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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文 艺 百 家

激扬文字[宣纸.水墨设色]97cmx131cm杨之光.鸥洋合作

鸥洋素描稿——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纸本.炭笔]鸥洋1972年作[广东农讲所收藏]--中国画[激扬文字]前身

杨之光先生在中国画人物画领域的成就，体现了他在这条求索的道路上具有的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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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
——访著名画家杨之光

□ 里翔

杨之光是20世纪新国画运动以来现代人物画

形成的重要画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现代中国水

墨人物画的创作，融合东西方艺术，把传统中国

人物画推上新境界，创作了一大批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艺术精品，为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和

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杨之光善于吸收借鉴，也勇于创造。他不会

随便去否定优秀的传统，也不盲目地拜倒在古

人、洋人的脚下。有人说杨之光属于岭南画派，

有人说他属于徐悲鸿的学院画派。而杨之光说他

不喜欢被硬性地归为某一画派，这样会把自己框

死，他想突破画派的框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

特风格。“我不入派，这一直是我的观点。拜师

不入派是对的，入派就受了它的约束了。我所努

力的方向不是为哪一个派争光，我搞自己的派，

叫‘杨之光派’。”所以杨之光的座右铭是“借

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他一生中最

讨厌吃人家的残羹，觉得最好的艺术就是有所创

新。

和谐就是最大的美

1948年，杨之光考入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

西画科及南中美术院，随岭南画派大家高剑父学

习中国画，正式成为高氏的入室弟子，在高剑父

的指导和授意下，杨之光学习素描、水彩、透视

法、明暗法、解剖学等，临摹日本的《景年花鸟

画谱》和《梅岭画谱》等。1950年9月，他进人中

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学

生，指导老师有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吴作

人等，这是由当时国内大师级的画家组成的最佳

教育阵容。在这里，杨之光接受严格的西方美术

造型基础训练，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

造型基础。杨之光在分析比较高剑父与徐悲鸿两

位导师对自己艺术创作的影响时说，“徐先生对

我的影响，与高剑父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侧重

点。共同点就是中西融合法，给我做了一个很好

的榜样，大量吸收西洋画的营养，大胆改革中国

画的传统，这个方面两个老师是一致的。不同的

侧重点是，徐先生对我们年轻一代在造型基础方

面的训练要求相当严格，而高先生则在国画吸收

外来营养方面的启发比较具体。”

谈到革命精神对杨之光的影响，他表示，现

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可分。他对国家是特别热爱

的，他从来没有表现丑的、悲哀的作品；他创作

的都是歌颂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有点

时代号角的意味。“当然我不能这样说自己的

画，但的确是达到了鼓舞人心这么一种作用。譬

如说《雪夜送饭》，表现同志之间的友谊；《一

辈子第一回》表现一个普通人翻身做主了，站起

来了；《浴日图》表现官兵情谊。这些比较重要

的关系我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不是说教

式的，是抒情的，能够让人接受。”

从1959年到1976年，杨之光着力创作《毛泽东

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型历史画。四幅

正稿中，两幅为横幅，作品题目为《毛泽东同志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两幅正稿为竖稿，

题目改为《红日照征途》，均画于20世纪70年代

中期。从《农讲所》到《红日照征途》，杨之

光在17年间六易其稿，不断揣摩人物、环境的表

现，这在当代中国水墨画坛甚为罕见。

当年的杨之光敢于创作这样一幅表现领袖形

象的巨幅作品，勇气和信心来自对俄罗斯巡回画

派大师列宾的杰作《萨布罗什人》进行过一次移

植性的临摹。“国画从来没有试过表现大场面。

我一直在想能否用国画不仅表现一种场面，而且

表达一种叙事的深度。临摹列宾这张名作就是这

么一个想法。坦率说，有了这个经验，对我画

《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有帮助，我

就想在这张画里表达一种叙事的深度和恰如其分

的现场感。”

杨之光认为，在生活中只要发现充满感情的

题材，他是抓住不放的，所以他一生当中抓住了

很多这样看起来平凡，可是内涵比较深刻，很有

意义的题材。“当然，也可能有人说我是歌颂

派、美化生活，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生活

本身就应该是美的，我一直都是这个主张。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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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说过一句话：追求美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乐

趣。”他觉得和谐就是最大的美，美的东西可以

鼓舞士气，建设国家。他的创作也是一直这样坚

持的。

“没骨法”也很难有继承人

到了晚年，杨之光再次从明清没骨花卉画的

笔法中找到攀登的阶梯。没骨法画，明清以来在

写意花鸟画中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在人物

画中还少见。“我要突破古人。因为我不满足于

古人的成就，古人没有做到的我要做到，古人不

擅长的我要变成擅长的。人物画比起花鸟鱼虫来

讲相对地在国画中是弱一点的，所以在这方面我

想突破，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或者是老师已走

过，但是没有做到的我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

是走了一条比较艰辛的道路。除了表现肖像以外

还有表现舞蹈、人体写生，这个难度都是比较大

的，都是古人所难做到的。”

所谓“没骨法”，即不用墨线勾勒，而只以

彩墨染绘。古人多用于花卉，很少用于人物。杨

之光幼年曾随名师学习花卉，熟知其中奥妙。同

时他又在书法和篆刻方面下过苦功。以书法入绘

画，故能用笔多变挥洒自如。他为自己的人体速

写册题记中说：“弥年来余坚持以没骨法作女人

体写生，并融入写意花卉技法入画，一笔定局。

不拘小节。不计中西，但求神韵……”杨之光认

为，“没骨法”是他探索中的一个亮点，但要传

承下去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没骨法’的综合

因素比较多，包含了几种基本功，如写意花卉、

书法、造型、色彩，色彩又包括中国色彩和西洋

色彩，缺一不可，所以‘没骨法’也很难有继承

人。”

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大画家，他们除了绘

画，其他功夫也是很到家的。像齐白石，诗、

字、印各方面的功夫都很高妙。杨之光表示，他

走的基本上也是齐白石那条路。“我也是诗词画

印都能来的，我出过诗集。其实这些都是必然

的，艺术的门类基本上是互通的。有些画作，我

的脑海里还没出现画面，诗就已经想好了。”他

还举了个例子，有次他到云南画五朵金花，他好

奇地问云南小姑娘：“金花在哪里呀？”云南的

小姑娘笑着说：“你别找啦！我们个个都是金

花。”他当时就想到了“金花朵朵今何在，遍及

苍山洱海边”这两句诗，后来题在画上。“这反

映出来的是我在中学打好了诗词的基础，这很重

要。所以这样看来，诗书画印缺一不可。印，本

身就是构图，以刀代笔。这些道理讲起来很简

单，要真正做到真的太难。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时

间？我练书法的时候每天倒锁房门练一小时，所

以今天有这样的书法水平完全不是偶然的，真正

是苦练出来的。”

杨之光认为，与“书画同源”相比，“书画

同理”更为重要。因为平衡、节奏、韵味这些方

面，书法的道理就是画画的道理，不能分割的。

画里有书法的味道，书法里有画的味道。画家写

字写得好的太少了。“最典型的就是黄胄，在20

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画画得那么好，字却写得

很难看。他自己也知道，别人也给他提意见，他

就开始苦练，后来就进步了。”杨之光表示，现

在是写字的人越来越多，好的越来越少。看一个

人的书法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毛病，浮躁、不下苦

功、霸道，一看就清楚了。“真正有修养，沉住

气来写好字的人不太多。所以书法家协会的活动

我一直很少参加，有一半的人都是不够水平的，

我懒得去参加。”

几十年如一日，杨之光坚持大量写生、从生

动的人物素材中提炼艺术的形象，在表达人物形

貌、身份、气质和精神面貌等方面有机统一上做

深入研究，形成了娴熟的水墨造型能力，下笔既

能准确刻画形象的特征，又能充分发挥笔墨的意

韵与感染力。他认为画家的造型能力不是天生就

有，一定要靠苦练，而且这个过程很苦，很枯

燥。“现在有些人不同意把徐悲鸿的造型地位提

得那么高，我想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训

练。现在证明了，人物画如果要发展，不抓这一

点是不行的，否则只能回到古人不求形似、张冠

李戴的人物画去。像我画的很多肖像画，都是很

准确、很传神的，这个功夫不简单，我也担心今

后很难有人能够回复到我现在的水平，因为没有

这个条件了。”

造假泛滥的根源在于教育的缺失

文化内涵对书画作品的创作有着很重要的影

响，而一个画家的文化修养对绘画的境界也有很

大的影响。杨之光认为，画画说到底就是画修

养。画的本身表现的就是人的修养。“就像学生

上学，老师是一样的，时间是一样的，作业是一

样的，最后毕业的时候比出谁高谁低，还是修养

最重要。说到底，画画就是比修养。浮躁就是

静不下心来做学问，连看书都很少，怎么静下

来？”他忧心忡忡地表示，假如画家们都在考虑

怎么样画画卖钱，能卖多少钱，那么最后吃亏的

还是他们自己，这必然会影响作品质量的提高。

杨之光一生勤奋作画，除了捐给国家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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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件成品外，家里还有数以千计的小速写画

稿。此外，藏家手里的人物画作品也有几百张。

而且他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也很走俏。正是杨之光

的作品在书画市场上备受认可，导致一些唯利是

图者不惜铤而走险制假售假。杨之光说：“市场

大肆流通赝品，不但会破坏市场的环境，更重要

的是混淆艺术家的真伪之别，拉低艺术家的水

平与成就，破坏了艺术家及民族文化艺术的形

象。”为此，杨之光仍然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艺术

这片净土。

近年来，杨之光的作品屡遭假作侵袭，艺术

作品的维权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热议。2012年，杨

之光偶然在拍卖预展中发现了很多赝品，于是把

经他本人认定为赝品的40余幅作品通过女儿杨红

的微博发布出来。早在2011年9月和2012年1月，

杨之光就曾在个人官方网站披露多处造假现象，

其中一次涉及将赝品混进经过他本人认证为真品

的画册，另一次则是因为市面上出现一本伪称由

包括他在内的广州美院教授编纂的《岭南画派技

法范本》画册。

对于造假的猖獗，杨之光也直言：“书画造

假，政府一定要管，必须要打假，现在政府在这方

面太手软了，措施也不够有效。”他认为政府应该

出台更多的相应政策和法规来规范艺术品市场秩

序、保护著作人知识产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从而引导艺术品市场形态的合理发展，促进艺术品

交易的健康有序进行，推动艺术品市场诚信体系的

建设。此外，杨之光还是国内做艺术鉴定技术备案

的第一人，他誓言与时间赛跑，为后人造福。由他

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世艺术家走进了保真打假的艺

术鉴定技术备案行列。 

杨之光认为，市场造假泛滥的根源在于教育

的缺失。“我们的应试教育‘求同’，这种体制

出来的人不掌握‘求异’的方法，在艺术创作

上，就表现为没有创新，只能模仿、抄袭。所以

我创办杨之光美术中心，就是要以艺术为手段，

将‘创新’这个观念灌输给孩子。”他语重心长

地说，教育更多的是传授一种学习的态度和创新

的方法，引导孩子拥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能力。如

果这种创新的思想能够得到认同及巩固，那么对

一切山寨、模仿、抄袭的东西，都会自然而然地

引以为耻，这才能从根源上杜绝造假。

现在的艺术院校很难培养出大师

杨之光不仅是画家，还是教育家。在杨之光

的人生历程里，教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广州

美术学院从教几十年，他培养出一大批享誉岭南

乃至全国的艺术中坚，像林墉、王玉钰、谢志

高、钟增亚、陈永锵、方楚雄、陈振国、黄一翰

等艺术家。“我认为自己真正的贡献是在教育，

我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感超过了画画。教学应该说

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不在创作。有一次我在北

京办展览，我跟他们说，你们要研究我的东西，

不要忘了我首先是一个教育家。这很重要。我一

辈子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而且我的培养方法也

比较正确，如果不是用我的方法来培养，无法达

到现在的成就。”同时，给予杨之光教育方面成

就感的还有致力于激发儿童创意思维的“杨之光

美术中心”，这是他晚年的伟大事业。

2014年，教育部出台有关艺考的新政策，比

如规范艺考培训，提高了文化课的分数线。杨之

光认为，当前的美术教育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未来人才的综合素质不高，这是个大问题。美

院如果是培养特殊人才的话，就要因材施教，比

如你是学国画的，硬是要有很好的英文基础，当

然英文是有用的，可是用处不是太明显，又占用

很多时间，或者国画老师要评教授了，一定要英

文过关，这些也是有问题的。”

今年初，国家艺术基金面向全社会受理”青

年艺术创作人才”“艺术人才培养”等资助项目

的申报，可见政府对艺术创作生产、艺术人才的

培养尤为重视。杨之光认为，艺术人才的培养是

艺术教育的关键，要培养出高素质的美术人才，

他觉得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我在想，在这样的

氛围中，还能不能出高剑父、关山月这样的大

师？培养大师不容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关

过牛栏，受过磨难，但矢志不移，始终坚持艺术

探索的精神；不虚美，不浮躁；艰苦的生活，踏

实的脚步；这些都是培养大师的重要条件。”不

过，杨之光对当前的艺术教育仍感到忧虑。他觉

得当下的浮躁风比较严重。无论是老师教学，还

是学生学习，都不是很扎实。“我觉得现在的艺

术院校很难培养出大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体制僵化，缺乏灵活性和特殊性。现在艺术学

院的老师不再是大师了，按照现在的体制，教艺

术的老师都要求有研究生学历，但能够考上研究

生的不仅要看专业，还要考外语，很多专业能力

很强但外语成绩不太好的人就被挡在了门外。结

果何谈名师出高徒？而一些稍有成就的教师，60

岁正处于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人生阅历、经验累

积都达到了一定程度，但必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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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是著名画家杨之光的大女儿，13年前，

她放弃画家的职业和优渥的美国生活，毅然回

国，担任“杨之光美术中心”校长，与父亲携手

投身到青少年美术教育之中。

说起教育，杨红提到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家这种情况在艺术圈可以说是绝无仅

有，全家人都是画家的不多，至于同时都从事美

术教育就没有了。对待艺术和教育，父亲的态度

不一样，艺术是自由个性化的，可以片面、唯

心，但教育一定要辩证、融合，必须面面俱到，

触类旁通。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们全家人。在教

育方面我们家人是相当有共识的，因为大家都知

道针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掌握教学尺

度，引导学生。对待艺术呢，就会有争论。”

艺术生命有限，教育生命无限。

——这是杨之光对艺术和教育的理解。在广

州美术学院耕耘数十年，这个特殊的艺术家庭早

已将美术教育融入自己的人生当中，从大学走向

社会，教育永远不会终止。

笔者：您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杨红：平易近人，爱憎分明，在是非曲直面

前绝不含糊。他能原谅在文革期间欲致他于死地

的人，却不能容忍艺术市场上的假画横行；他当

年将自己的一千多幅作品全都捐给了国家，却没

有留给子女；本该安享晚年，却为培养下一代倾

注全力。很多人记住父亲是因为他的画家身份，

而实际上父亲首先是一个教育家。

笔者：您本身也是一位画家，相信学习绘画

也是深受父亲的影响，您小时候父亲在创作上对

您的培养和指导应该挺多的吧？您从父亲身上学

到了什么？

杨红：父母亲会时常鼓励我，也会点评一下

我的作品。从幼儿始初到后来的专业学习，父亲

都要求我一定要勤奋。他很强调观察和记录生活

的学习方式，还有懂得从大师的作品中吸取养

分。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在艺术上是自由开放

的思想，在教育上则是科学严谨的态度。

笔者：杨之光老师离休以后创办“杨之光美

术中心”，您现在也是美术中心的校长，请谈谈

当年创办美术中心的初衷？

杨红：小时候，有人问我梦想是什么，我说

“我要当妈妈”，这个回答让别人哈哈大笑，母

亲也笑我“没志气”。可我现在觉得，也许这就

是我后来和父亲创办“中心”的最初动力。我后

来读国画本科，接着留在广州美院任教，这时就

希望到外面去看看，后来我就去了美国留学和定

居，做画家的同时也从事少儿美术教育。十三年

后，我选择了回国。我父亲一直都想办少儿美术

学校，为中国的青少年美术教育做点事情，再加

上我在美国对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有太多的体会和

实践。所以最后决定回来办美术中心。

笔者：在少儿美术培训方面，您认为中国和

美国的教法有什么不同？

杨红：中国的教育是：老师或家长给孩子一个

标准，你做到了，你就是一个人才，会受到肯定；

你做不到，就会被认为是不行的。而美国的教育首

先会关注孩子的感受，他喜欢什么，他对什么感兴

趣，老师或家长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学生完善和实

现他的愿望；老师很少会说“好”或“不好”，而

是会说，你的画作在某个方面让我很有启发，在某

个方面让人想到原来没想到的；或者是，你的这幅

画让我今天过得很愉快。最终出来的结果就是五花

八门的！学生不见得在每个方面都很厉害，但是一

定在某个方面很有自信，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是

受欢迎的。

笔者：您和父亲结合自身体验及国内的实际

情况，构建了一整套的创意教育体系———《少

儿TCT美术课程》，当初为什么有这样的构想？

这套教育体系的社会影响如何？

杨红：现代美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

培养现代化创造型人才，而创造型人才的观察

力、想象力、创意思维乃至表达能力都必须从小

培养。当前，国内的创意思维基础教育仍处于空

白状态，但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对目前中国的

孩子们来说，创意基础其实比其他语、数、英等

学科基础更重要，利用校外教育实施创意教育是

对校内教育的一种有效补给。经过十多年发展，

全国已有17所“杨之光美术中心”，还有很多社

区教学点，教学成果广受好评。

笔者：您曾认为艺术应该分为艺和术两方面

结合起来看，艺是德，术是有自己的风格，一个

艺术家，只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是抄别人的，

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才是值得投资的艺术家。请

谈谈您对这个观点的理解？

杨红：这个观点其实就是讲“创新”。父亲

有一句名言：借鉴古洋寻我法，平日最忌吃残

羹。纵观父亲一生的艺术实践，他在那个时代其

实是非常前卫的，他骨子里反对仅因循传统，他

一生主张中西贯通，自主创新。中央提出“2020

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发展战略

部署，但创新型国家如果没有创新教育的支撑，

将会是空中楼阁。因此，对创意能力及创新人才

的培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笔者：作为“画二代”，您是怎么理解父辈

的人生？两代人的人生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共

同之处？

杨红：其实我很羡慕父辈有这样的人生，虽然

我自叹不如，但愿意追随。我母亲以前总是因为我

忙于美术中心教学事务不能继续画画，而替我深感

惋惜。但现在她理解并支持我了：因为我告诉她，

中国少我一个画家，没有多大影响；但父亲的晚年

事业没有我去支持，就很难成功。可能在有些人看

来，父亲的一些想法和决定几近傻痴，特别是在当

今这样的世道，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了。许多人算算

当年我父亲捐出的作品现在已经市值几个亿，就会

忍不住问我们是否会后悔。当年，我们全家人都支

持他的决定，至今从未改变。当时父亲的理由很简

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作品来自人民，就

该回到人民中去。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价值观与现代

人似乎很不同，但对于我来说，因为这是我们家的

家教，所以我这一辈人的责任坚守也是如此，而且

我希望能影响到我的下一代。

□ 玥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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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父亲首先是一个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