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观园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杨丹 王小华）10月29日上午，由
中国意象画研究会举办的中国意象画十三家画展在湖南省
美术馆开展。 画展展出了欧阳笃材、黄定初、王明炎、熊灿亭、
曾涤尘、盛克森 、莫迎武 、续翔 、伍建平 、曾辉 、邹金科 、陈柳
松、廖虹江13人的60多幅意象画。

在展览中，湖南花鸟大家欧阳笃材的大拙与山水大家黄定
初的大气相映生辉，为展览增色不少。 此外，王明炎的冲淡虚
和，熊灿亭的逸气笔趣，曾涤尘的潇散随意也让人观之难忘。

所谓意象，其实质是画家的心灵创造。 中国意象画研究
会是湖南画界一群画中悟道者在“意象”的旗帜下聚在一起
的。 他们各自有着对绘画的不同理解和形式上的不同追求，
因而给观者带来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不同境界与
感受。 在意象画家的笔下，生死不染，时空不系，物欲不存。 画
中之象，意在画中，令观众品后余味悠长。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陈薇） 日前，由湖南省书法家协
会、湖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教育与艺术———李再湘
书法艺术展”在湖南省美术馆举行。

李再湘现任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副主
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全国知名中学数学
特级教师，湖南省特级教师协会副理事长，曾获中国第六届
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李再湘将教育与艺术连接融汇，开拓书
法艺术形式新的视觉效果，受到普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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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胡海林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
成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
弦的歌……” 近30年过去， 电视连续剧
《蹉跎岁月》的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仍
在人们心头回荡。 苍劲的歌声穿云裂石，
将人们带回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走进一
代人难以割舍的青春记忆。

洞庭湖畔的金秋终于迎来了“从《蹉
跎岁月》中走来的作家”。 10月下旬，中国
作协副主席、 上海文联副主席叶辛应邀
来到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马鞍山大讲堂 。
从《蹉跎岁月》、《孽债》到今年热销的《客
过亭》，叶辛意兴盎然地与师生们一起分
享“知青小说”创作体会。

知青生活是叶辛人生的
“一桶金”

1969年春， 上海青年叶辛来到贵州
修文县砂锅寨插队。

挑粪，耙田 ，放牛 ；挖煤 ，背灰 ，打煤
巴；修铁路，教书……每天回到知青点茅
屋，叶辛脚也不洗，裹一张毛巾先睡。 艰
苦的生活给如今仍带贵州口音的叶辛留
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代人的青春 ，
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
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 ”

经历过狂热、彷徨与迷茫，少年时的
作家梦在叶辛心中重新萌生。 每天上班
前、下班后，他都带着一个小本子 ，记录
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老
乡：鱼为啥养在稻田里？ 坡上的树都叫些
什么名儿？ 林子里有些什么鸟？ 男女青年
对歌唱的啥内容？ 解放前的山岭河谷是
这个样子吗…… “10年农村生活在我内
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让我积累了大量
的写作素材。 ”深夜，伙伴们睡了，叶辛以

床铺当桌子，点起小油灯写，摇曳的火焰
时常把蚊帐熏得漆黑。 有时，他一大早到
寨外山上破庙里去写。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77年春，叶辛的
处女作《高高的苗岭》问世。 此后，其创作
如激流奔涌，一泻千里。

社会主义现实文学
能不能写悲剧？

1980年，叶辛发表长篇小说《蹉跎岁
月》。 其后，电视剧《蹉跎岁月》热播。 关牧
村演唱的主题歌响遍大街小巷。

叶辛简单回顾了《蹉跎岁月》的创作
经历。 1979年，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第一
次长篇小说研究会。 有人问：社会主义现
实文学能不能写悲剧？ 一位作家讲了个
知青故事。 一位“黑帮”的儿子与“历史反
革命”的女儿下放农村 ，劳动中相识 、相
恋。 “四人帮”倒台后，男知青回到北京，
给女知青去信说家里不同意两人的婚
事，女知青自觉无望投河自尽。 这是悲剧
还是喜剧？ 能不能写？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脑海里立即幻
化出许多画面。 ”知青出身的叶辛听后，
在本子上记了句话： 这个悲剧故事可以
写成长篇小说。 叶辛感触良多，文革时的
“血统论”让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深受伤
害。 这些都是不该发生的人间悲剧。

于是， 叶辛挥笔写就了后来摘得全
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的 《蹉跎岁月 》，让人
的良心接受历史的拷问。 同名电视剧也
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
世易时移， 叶辛对知青生活的观察

和思考也在与时俱进。
“知青回城留下的孽债‘发酵’了。 ”

叶辛的目光开始由知青本身转入知青的
下一代。 从丈夫携儿进城寻妻到女研究

生下乡寻子，耳闻目睹过此类情节，叶辛
精心设计了5个从西双版纳结伴到上海
寻找父母的孩子。 这就是1991年发表的
长篇小说《孽债》。

同名电视剧的播出， 让不少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 ， 也引来一片质疑和批评 。
“上山下乡知青结婚的少，结婚生孩子的
也少，结婚后不要孩子的更少。 ”“上海妇
女的心胸是开阔的，难道不懂得爱情？ ”

叶辛认为， 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
实，文学要用个别反映一般，用极端反映
生活的本质。

“生活比小说更精彩”
说起其长篇小说《客过亭》的创作缘

由，叶辛动情地讲起了两件事。
2007年， 曾为贵州知青的妹妹归来

后，送给哥哥一本有462人信息的知青花
名册。 叶辛翻阅至半夜，往事历历在目，
萌动了再写“知青小说”的念头。

但他等了3年，才等来“井喷”。2010年
3月，在重庆开会的叶辛获悉了一段当年
下放西双版纳的重庆知青陈俊与傣族妹
妹依香娜的纯真爱情故事。 31年前的初
恋情人依香娜前往重庆， 与身患重症的
陈俊重逢，与陈俊最后告别。 “找了31年，
等了31年，能够再见面，夙愿已了。 ”“不
管世事如何变迁， 那份纯真就像不化的
甜冰糕，永留心底。 ”

叶辛看了生命弥留之际的陈俊和依
香娜的视频 。 2010年8月 ， 陈俊离开人
世 。 而他与依香娜纯真凄美的爱情故
事， 随之走进了叶辛的最新长篇 《客过
亭 》。 叶辛感慨万千 ： “生活比小说更
精彩！”

“风雨如磐见真情， 蹉跎岁月志犹
存。 ”用自己独到的思考细细地调和知青
生活这盘墨， 叶辛绘就了一幅幅波澜起
伏的时代画卷，撼人心魂，引人深思。

曹隽平

大清早， 书法家刘广迎带我去拜
访那位谜一般的百岁老人———著名学
者文怀沙。

上午10时， 文怀沙出现在北京永
安宾馆门口。 文老脸色红润、 精神矍
铄。 文老亲切地问我：“你是湖南哪里
人？ ”我说是湖南郴州人，文老马上改
用长沙话说：“哦。 就是那个被很多人
读成彬州的地方。 ”众人大笑，气氛顿
时活跃起来。

我们跟随文老一同来到他在麦子
店的工作室。 一进屋，古雅沉静的气息

迎面而来，墙上挂着文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创作的两幅作品，书写的是毛泽东诗词。 文老
说:“诗歌的吟诵要用古音。 毛主席诗词如果用现在
的普通话来吟诵，很多地方是不合韵的，必须用长
沙方言。 诗歌的平仄是有生命力的，声音的阴阳、洪
细、清浊都能抒发和表现不同的情感。 这就是诗歌
的音乐性。 其实，很多中国古代诗歌是不能翻译的，
翻译出来会失去它原有的韵味。 ”文老说：“颜色有
调子叫色调，声音有色彩叫音色。 ”

说到这里，文老来了兴致，吟诵了毛泽东的《清
平乐·六盘山 》。

其后，文老把话题转向了书法。文老说：“历史上，
湖南曾出了个大书法家叫欧阳询， 他把楷书的险峻
和平正写到了极致。 但书法一定要跟美术字划清界

限。 ”他继续直抒胸臆：“我不喜欢赵孟
頫、董其昌的书法，太秀美。 我喜欢古
朴、稚拙、阳刚的书法。书法的审美也是
有时代性的。汉人重骨，晋人尚韵，唐人
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所以王羲之
的书法曾经被人批判太过妍美，因为批
判者是以汉代以前的书法格调为审美
标准的。 ”

谈完书法， 文老话锋一转：“道德
的标准也是与时俱进的。 以前的文化
人耻于谈钱，认为卖文换钱是很不道
德的事，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商
品经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大家像伯
夷、叔齐、钟子期那样，所有的道德都

应该是时代性的。 ”
2004年3月，我到全国政协

参加一次书法活动， 在那里第
一次看到文老的一副六尺对
联，立即被其真力弥满、朴拙大
气的风骨吸引。 文老的书法融
甲骨文、古隶、章草于一体，深
受学界和书法界的认可， 古朴
深沉而不失灵动， 具有极高的
书法品位。 王学仲先生曾说：
“遍观当今书家，余独爱燕叟之
古朴拙重”, 沈鹏先生出版作品
集也恭请文老题写书名。

2009年春， 面对骤然掀起
的波澜，文老写了一幅书法，内
容是：“何以息谤？ 曰：无辩。 ”他
说：“我只记爱，不记恨；只记恩，
不记仇。 ”“不要因别人犯的错
生气，错是他犯的，我为什么要
生气呢？ 忧伤、怨恨和烦恼是催
人衰老的暗器。 ”文老一生遭遇
坎坷，而能超百岁之龄，与他的
心态不无关系。

在文老这样的智者、贤者和
长者面前，我只能做一位虔诚的听众。他会把他的满腹
经纶、敏锐诗才，口若悬河地向你道来。 他的善心会让
你懂得感恩，他的胸怀会让你学会容纳，他的豪情会让
你心存超迈，他的神韵会让你崇尚文雅。在这位可爱的
“老头子”面前，总会感喟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临别之际，我请文老给我赠送几句话。 老人略
加思索， 朗声吟道：“佩缤纷其繁饰， 循绳墨而不
颇。 ”他说：“这是我集《离骚》的两句话为联，意思是
最大的自由在规矩里，我们要从心所欲不逾矩。 ”

出门时，门边欧阳中石先生书写的集联映入我
的眼帘：“不衫不履，非陌非阡。 ” “非陌非阡”出自
钱钟书对文老的评语“非陌非阡非道路”；“ 不衫不
履” 节自聂绀弩评语：“不衫不履不头巾。 ”这应当
是对文老最精炼的素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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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陈薇）日前，由湖南省直机关书画
家协会创作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全国书画大赛优秀作品评奖活动落幕。

此次大赛共收到4800名参赛者的近7000件作品， 从中评
出400件获奖作品。 60名作者分别获得特等奖、铂金奖、金奖、
银奖、铜奖、优秀奖。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书画评奖落幕

李再湘书法艺术展在长举行

中国意象画十三家开画展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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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访文怀沙先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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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彭扬

(紧接1版①) 协同省有关部门督促市
州、 县市区按规定渠道落实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资金和还款资金； 协同市
州、 县市区财政、 住建部门负责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的监管； 开
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投资、 经营
和资产管理。

李友志指出，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投资公司的成立， 有利于拓宽投融资
渠道，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作用 ， 破解当前保障性住房融资难
题； 有利于积极争取使用银行提供的
中长期贷款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 鼓
励和引导实力强信誉好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开发经营和
棚户区改造住房的开发建设； 有利于
减轻政府负担， 分散风险， 增强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 他
要求公司坚持 “政府主导 、 市场运
作” 的原则， 创新管理模式， 拓宽融
资渠道， 吸引各方面资金投入， 努力
保障安居工程建设资金需求。 各相关
部门和金融机构要发挥职能优势， 加
大扶持力度， 稳步推进全省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

省政府秘书长盛茂林出席。

(紧接1版②) 梅克保一行还来到资阳区的长
春工业园、宇晶机械公司、森华林业公司，桃
江县的南方水泥公司、新兴机械公司、县政
务中心等地调研。

梅克保听取了益阳市工作情况汇报，对
该市近年来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城市建
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 他说，总的来看，当前我省工业运行情
况是好的，但也面临着发展速度放缓、物价
上涨压力加大、资金供应紧张、能源供应短

缺等突出问题， 要完成全年工业发展目标，
任务非常艰巨。 要保持清醒头脑，深入分析
形势，着力解决问题。

梅克保强调， 当前加速推进新型工业
化， 要重点抓好四项工作： 一是加速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 要着力改造传统产业， 推
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积极培育新型产
业， 扶持一批龙头产业； 坚持创新发展，
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配套。 二是高度
重视区域协调发展。 要加强对区域发展战

略的研究， 当前要重点研究洞庭湖区总体
发展战略， 要在产业布局、 发展规划、 民
生改善等方面统筹城乡发展。 三是着力破
解发展瓶颈。 要积极发展新能源， 多途径
拓展融资渠道， 研究集约、 节约用地的不
同模式，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突破能源、
资金、 土地、 用工等瓶颈。 四是加大投资
和扩大消费。 要千方百计加大投资力度、
多上好项目， 想方设法扩大消费， 抢占市
场。

� � � � (上接1版③)
张尧学1956年1月出生于湖南沅江县，

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知名专家， 中国工程
院院士。 1982年获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学士
学位， 1989年获日本东北大学博士学位。
1990年回国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 １９９３年被聘为教授。 １９９５年
曾任ＭＩＴ访问科学家， １９９８至１９９９年曾任日

本会津大学访问教授。 1999年至2001年任
教育部科技司主持工作的副司长、 司长，
2001年至2006年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2001年至2009年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履
新前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同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 博
士生导师。

黄伯云是中南大学 “土生土长” 的校

长和著名科学家 ， 任内中南大学快速发
展 ， 巩固了在全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
位。 他获得200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 并一举打破了该奖项空缺6年的历史。
任免会上， 王立英、 黄建国、 高文兵、 张
尧学等对黄伯云为中南大学发展及在教
学、 科研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
度评价。

(紧接1版④) 有新闻摄影作品3件 ， 其中
《总理接受漫画像》 （作者： 张目） 获得
一等奖； 还获一个好版面奖。

薄熙来接见了与会代表， 并接受了本
报和其他几家省级党报记者的采访提问。
他说， 近年来， 重庆市委、 市政府按照科
学发展、 和谐发展， 缩小三个差距、 促进

共同富裕的要求， 带领全市人民聚力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 全面建设 “五个重庆”， 集
中开展 “打黑除恶” 专项斗争， 倾力办好
“十大民生”， 狠抓缩差共富。 从 “缩差共
富”、 “唱红打黑”， 到内陆开放、 经济改
革、 环境建设， 薄熙来有问必答， 气氛轻
松热烈。

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还参观走访了重
庆两江新区、 交巡警平台、 打黑除恶资料
展等， 实地感受重庆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
发展之路， 直观了解重庆的新变化和新成
就。

本次会议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 重庆日报承办。

一支难忘的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著名作家叶辛漫谈“知青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