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瞅着这本厚厚的小书《韩
羽插图选》，感谢两位年轻人王
素欣、黄泰敦，是他们花费了一
年多工夫，从有关的旧书、杂
志、报纸堆里搜集出来历时六
十余年的我的旧作。也就是说
这本小书一出世，就已“老态龙
钟”了。不，对我来说，恰好相
反，是“返老还童”了，因为一见
插图就会想起当时画图的我。

前几年曾和几位年轻朋
友去晋州，在街上闲逛，遇一
公园，顺便观光，在一宽敞明
亮的大厅里见一高大石膏塑
像，看了说明，细细审视，忽有
所悟，笑对朋友说：“我和他下
过象棋，你们信不？”

翻看这本小书，忽地眼前
一亮，哇哈，看到了已被我遗忘
到九霄云外去了的张庆田《老
坚决集》一书的插图。插图中的
横眉侧目的农民汉子攥着一串
正在燃放的鞭炮，这哪是噼啪
乱响的鞭炮，实则是撒出的一
肚子的憋闷之气。知否知否，这
个正放鞭炮的农民，就是我在
公园敞厅里看到的那个石膏塑
像的本人。回想六十多年前，那
时我二十多岁，在河北省美术
工作室工作，常和同行们去晋
县（今晋州市）周家庄深入体验
生活。他就是周家庄的村干部，
我们都叫他老雷，是劳模。他和
作家张庆田最熟，晚上没事了，
常来我们屋里聊天、下象棋。公
园里的偶然邂逅，不亦“他乡遇
故知”乎。

又一插图逗我扑哧一笑，
既笑插图中的“我”，也笑插图
中的“两个扛锄的妇女”。为何
发笑，看原文便知端的：

我家东关外的河堤上，稚
树新条，蔚然成林，倒是个可
以入诗入画的好去处，回乡期
间，几乎天天来这儿散步（请
留意“散步”二字），“傍花随柳
过前川”，颇得明道先生之乐。

有一天，两个扛锄的妇女
喊道：“老先生想往哪村去啊？
踅来踅去的迷了路了？”她们的
好心，逗得我好笑。很可能她们
觉得我更好笑，大白天里，这老
头儿碰上“鬼打墙”了。

各笑其所笑。
从而使我想起了一山村

妇女嘲笑作家孙犁刷牙的一
段话：“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
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
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
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
还刷嘴刷牙，我们的饭菜再不
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
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
刷干净？”说着就笑得弯下腰
去。孙犁也“觉得好笑”。

这不也是“各笑其所笑”？
“秋水共长天一色”，画的

标题是借用的王勃的话，烟波
浩渺，多美的景致，可是令我想
起的事却大煞风景。是“瓜菜
代”的灾荒年，定量的窝窝头填
不饱肚子，从白洋淀镇子上的
点心铺子里买了半斤点心，那
点心是用水草茎儿碾轧成的淀
粉做的，比药好吃，比药难咽。

小时候，总是和祖母一起
去地里看庄稼，我喜欢躺在地
头上的大树底下看蚂蚁上树，
祖母喜欢捡豆粒，这是被太阳
晒得从豆荚上爆裂到地上的

豆粒。顶着草帽，在毒日头底
下，跪呀爬的，像鸡啄米一样
一粒一粒地捡。我说：“你往豆
棵上捋几把不就有了。”她说：

“滚你的！”后来我把这画成了
画儿，就是收集到这本插图里
的《捡豆粒》。

父亲赶集卖粮食，祖母提
出一个小口袋说：“捎带着把
我的这点绿豆也给卖了。”祖
母卖绿豆有钱了，我向她要，
她说：“跟你娘要去。”母亲数
落我说：“谁叫你没脸没皮的，
她的钱才不给你哩，她留着给
她外孙哩。”

我趁祖母不在屋里时，食
盒里、瓦罐里、炕席底下到处乱
翻，都没有，她的钱都放到哪儿
了？是不是给了外孙了？是日本
投降以后了，祖母也已老糊涂
了，姑母给她拆洗旧褥子，突然
跑到我母亲跟前说：“嫂子，你
快来看看吧。”母亲跑过去了，
我也跑过去了，一看，在破棉絮
夹缝里塞着几张花花绿绿的

“准备票”（敌伪钞票），当然都
已成了无用的废纸了。

《常倌》里的常倌，卖书，
也买书。在他那儿买，是两角，
再卖给他，就是一角了。再有
人买，仍是两角。为这，经常有
人和他吵嚷。

“上集在你这儿买是两角，
怎么再卖给你就成了一角了？”

“我不记得，不是吧。”
“怎么你不记得，你不是说

过进价的本钱是一角五哩。”
常倌不再言语了，哗啦哗

啦翻起书来，终于找出一页
说：“贺式赖给他妹妹牵皮条，
这一回最‘抓人’，你看摸得尽
是脏手印子，还给扯了个口
子，再卖给谁去？”

“原来就有手印子。”
“没有。”
“有。”
“没有。”
……
反过来他买了再卖，又有

说头：“几个手印子碍得了什
么，能看清楚字就行呗。”

一看到《众心所系》中的
那个跷着二郎腿的说书人，就
会想起他在集市的小吃摊上
吃着的热气腾腾的肉杂烩菜
和白馍馍，逗得我发下狠心，
定要去学说书。

《煞风景文化》插图里的这
两位，如若还活着，也应已八十
多岁了。当时在电影院门口，他
们的对话被我记录了下来：

“我看就一个四凤是好人。”
“好人？她要好还和大少

爷鬼混。”
“嘿，闹了半天鲁大海还

是周朴园的儿子哩，可净受苦
了，真倒霉。”

“我看划算的还是鲁大海。”
“怎的？”
“你想想，周萍、周冲都死

了，周家的财产以后还不都是
鲁大海的。”

《不懂之懂》里的拿着画
笔的小女孩，天真得令人心
酸，我掐指算了算，她现下也
已四十多岁了，她的孩子也应
该和这画上的女孩一般大了。

瞅着这本插图，忽而笑、
忽而慨、忽而惘然怅然，忽而
直想干一大杯……

一 空中有时 时中有空

记者：啥是好画，原先我们去看画展为
了显示自己不外行，一般都说“呵，这画笔
墨好”，通过采访您，又知道好画，得在“似
与不似”之间，得“能抒胸中逸气”，得“生中
有熟、熟中有生”……我这么说是不是已经
很“上道”了？

韩羽：你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抛开
具体分析只说笔墨好，就好比说饿了就要
吃饭不要吃垃圾，大而化之却没什么实质
意义。在我看来，答案就是一句话：一幅好
的绘画，固然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
一点，就是看你是否能够使绘画随机应变
地去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如果读者通
过看我这本插图选能够更多地去思考这个

“突破”的问题，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绘画是直

观的视觉艺术，可以把眼前的物象呈现得
具体而微，纤毫毕现，但是在读图时代局限
性就很明显，它的作用就像照片一样只能
记录展示当下，而不像视频可以动起来，让
人看到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处与去
向。这是您所说的“时间、空间的局限”吗？

韩羽：要想说明白“时间、空间的局
限”，咱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时间性，什么
叫空间性？这还得从“物”之理说起。《庄
子》书中有一句话：“留动而生物。”“留”是
停顿（亦即空间），“动”是运动（亦即时间），

“物”说的是世间万物。这万物的存在形式
无不处于动、静，时、空的相互转化之中，而
又“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举个简单例子，
就在当下，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因为
我们都是静态的，这就是空间概念；但在我
们对视的同时，又都处在变老的进程中，由
小到老就是动态，如庄子所说，动和静之间
的交接关系，是“其卒无尾，其始无首”，没
有谁能说出静什么时候开始，动什么时候

结 束 ，由 静
到动，本是一体的。

换句话说，就是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空中有时，时中有空。再如达·芬奇
的名画《蒙娜丽莎》，画中的人物是静止的，
你却似能感受到她的呼吸，这种由静而动
的表现能力，不是单纯靠熟练的绘画技巧
就可以企及的。又如《脚铃舞》（叶浅予画）
中的舞者,看着看着,那身姿似乎颤颤欲动
了，脚腕子上的串铃似乎叮铃叮铃有了响
声了。这是幻觉，另个说法是“感觉挪移”。
由视觉到听觉，审美愉悦就是这样由不同
感官的互相暗示而获得。有句话叫“传神阿
堵”，是顾恺之说的。他只说了“传神阿堵”，
没有说“阿堵”到底怎样才能“传神”。《脚铃
舞》的舞者的身姿给展示出来了，就是“引
而不发，跃如也”，虽“不发”，却又有“跃跃”
之感。看那舞者身姿，看似未动，而实欲
动，正是这“寓动于静”的“动”，才更具有膨
胀力，给人以无限的延伸之感。唯有基于
万物一理的“动静相寓”，才有可能捕捉到
动与静相互转化的最关键的一刹那、最耐
人寻味与想象的那一片刻。只有想明白了

“动与静”的关系，才算是入门了，开窍了。

二 随机应变 不即不离

记者：除了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空
中有时，时中有空”来突破时间、空间的局
限，这随机应变的方法还有什么？

韩羽：你这个问法让我想到了战场上
的指挥员，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面对突发
状况调整战术、立刻解决，“随机应变，因地
制宜”。而在绘画创作中，要想做到随机应
变，就需要具备创造性思维，出其不意方能
制胜。创造性思维说着容易，用起来难。
我想起自己多年前为《不同解读》一文画插
图，里边涉及一个取自《聊斋志异》里的故
事，主人公是曹操，中有一句“阿瞒一案，数
千年不决”，说的是曹操在阎罗殿中每晚受
审，数千年没给定论。若想针对这句话配

图，曹阿瞒（曹操）好画，他
那 形 象 就 在 戏 台 上 明 摆

着 。 可 那“ 数 千 年 ”是“ 时
间”，时间，看不见，摸不着，稍

纵即逝，怎么画。我想来想去
打算从胡须上做文章，借着有形

的胡须，画出无形的时间。“胡须”
与“时间”本是不沾边的两码事，是

“风马牛不相及”，从这两者间找联系
需要用上“想象力”：胡须的长短取决于时

间的长短。“千年”，那曹操的胡须应该有多
长？应是无尽头了。怎么办？那就把胡须
一直画到画幅的外头去。画幅以外的空间
可就大了，你说那胡须有多长就有多长。

记者：您这本书里搜集的都是您为各
种书籍、报纸、杂志里的文章创作的插图，
属于“因文而画”，这种命题作画和一般的
绘画有什么不同？我也多次听您讲到过绘
画与文学的“不即不离”的关系，您能具体
说说吗？

韩羽：这本书收集的都是插图，我刚才
说的绘画一定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
插图也不例外，但是除了做到这一点，还要
解决好绘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我喜欢因
画而作文，或由文而作画。画之所短，恰是
文之所长；画之所长，又是文之所短。取长
补短，手脚并用，连踢带打也。插图画家更
应弄清楚绘画与文学的异同。绘画是具象
的视觉艺术，文学是抽象的语言艺术，这是
不同处。其关注点都是“传神”，这是相同
处。绘画依赖于“夸张”，文学借助于“比
喻”，绘画是“以形写神”，文学是“以神写
形”，又是不同处了。因而也就影响到两者
对表达对象的切入点的不同。比如，文学
作品中最生动、最传神的某一细节，未必适
于绘画表达；而绘画作品中最生动最传神
的某一细节，也未必适于文学表达。若使
这两种艺术异体而同化，桴鼓而相应，必当
疏通从绘画到文学的交通脉络，依循其转
化之规律。这好比相声的捧哏和逗哏，缺
一不可还要密切配合。

三 我画我的 我寻我的

记者：漫画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有着非同
一般的地位，这本插图选中漫画更是占了大
量比重，您经常说自己和漫画打了半辈子交
道，更有人说您的国画作品中也完全脱不了
漫画的影子，对这种说法您介意吗？

韩羽：我的确听人说过，韩羽是画漫画
的，现在画国画也是个二半吊子，总也脱不
开漫画感，像孙悟空的尾巴藏不住。其实
认为我的国画作品中有“漫画式的、夸张的
绘画语言”本没错，错在他们低看了漫画，
以为漫画难登大雅之堂。我在读张仃漫画

时就说过，“漫画在诸画种中，约定俗成居
于末座，小如芥子，但所容纳之学问、识见
以及生活之广，也恰如须弥”“漫画家习惯
于匪夷所思，习惯于荒唐想象，显示事物之
理于荒唐之中”。说到这儿，不妨说说齐白
石，他一生中画了难以数计的花卉鸟虫，这
是为人们所习见的，以前的画家都画过的，
算是正统的中国画。可是在我眼里，他更
是了不起的“漫画大师”，他也画算盘（《发
财图》），前人没画过。还画白鼻子小丑

（《不倒翁》）、争夺虫子的小鸡雏（《他日相
呼》），而且跋语辛辣诙谐，你说这应算是国
画还是漫画？再说陈老莲，你看《水浒叶
子》中的那个杨志，双手抱拳毕恭毕敬的仰
人鼻息之状，画笔极尽嘲讽，你能说这不是
漫画人物？华君武画的方成更是我一直推
崇的。画上没有面孔，仅是一个盘子盛着
一个苹果。可是，凡是认识方成的人，都能
从中看出他的神气来。这画之妙，妙在形
外求神。我们有句话，叫作“神来之笔”，不
妨改换一个字，这画可谓神来之“趣”。它
还涉及神、形理论问题，可以这么说，它给

“神形一致”论者出了一道难题。我会在创
作中永远保持漫画的特点，为什么？对我
而言这是我的优势，若非漫画思维，我画不
出这些插图来。借方成的印章中语：“我画
我的”。

记者：贺友直说，画画，关键只有两个
字：发现。一是发现可观，一是发现自己。
二者相触，即生顿悟。我对您的作品印象
特别深的就是《“我”兮归来》中的插图，那
是一个“正在找我的我”。感觉您在创作中
经常努力寻找“我”、发现“我”，找到了吗？

韩羽：每个人的作品中都难免有自己的
影子，我画“调皮鬼”就是从自己身上来的灵
感，一开始我想过把这个调皮的孩子画成边
走边踢砖头石子，挤眉弄眼作开心之状，差
不多也像个调皮鬼的样儿了。可我瞅着画上
的这个样儿，愈瞅愈觉其假。因为我小时也
曾边走边踢过砖头石子，也的确觉着好玩，
但一遇上大人，立即打住，不然会招骂的。哪
有像画上的这个孩子故意做出调皮之状给
读者看？我认为“调皮鬼”应该是这个样儿
的：他调皮，却又怕人说他调皮。他调皮出之
自娱、出之好玩，且有时不自知其为调皮。最
后画成个倒坐着把椅子当马骑的样，看似专
心读书，一不小心露出了“调皮”的尾巴。我
想，如果自己没有调皮的经历，又哪里来的
调皮鬼。其实不光作者会在画中发现自己，
好的画家还会让读者在作品中遇见自己。一
个优秀的创作者，好比魔术师，能够把假的
弄成真的，能逗得读者又哭又笑，还能给读
者猜谜语，等他们从画上看出了画面所没有
的东西，那才叫有意思。

韩羽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常
常和我父亲喝茶聊天，我也侍坐在侧。
有一天我正在画鱼，他说：“我来给你这
鱼题几个字。”写的是：

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
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虽说
已漏网，犹恐误吞钩。人曰：“子非鱼，安
知鱼之忧。”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鱼之忧。”

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儿，画到现在
也有十几年了，我只知道画画儿，画什么
就要像什么，从来不知道画什么还要

“想”什么。韩爷爷这一题跋使我一激灵，
他竟然想到了《庄子》，想到了庄子的“鱼
之乐”，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早就知道“鱼
之乐”的故事了，可是我画过无数遍的

“鱼”，怎就想不到《庄子》？韩爷爷不只想
到庄子的“鱼之乐”，更进而想到庄子还
没说到的“鱼之忧”。这一题跋，这“鱼”就
不仅只是鱼，而是成了和人一样有“乐”
也有“忧”了。这鱼不仅有看头，更令人

“想”，更使人玩味了。就是这一题跋，使
我在画画儿上迈进了一步。

此事之后，大概是前年，仍是喝茶

聊天。韩爷爷说：“你说齐白石的画好，
你可说出齐白石的画到底怎么个好？不
说已为人评论过的，比如《蛙声十里出
山泉》，比如《他日相呼》《不倒翁》……
说说没被人评论过的，你见过白石老人
的一小牧童牵着一头牛的《牧牛图》
么？”于是我们谈起了《牧牛图》，谈起了
牧童脖子上挂着的铃铛与牛缰绳。

韩爷爷问我：“你看这牧童牵着牛
是往田野里去哩还是回家哩？”

我说：“我思摸这牧童是急着往家
走哩。”

韩爷爷又问：“这着急往家走的
‘急’劲儿，你是如何判断出来的？你能
从画上找出为你做证的依据吗？”

我说：“牧童回头瞅那牛，似乎在
喊：快走，快走！”

韩爷爷问：“你听到那牧童的喊声
了？”

我无以答。
韩爷爷说：“这只是你的‘似乎’，不

能当成确凿的证据，再继续看。”
我看来看去，没了辙了。
韩爷爷说：“我且指点给你，你看那

牧童手里是什么？”

我说是牛缰绳。
韩爷爷问：“那缰绳是弯曲着的还

是直着的？”
我说是直着的。
韩爷爷说：“缰绳本是柔软的绳子，

怎地会挺直起来？”
我恍然大悟，明白了，牧童走得快，

嫌牛走得慢，因而把缰绳给拽直了，这
被拽直了的缰绳，正好表现出了那小牧
童“急”着往家走的心态。

韩爷爷说：“用绘画的术语说：这条
拽直了的牛缰绳，就是牧童心态的形象
化。一幅好的绘画中的物象，都是有

‘表’有‘里’，由表及里。比如这《牧牛
图》中的缰绳，就是‘表’，就只是个缰
绳。可是它一旦被拽直了，就不单单是
缰绳，而是成了牧童着急的‘心态’，这
就是缰绳的‘里’。画画的人，如果能由
表及里地‘画’了出来，看画的人也就会
由表及里地‘想’了出来。‘表’是眼睛看
到的，‘里’是思辨得来的。”

我又想到了几年前韩爷爷给我画
的那鱼的题跋。那时我迈进了一步，明
白了画画儿不仅要“画”还要“想”。现在
又迈进一步，是“怎么想”。是又一次喝

茶聊天，这次聊天与这本书有关联了。
韩爷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我十八岁
参加工作之始就是画画儿，画了一两年
连环画之后，就专心画漫画，对漫画可
真得玩儿命了。整天围绕着‘既出人意
料之外，又在于情理之中’的‘噱头’绞
尽脑汁。愚者千虑，也有一得，也有瞎猫
碰上死耗子的时候，虽然失败多、成功
少，却也真真锻炼了人，使我的绘画获
益匪浅。朱新建老友要我给他画幅戏
画，我想画个他没有见过的，一时不知
画个什么好，忽然想起来了我为自己的
杂文画的插图手稿，复印了一大沓，据
说他颇感兴趣，我想他之所以感兴趣，
是因了这些插图中有‘漫画’点子。现在
看来这些插图还真有点儿像曹操的‘鸡
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哩。”

我们说：“可不能弃，把这些插图印
成一本书不好吗？”韩爷爷说：“我手中
只有一部分原稿，一部分报纸剪贴，奈
何？”我毛遂自荐，愿为他搜集查寻，韩
爷爷笑说：“你不怕踏破铁鞋吗？”我说：

“且试试看。”没料想试了几个月，翻遍
有关图书报刊，居然集腋成裘了。这次
喝茶，竟喝出来了一本《韩羽插图选》。

“考考你，什么样的是好画？”92岁的韩羽老爷爷越活越顽皮，正如他手里端着的这本新鲜又厚重、沉着又有趣的，不算很厚也不

太薄的“热呼呼”新出炉的《韩羽插图选》。这本书收录的是他六十多年来为书籍、报纸、杂志里的文章创作的插图，以及动画片的创

作草图。封皮底色半拉黄半拉白，中间是个长着人脑袋的鸟，白身子在黄半边，黄脑袋在白半边。韩老大手一挥，如果说白的是文

学，黄的是绘画，这“人头鸟”在黄白之间徘徊，若想显形，飞到白半边（文学）要变黄（凸显绘画基因），到黄半边则要白起来……我看

明白了，这黄与白的“相爱相杀”就是他爱说的“不即不离”；天上飞着风筝，一小伙一手掣风筝线，一手拿望远镜，望向天上那小黑点

儿。拿在手里没放出去的风筝太近、太实；放到天上去的风筝太远、太虚。他推开去又拉回来玩得不亦乐乎。谓之近，实则远；谓之

远，实似近。这也是“不即不离”；又好比妻子叮嘱远行的丈夫：“莫要忆家莫忘家”，这欲拒还迎的矛盾表达不更是“不即不离”，似即

似离吗？“不即不离”既相辅相成又相斥相背，“不即”则为以免混淆而失去一方，“不离”则易突出各自特色，“不即不离”即是不远

不近恰到好处之谓。

朱光潜论诗，说：“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唯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

以新鲜有趣。”插图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亦应不即不离，太“离”如风筝断了线，太“即”，则死于句下。

遥遥地，似闻戏台声响，有人咿咿呀呀在唱，有胡琴儿声声托腔，彼实而我虚，彼虚而我实，就着这啊呀呀

镗啷啷，这些个绘画中的好与坏、动与静、“即”和“离”在与韩老的对话间来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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