格：纵 180 厘米，横 90 厘

米。
特点：纸本设色。画面左侧

草书一首咏荷诗：“明月曾呼白玉
盘，多情更照玉阑干。香吹一夜
西风满，水殿罗衣作许寒。”根据
作者款识“癸未年九月大千张爰”
来看，这幅画应当是在 1943 年秋
天所绘。

画面上，数支绿荷从水草丛
中袅袅婷婷地伸出，荷干虽然细
长但不失苍劲。荷叶林中，几朵
白荷或大或小迎风怒放，片片花
瓣仅以笔墨勾勒，线条韵致，尤显
白荷花瓣的素净柔美。

作者：花卉之中，张大千最喜
爱荷花，一生植荷、观荷，与荷为
友，对荷的真实形态、生长规律了
然于心，尤以画荷著称于世。

“入莲塘，忍剜朱耷之心”，这
是当代著名画家徐悲鸿上世纪三
十年代对张大千所画荷花的评
价，“大千荷”雅号由此得名。

渊源：这幅画作于 1943 年，
当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
最艰难时期。作者除了对荷“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深
深赞美，还有另一番深意：以荷干
的苍劲来暗示中华儿女不屈的意
志，以荷花的怒放寓意中华民族
的奋起。画家以笔作枪，在描绘
荷之高洁美好的情操以及蓬勃向
上的精神的同时，亦表达了自己
崇高的爱国情怀。

点评：画面构图饱满，层次分
明疏密有致，用笔刚柔兼济，工写
结合，笔势粗犷简率兼有，格调清
新典雅，主题鲜明突出。

收藏：深圳博物馆。

白荷吹香西风满

□杨萌萌

藏品：谢稚柳《荷花图》。
年代：现代。
规格：纵 105 厘米，横 46 厘

米。
特点：作者画荷塘一小景，荷

叶被微风吹拂，摇曳生姿，两株高
高耸立的白荷怒放其中；一尾红
色金鱼游戏荷叶间。画的右上方
有一方白文印“谢稚”、一方朱文
印“稚柳”。

作 者 ：谢 稚 柳 （1910—
1997）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艺
术大家，在绘画、书法方面造诣颇
深。其画从宋元入径，集明清诸
家之长，深得文人画要旨。同时
在书画鉴定学、美术史研究、美术
创作理论等方面都有很深的研
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谢稚
柳先生作为书画鉴定家的身份逐
渐取代了他画家的身份。

渊源：荷花，与莲花在植物学
当中不同，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
术领域中常常通用，不分彼此。

荷花入画，最早是作为画面
的点缀出现在东晋画家顾恺之的

《洛神赋图》中。唐以后才开始有
以荷花为主题的画作，唐宋期间
的荷花以工笔形态为主。元代以
后，墨荷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明
代，水墨写意荷花成为主流。与
此同时，对荷花的描绘逐渐不再
是简单的创作，它也寄托了作者
的精神世界，抒发了作者的情怀。

点评：兼工带写，设色典雅，
层次丰富。鱼戏莲叶间，却不画
整鱼，只留尾部和隐隐作现的鱼
首，灵动自然，体现了作者不落窠
臼的巧思。

收藏：内蒙古博物院。

鱼戏荷叶弄暑夏

□陈卫卫

藏品：吴湖帆《荷花图》扇面。
年代：民国。
规格：纵 18 厘米，横 50 厘米。
特点：作于 1939 年，吴湖帆

代表作之一。
左上方款识“凌波微步罗袜

生尘，已卯初夏，吴湖帆”。意为
已卯年初夏的日子，吴湖帆在荷
塘前观赏盛开的荷花，但见婀娜
多姿的荷花体态轻盈，就像洛神
在水波上缓缓行走，荡起的细细
涟漪如同走在路面上腾起的尘埃
一样，令人心旷神怡。

作 者 ：吴 湖 帆 （1894--
1968），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
鉴 赏 家 ，苏 州 人 ，祖 父 为 清 朝 重
臣、书画家吴大澄。

吴湖帆在国画上成就超群，
张大千曾赞叹吴湖帆的人品和画
品：“湖帆先生其人渊博宏肆，作
画熔铸宋、元而自成一家，甚服我
心。”又说：“画家画当以吴湖帆为
第一。”

1936 年夏日，43 岁的吴湖帆
与夫人潘静淑观赏荷花后，将恽
寿平的没骨设色法与朱耷的大写
意笔法相融合，开创了没骨荷花
新格。在创格的第一帧画上，吴
湖帆挥笔题上“余素不能写生，是
夏与静淑相对盆荷，颇发画兴，即
纵笔赋色，一气呵成，觉古人无此
格也。”此后，吴湖帆所绘的荷花
因其无与伦比的艳雅，被称为“吴
装荷花”而独步于画坛。

吴湖帆对自己能在古法之外
标格出新，也是颇为欢喜得意的，
他经常绘制“吴装荷花”扇面，然
后赠送给各方友人。这幅《荷花
图》扇面，即是“吴装荷花”代表作
之一。

点评：吴湖帆笔下的荷花一
是 好 看 ，二 是 清 雅 ，最 具 宋 人 风
神。

这幅画用笔含蓄，构图简洁，
以写意的手法描绘了夏日里荷花
盛开的景象。

吴湖帆以挥洒自如的没骨画
法，纯用色彩直接点染，不像传统
的先用墨笔勾勒轮廓然后填色，
画出了荷花娇柔的质感，使整幅
画面更加赏心悦目。

收藏：上海博物馆。

凌波微步袜生尘

□周小丽

藏品：董源《夏景山口待渡
图》。

年代：唐代。
规格：纵 49.8 厘米，横 329.4

厘米。
特点：绢本水墨设色，描绘

了江南夏天景色。卷首引董其
昌题字，还有历代画家题跋，被
称作是董源传世作品中的精品。

全卷用披麻皴加墨点笔法
表现漫山的树木丛林。展卷右
起，是平静的水面，远处有一细
长的小洲，稍近处浮一渔船，渔
人悠闲作业。视线慢慢左移，出
现了山峦小岛，坡岸平缓，冈峦
起伏，山头多呈圆形，草木蒙茸
其上。再往左，树木繁茂，房舍
掩映其间，偶见劳作农人。垂柳
依依的滩岸上，一戴青冠的红衣
人正在招呼驶来的渡船。

作者：董源，又名董元，字叔
达，江西钟陵（进贤县）人，五代
绘画大师，南派山水画开山鼻
祖，与李成、范宽史上并称北宋
三大家。南唐国主李璟时任北
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擅画山
水，兼工人物、禽兽。其山水初
师荆浩，笔力沉雄，后以江南真
山实景入画，不为奇峭之笔。疏
林远树，平远幽深，皴法状如麻
皮，后人称为披麻皴。

米芾谓其画“平淡天真，唐
无此品”。存世作品有《夏景山
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

《溪岸图》《平林霁色图卷》等。
渊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曾

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相继为
明代项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额
图和清内府收藏，民国初期被末
代皇帝溥仪挟逃出宫。

点评：构思精细，设色雅淡，
冈峦清润树木秀密。人物比例
较小，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
辨，尽得天真之趣。

收藏：辽宁省博物馆。

畅游山水好度夏

□李晋

藏品：陈大羽《西瓜可啖》。
年代：当代。
规 格 ：纵 93 厘 米 ，横 34 厘

米。
特点：绘于庚申年，即 1980

年，图中文书画印相得益彰。
款文谈到了新疆维吾尔族同

胞冬季围炉啖西瓜，而江南寒冬
没有西瓜，画家在冬天想到了西
瓜，并将之画下，有冷暖之趣。

文的下方，摆放着略为倾斜
的半只红瓤黑籽的西瓜。再下方
以水墨勾出一只撇口盘，盘中盛
放两瓣西瓜，上下西瓜互为映衬，
颜色浓淡得体。西瓜瓜皮以黑墨
及藤黄着色，红瓤用红彩勾染，上
再以诸多墨点绘出瓜籽。

作 者 ：陈 大 羽 （1912—
2001），当代著名画家，早年跟随
国画大师齐白石习画，后成长为

“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工书画，
擅篆刻，尤其擅长雄鸡，所作笔力
雄健，气度恢宏。也正因为陈大
羽画鸡的名气太盛，以致他其他
题材的作品不为人所关注。

点评：陈大羽对生活当中的
西瓜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故笔
下的西瓜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
实，画面上的西瓜看上去不仅诱
人，更充满情趣。

夏天观赏此画时，顿觉心中
升腾起一股凉意，可见画中的西
瓜同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与现
实功用。

收藏：私人收藏。

年来处处食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