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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名家汪观清擅长人物画，画牛
只是他艺术的“副产品”，但因他爱画
牛、善画牛，被称为“画牛大家”，被同行
誉为画坛“牛魔王”。尤其牛年来临之
际，汪观清更为忙碌。这位时常自谦为

“ 老 牛 ”的 九 旬 画 家 依 然 牛 劲 十 足 ！
2021年 2月 5日下午，在市档案馆外滩
馆，汪老在亲朋好友的陪同与见证下，
完成了“百牛纪念封”的捐赠仪式。“百
牛封”共计 106件，24年前为迎接香港
回归而作。汪老的牛、百位名家的墨宝
和深具历史意义的邮戳，为这套纪念封
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为何要捐赠这“百
牛封”？为何对牛情有独钟呢？近日，
笔者走进汪老家中，听他娓娓道来——

百牛迎归，定格珍贵的历史一刻
1997 年，丁丑牛年，香港回归，著

名画家汪观清先生为纪念这个百年盛
事，作了 100 枚以牛为主题的纪念封。
2021 年，又逢牛年。汪观清决定将这
套具有文献价值的首日封捐赠给上海
市档案馆，“今年又是牛年，我想想香港
回归 24 年了，这东西也在我身边放了
24 年了，也该送出去了。把这些有历
史价值的东西赠给档案馆留存，也是我
的一份社会责任。”谈及捐赠初衷，汪老
云淡风轻。

1997的那个牛年别具意义：告别旧
岁，扶正历史。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历
史时刻，汪观清先生用宣纸特制了“香
港 1997年 6月 30日尾日纪念封”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7年
7月 1 日首日纪念封”，共计百余枚，分
别画上墨牛。一封一牛，百牛百态，墨
牛淋漓，栩栩如生：卧牛宁静悠闲，神与
物游；奔牛势不可挡，砥砺奋进；乐牛闲
庭信步，恣意轻快；牛犊涉世未深，却一
身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头……

“100 多头牛，我一个星期就画好
了。千姿百态的牛都在我心里。”汪观
清回忆道。他坦言，自己 45 岁才开始
画牛。“文革”时期，被下放到黄山练江
牧场，那里“开门见牛”，遍地是奶牛、水
牛、黄牛等。细致观察各种牛的身体结

构、举止神态后，汪观清便开始拿起笔
来画牛。“之前我画人物画，讲究具象，
要画得逼真，不能含糊，是做加法，但中
国画是做减法，讲究写意，就像古诗词
一样。”为了更好地掌握国画的精髓，汪
观清向一些前辈请教。其中朱屺瞻传
授了他“永”字八法。汪观清将这种书
法笔法尝试运用到绘画中，蘸上一笔
墨，一鼓作气，一头牛便跃然纸上，枯
湿、浓淡、粗细、快慢都蕴含其间，栩栩
如生。

信封画好，汪老把它们交给了在深
圳多年的小女儿汪幼玲，让她带着信封
赴香港购买邮票，加盖邮戳。据汪幼玲
回忆，1997 香港回归是百年不遇的盛
事，很多香港人和各地的集邮迷都非常
珍视机会，因此买纪念邮票加盖纪念邮
戳的人很多，排队的人一眼望不到尾。
当时她想了很多办法，请到不少朋友，
通宵排队购买邮票。买到后，立即贴在
信封上。因为信封是宣纸而且已经画
好了牛，她们粘贴时格外小心，然后接
着排队、盖邮戳……

一整套程序下来，最后带回上海回
到汪观清手中时，每一张信封都完美无
暇——“尾日封”于 1997年 6月 30日贴
上“香港”邮票，盖上当天香港邮戳；首
日封于 7 月 1 日回归当日贴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邮
票，同时贴上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的“香
港”和“中国香港”邮票，盖上了定格这
一历史时刻的邮戳。

更“牛”的是，在其后十余年，两岸三
地和旅居海外的百多名画家学者、名人
政要在纪念封上一一挥毫落墨，赋诗题
辞，留言签名，同记盛事。题签者包括董
建华、何厚铧、费孝通、季羡林、巴金、柯
灵、程十发、贺友直等社会各界名人。题
签围绕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百年盛
事，饱含真切的祝福和爱国情谊。

其中有几位先生的签名，让汪观清
记忆犹新。当时巴金先生因为年事高，
已经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家人也尽
可能屏蔽掉他的一些应酬。但汪观清

觉得，巴老作为上海文化的泰斗级人
物，不能缺了他的签名。但动了不少脑
筋，都没能如愿。后来朋友建议，请巴
金基金会的宗福先秘书长帮忙，宗先生
很热心，考虑到巴老和他的花匠师傅特
别谈得来，约上花匠师傅同去华东医院
看望，趁巴老开心时完成了签名的拜
托。香港作家金庸的题签是最后一个
收到的，也是汪观清委托香港的一位学
生代转，几经周折，在《百牛封》画册付
梓印刷的前几天，查先生的墨宝姗姗来
归，成为整个“工程”的封笔之作，前前
后后持续了 10年。百余位名人不仅签
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围绕香港回归，写
下了许多感人的话语。一封一牛，一画
一书，书画合一，百牛生辉，正可谓：牛
年月耀紫荆花，百家翰墨传佳话。

1997 丁丑牛年，汪观清先生发意
挥墨；2009己丑牛年，汪观清先生把这
些弥足珍贵的纪念封编辑成书、公开出
版，著名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欣然为之
题写书名；2021辛丑牛年，汪观清先生
则欣然将全部纪念封捐赠给上海档案
馆，并将相关作品面向市民展出，回馈
社会。
“牛”转乾坤：平面牛化身立体牛
“笔墨当随时代”。醉心于创作的

同时，汪观清也一直敏锐地把握时代的
脉搏。1985 年，汪观清在承载着拓荒
牛精神的深圳举办了人生中第一个牛
画主题展。1997年的牛年，“汪观清牛
年画牛”亮相当时刚落成的上海图书馆
新馆展厅，同年他还为庆祝香港回归绘
制了一百余枚墨牛首日封。2009年的
牛年，“汪观清百家百牛翰墨珍品展”登
上金茂大厦。

在今年，除了百牛纪念封，汪观清
还做了一件“献牛”的乐事：90 岁高龄
的汪观清第一次将自己平面的牛“转
化”成比真牛还大的立体的牛——一尊
长达 2.4米的大型铜雕牛《金牛迎春》，
并受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的邀约，亮相人
民广场地铁站中心广场，一并呈现的还
有汪观清手书的春联“心凝百载承伟
业，力聚九牛谱新篇”。对此，汪老神采
奕奕地说：“让这大牛的精气神，与南来
北往的乘客一道送庚子、迎辛丑。历经
了极不平凡的庚子鼠年，新的一年，希
望全国人民一起来‘牛’转乾坤吧！”

汪观清笔下的牛在画坛享有盛名
是毋庸置疑的，但从画纸上“跃然而出”
却是难得一见。此次，汪观清就将这头

“牛”由中国传统绘画转为了雕塑之后，
从平面到立体，却依然保留了简洁写意
的表现方法，更显生动洒脱。

这头牛的原型源于早年的一幅特
别的作品。汪老特意从书柜里拿出来
展示给我们看。只见画面中央有一头
牛，四肢稳健、浑身肌肉充满力量，一对
牛角更是弧线饱满，状若满弓，威武轩
昂。牛的周围有很多“孺子牛”“大武有
力”等赞美牛的精神的题词。汪老笑着
回忆道，有一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张六尺
幅的宣纸，请他画一头牛。“其实几头牛
好画，一头牛造型上更加难画。我画了
几张，一直不太满意。直到这一张，我
觉得还不错。”汪老边指着画作边乐呵

呵地说道，“朋友很高兴，拿去给他的先
生王遽常题字。王遽常是我国著名的
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书法家，他一看这
头牛，就说，啊哟，这头牛像我嘛！头颈
硬硬的，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
低过头。于是王遽常在画上题《击角歌
商》，后来他的好多学生也都觉得这头
牛跟他们像，先后都写上颂牛诗句，这
也让我对牛有进一步的理解。”

汪观清喜爱牛，而在他的家人看
来，他一生像牛一样勤恳耕耘，牛确乎
是他自己的写照。汪老次子、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汪大伟说：“父亲不
是美术学院科班毕业的画家，全靠自己
的天赋灵性和勤劳勤奋走到今日，这一
特质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我家
兄弟姐妹五个孩子，以前父亲从画插画
投稿到接到连环画约稿，靠着一支笔撑
起了我们一家大小的生活。生活的压
力迫使他勤奋努力但也把他锻炼成构
思敏捷、出手快捷的插图高手。父亲有
牛的勤奋，也有牛的倔脾气，他要做的
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这次父亲决定
将具有文献价值的首日封捐献给上海
市档案馆，我们全家人都很支持，因为，
我们深深理解父亲心里，始终放不下他
这辈人的一份社会责任。”

在汪老的画中，有和自然抗争、
牛劲十足的牛，也有田野间戏水、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牛。“还有一种常常
出现在他笔下的，则是有爱犊之情的
牛，表现老牛的慈爱之心。我家四代人
中，我的奶奶、姑姑，哥哥和我女儿都属
牛。父亲画牛，常常笔下寄托的是对家
人一份深沉的爱。”汪大伟说道。每周
六下午，汪老的儿女子孙们纷纷赶来
参加家庭聚会。儿女们会给汪老的创
作出谋划策，重孙辈们会骑在他的肩
头上，或趴在画桌拿着画笔乱涂乱抹，
给牛加个尾巴，加只耳朵，集体创作。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犹如汪老画室
墙上挂着的《乳犊图》，脉脉温情溢出
画面。

在汪老家的画室里，还摆放着几头
“迷你”版的雕塑牛，造型各异。这次为
了让牛从纸面上“站”起来，他做了五六
头，不仅放入了他对牛的精神的理解，也
融入了他对父母、对家乡的深深眷恋。

“我的母亲属牛，性格也像牛，忍辱
负重，非常勤劳，80 多岁时，仍然自己
下地种菜。母亲还乐于助人，时常帮助
邻里乡亲。在我们徽州文化里，常常一
个村子都是一个姓，讲究落叶归根，十
头牛出去九头牛都要回头的。我的祖
父、我的父亲，都曾离开家乡在外做事
业，之后都回到了家乡。我呢，没回去，
所以就让这头铜雕牛代替我回报家乡
吧。你看这头牛是个回首的造型，也有
这层意思在里面。”汪老饱含感情地
说。这件铜雕结束在上海的展出后，将
捐赠给汪观清家乡安徽歙县，永久伫立
在汪观清新安艺术馆前的广场上。

汪观清此次创作的铜雕《金牛迎
春》，是一头遒劲的牛，造型强化了头颈
的线条，“这是一头硬头颈的牛，遇到任
何事情都不会低头，我也愿这强劲的‘牛
气’，给故乡的人民和城市带来好运”。

汪观清：画坛“牛魔王”

【艺术人物】

□ 朱志武

【文化长廊】

新安大好山水呼唤秀美文学篇章
□ 黄立华

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匾额说辞：恰然
□ 吴卫华

【文化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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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际村在大山里，十分幽僻，路不好
走，但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有瀑布、有温
泉、有古树，就是不通电话。方有根觉得
叶之影和他的老相好住在这里一边画画
一边谈情再也合适不过，于是就租了一
栋新建的农民楼房下来，打算让叶之影
来这里仿他的黄宾虹。方有根清楚地知
道，他不能让叶之影一直住在屯溪，叶之
影必须住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当天晚上，当方有根把他的计划告
诉叶之影时，他原本以为叶之影会不太
情愿，因为白际村实在太偏僻冷清了，没
想到叶之影对他的安排十分满意，甚至
非常高兴，恨不得马上就和老相好住到
白际村去——他实在不想让他的老婆再
找到他们这一对老鸳鸯，而偏巧她老婆
的嗅觉又特别灵敏，除非躲到像白际村
这样的地方去。方有根没有吃过这样的
苦头，当然体会不到叶之影的苦衷。

叶之影又拿了几张新仿的册页、镜
片和扇面给方有根，自信地说：“要仿小
幅的黄宾虹，我的可以乱真。”

就这样，方有根通过他的钓鱼法，利
用叶之影的黄宾虹，钓到了不少的小鱼小
虾，偶尔也会钓到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正
因此，用现在的话说，方有根作为一条咸
鱼，竟然在别的鱼的帮助下，轻松地翻了
身。直到有一天下午，萧大同出现在他的
店里，使事态有了新的发展……

方有根至今还记得那个下午，天气
异常的闷热，尽管电风扇已经开到最大
档，但那只能解决热，不能解决闷。正
当方有根胸闷难挨，打算关店门去新安
江里洗个澡时，萧大同走进了店门。

方有根一见萧大同，忙说：“萧大法
师今天怎么有空来小店？难怪天气这
么热，一定是有红火的事，快坐快坐！”
方有根说着，搬了一张椅子让萧大同坐

在柜台外侧，又给萧大同泡了一碗冰糖
菊花茶。

萧大同喝了口茶，笑了笑说：“你这
店现在看上去清冷得很，你倒显得很自
在，是不是有夜草吃啊？”

方有根说：“马才有夜草吃，我属羊
的，哪里吃得上夜草？只要不被狼吃，
就算命大了。”

萧大同又是微微一笑，说：“有根在
屯溪呆了两年多，越来越会说话了。”

方有根说：“哪里哪里，还不是跟你
们学的。比起你们这些有文化的，我害
臊都来不及。”

萧大同托着腮帮微微点了点头，突
然话头一转，说：“听说你店里有一件镇
店之宝，是它吗？”萧大同说着指着那张
黄宾虹的立轴。

方有根说：“对你不能说假话，也不
是什么镇店之宝，主要是店里没有像样
东西了，就靠它来招揽顾客。这店里也
就这一件好东西了。”

萧大同点点头，说：“画确实是张好
画。如果我想买，不知道你肯不肯让？”

方有根显出为难的样子，说：“这个
……照理说……你想要，我不能不让。
可是我店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了，
我拿什么来招揽顾客呢？”

萧大同想了一想，说：“这个好办，我
借一幅査士标的山水给你，再借一只雍
正时期的窑变三阳开泰花瓶给你，摆在
店里，当你的‘镇店之宝’，保证比这幅黄
宾虹更能招揽顾客，不过你千万不能把
它们卖掉，等你的店里收到了一些像样
东西后，我再把它们拿回去，怎么样？”

（未完待续）

金牛迎春

新安江是徽州人的母亲河，在她蜿
蜒和秀丽的流域里，曾诞生了瑰丽而丰
厚的徽州文化。当年古代山水诗的鼻
祖谢灵运曾留下“江山共开旷，云日相
照媚”的千古名句，诗仙李白也有“槛外
一条溪，几回流碎月”的描绘。多少年
来，文人骚客除了不吝赞美她的灵秀风
光以外，还用深情的笔墨记录了这块土
地上的人们的劳动和生活、记录了徽州
灿烂的文化如何在一代代徽州人勤奋
和坚韧的努力中日渐形成并不断丰富，
而这些文字本身今天也成为了我们解
读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新安江水依然在不停地奔
流，徽州的儿女也依然在这块土地上耕
耘，努力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这
秀美的风光、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和宜人的生态如同往日一样为文学的
写作和繁荣提供了滋长的沃土和丰富
的原料。应当说，这些年我们已经有一
些作家在小说、诗歌和散文等领域，创
作出了不少有深度有影响的作品，他们
在面对徽州时，在村落、祠堂和老屋里
寻找生命的体验；在古道、水湾和堙没
的码头边驰骋着对往日生活的想象；在
建筑、罗盘、雕刻和书画作品前与先人

进行着对话；在田野、山林和街巷中述
说着对未来的希望。这其中既有先贤
创业开拓的艰辛，也有今天扶贫奔小康
的图景。我们读到了李平易以《巨砚》
为代表的“文房四宝”小说、读到了赵焰
《思想徽州》等系列文化散文，等等，然
而客观总体地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
与不断走热的徽州文化——新安江文
化知名度和研究相比，今天我们面对徽
州和新安的文学书写却显得薄弱，无论
是面对古代徽州的丰厚历史、还是今天
新安的大好山水，我们还不曾读到更厚
重更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还不曾产生像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陈忠实笔下的白鹿
原那样作品因地域而生色、地域因作品
而生辉的创作。虽然沈从文和陈忠实
的成功有着他们自身文学才情与天分
的因素，但他们没有辜负生养他们的土
地和山水。而徽州——新安的土地和
山水也正如湘西和白鹿原一样配得上
产生这样的作品，而且作为一种希望和
期盼，这也完全可以让我们的文学工作
者以此作为一种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我们提出依托徽州文化和新安山
水创作出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简
单地认为将这二者与文学做表面的嫁

接，比如在小说或散文中塞入大量历史
文化的内容或仅仅铺排罗列许多自然
风光和文化成就，而是坚持文学创作的
自身规律，立足于创作者艺术创造这个
根本，写出属于创作者心中独特的徽州
和新安，展示出经过创作者心灵穿透的
徽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换言之，就
是要用作者的思想和智慧去点燃徽州
历史文化和山水风光的素材，赋予这些
素材新的个性和生命。不同的作者对
于生活的理解和愿望总是有所不同的，
有价值的创作也总是能够给人以不同
的满足和收获，依此写出来的徽州和新
安，也就不仅是地域的、独特的，同时更
是文学的、审美的。这样的作品，能够
通过徽州的过去和现在的描写，给读者
带来心灵的启示和生活的希望，正如作
家阿来所说的：“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
的，而是在差异当中寻找人类的共同
性。”也就是在徽州和新安这个“个别”
之中，写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的追
求和愿望。上面我们提到的沈从文笔
下的湘西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不
正是这样的作品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同时，高度肯定了新

安 江 水 环 境 补 偿 试 点 的“ 新 安 江 模
式”，这是对新安江流域人民的极大鼓
舞，也是对当地人民长期以来善待环
境和家园、保护生态的充分肯定，我们
有义务和责任长期保持这种理念和信
念，同时对外宣传好“新安江模式”的
经验和做法，宣传好新安江的历史文
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文学创作
都应当发挥出其独特和不容或缺的作
用。我们既希望本土的作家能够不负
这一片大好的山水，写出秀美精致的
作品，更期待各路名家高手来今天的
徽州观光和体验、如同当年李白、徐霞
客、郁达夫一样，留下他们的传世杰
作。今天的这里，能够给予作家的已
经不限于“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
非人间”或者“断肠春色似扬州”的单
纯感受，而是比这要更多样和更丰富
的收获。

我不清楚，我所想的是不是符合前
人的寓意。

日日走过，终不甘心。生于斯，长
于斯，岁月流转，我辈当引以自豪。这
尺寸之间，内涵肯定丰富，砥砺后人。

匾额，是青石雕刻，阴文显现，站在
不远处，不细致观看，那也会产生错
觉。“恰然”，乍一看，好像“怡然”。“怡然
自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何况，匾额本是自家门枋上的题
字，多为吉祥的寓意，路人谁会去关注
这些？

正是这样的想法，我也是错过多少
年。它就在我回家的路途上，居然没有
发现。

匾额不是正对着巷道，是偏门朝
向，更有经年的爬山虎、藤条遮掩着。
视线之内，扫一眼，确实容易忽视。

也是那年，村中对匾额上漆。淡蓝
色映衬下，字迹清晰可见，是“恰然”。
我驻足，耸然一惊，不是“怡然”！

我环顾四周，看有无标志性的提
示。此地是西递村依仁巷口，两侧也是
高屋建瓴，斑驳的墙体，经年的留痕，也
是青砖灰瓦马头墙，这里也曾经有过繁
华。“八”字型的门枋可见昔日的“兰桂
齐芳”。

比不上前街祠堂的恢宏，却也可见
脚下青石板的光滑，不见棱角。我站住
脚，伫立多时，不明白这匾额的涵义。

这户不是大户人家的院落，上首的
是当年胡氏长房的居住地，只是人丁不
旺，多外出去景德镇做学徒或者各地经
商。外祖父家的房屋也不知是何年坍
塌，如今只是断壁残垣圈住的菜园地。
四周的老房子，居住的大多不是当年祖
上的后代，外姓居住这里多年，已经成
了气候。

后来多次想起这块匾额，问起村中
老人，他们也是笑笑，不清楚其中的
味。后来，有一天，就在依仁巷弄口，朝
向大路的方向，有板车拉货过来。车子
转过弄口时，我站在那里，居然没有像
在其它巷弄口那样，需要侧身相让。

我的心中一动，这不就是“恰”字
吗？黟县话的方言音——“恰然”，就是
正 好 的 意 思 了 。 翻 阅《新 华 字 典》，

“恰”，有以下的解释：1.正巧，刚刚；2.
合适，适当。

“恰”字与“然”合在一起，那么可见
这是作为形容词来看，“然”，就是形容
词词尾，意味着正好的样子。

如此说来，这匾额还真的有意思。
我没有看见墙角的“泰山石敢当”，也没
有墙角石，这对这所别居小院来说，粉
墙黛瓦，青石台阶，还有爬山虎，就很有
画意诗情了。突兀的墙角石会破坏画
面。不错，有点意思。

再思考：徽州人经年累月外出经
商，家中田地房屋，多是老幼照看。邻
里之间免不了会磕磕绊绊，口舌唾沫会
伤人。这巷道弄口，牵连房屋，滴水三
尺，互相退让三分，才会海阔天空。

我站在巷弄里，张开双臂，平齐双
肩，恰好抵住墙壁。成年人的臂展，加
上中间地带，恰好现出一条宽阔的道
路。板车可以顺畅上下，无与墙体磕碰
的现象。拐角处，也不会碰到房屋的墙
体。主人有心，房屋建筑有意，成全这
块匾额。

我不由得叹服，一座小小的房屋，
说不上豪华，却也是小巧玲珑。透过两
扇门缝，陈年的莲花门棱依旧可见。问
起邻居，说是外地人买下了，待退居后
再来修葺。看到门边有登记在案的屋
主，希望他能看出此屋院落匾额的内
涵。

说来也是，我忽然又想起黟县本地
的一句俗语：扁担撑腋，柱棒仗肩。站
在这个地方，是最能体现一点的，不仅
避免了邻里纠纷发生，还照应了路人行
走，或者村人挑担担柴，牵牛赶羊上上
下下，省去多少麻烦累赘。

匾额方尺地，退一步海阔天空，进
一尺深思熟虑。秋日的阳光照在墙体
上，我看着着了色的匾额，更加清晰。
我由衷敬佩，先辈有心，昭示后人，邻里
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