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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6月9日上午，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文
萃报美术馆正式开馆。 文萃报美术馆致
力于推广展示书画及当代艺术，同时着
力发掘有潜质、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艺
术家 ，打造一家具备策展 、创作 、学术 、
交流、收藏等多功能的专业艺术机构。

齐白石和黄永玉，是从湖南走出去
的书画大家 ，而在他们之后 ，湖南已鲜
有能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画家。 普
遍观点认为，并非湖南缺乏有实力的画
家，而是宣传推广做得不够。 近年来方
兴未艾的民营书画院，作为推广湖湘艺
术的重要力量，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

省内书画院达数百家
1996年， 以三亩地画院为代表的第

一批民营画院，在湖南诞生。 比起只经
销书画作品的画廊， 画院兼具创作、推
广、展览、经营等功能。 一般规模较大的
画院，设有展览部、市场部、艺术委员会
等部门 ，有签约的专业画家 ，能进行策
划、包装。 用湖南芙蓉画院副院长伍成
勇的话说，画院打的是“组合拳”。

盛世收藏。近年来字画的升值空间被
大众认可，催生了书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记者从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了解
到，目前在该局注册登记的省本级书画院
有16家。 书画院可以根据自己的活动范
围，选择省、市、县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业
内人士估计，全省各类书画院有数百家。

湖南九歌书画院秘书长张楚务介绍，
全省所有的书画院中，有省画院、长沙市画
院等为代表的几家公立画院，也有退休的
老干部发起成立的书画院，更多的是民间
资本投资、以赢利为目的而成立的画院，也
不乏只有一块牌子而从不举办活动的。

不过， 有实力的民间资本和企业还
未进入这一行业， 目前书画院规模都比
较小。 由于书画艺术品投资周期相对较
长，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能完全靠经营
艺术品维持生存的画院还很少。

湖南书画“有价无市”
书画院多了， 爱好书画艺术的人也

多了，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湖南书画

市场还是一片“洼地”，大多数作品“有价
无市”。 究其原因，是湖南人购买书画作
品的意识还比较淡薄。

三湘书画院副院长郭晓其告诉记者，
比起山东、河南、北京等地，湖南的书画作
品交易沉闷得多。 由于展览馆、美术馆稀
少，要举办一个展览，遍寻不得合适的场
所，想营造书画艺术氛围很难。

不过，“有价无市” 的状况在逐渐改
变。长沙画院美术馆馆长冯娟感受到，关
注书画艺术品的人越来越多。 “从2010年
开始，来长沙画院了解书画行情、观看展
览的日益增加， 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几拨
人。 ”冯娟说，虽然有些民营画院品位不
高，但多少吹来一股春风，活跃了书画市
场。张楚务也觉得，书画市场比以前活跃
了一些，拍卖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尤
其是老艺术家的作品价格看涨。

业内人士表示， 要让洼地变高地，个
人力量毕竟有限，需要政府、艺术家、经纪
人等共同参与。郭晓其建议政府规划一块
地方，通过规模效应推动湖南书画艺术品
交易的发展。 张楚务表示，书画院要改变
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

民营书画院角色重要
公立画院是政府拨款单位，其功能限

于研究和创作。 与之相比，民营书画院业
务范围更宽广，除了创作、收藏、展览、推
广，最重要的是经营，不然就无法运转。

伍成勇认为， 民营画院扮演的角色
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每年在全国组织一
次创作大赛，通过大赛发现人才，同时宣
传推广湖湘文化，推广湖南的书画家。 ”
如果民营画院都规范运作起来， 既能繁
荣艺术创作和市场交易， 对艺术家也能

起到推广作用。
“各种各样的书画院不断涌现，对继

承传统文化、 宣传书画艺术还是产生了
一定作用。 ”张楚务表示，民营画院是公
立画院外的一个重要补充。 成立于2009
年的湖南九歌书画院，有易图境、欧阳笃
材等著名书画家53位。 书画院每年不定
期举办创作、展览、交流活动，一定程度
上繁荣了艺术创作， 有助于年轻书画家
成长。

黄永玉、陈白一、黄铁山等老一辈书
画家在全国影响很大，不过，随着他们的
年事已高，现在湖南几乎没有能在全国叫
得响的艺术家。 在冯娟看来，并非湖南缺
乏有实力的书画家， 而是宣传推广不够。
书画院能繁荣艺术交易，提升观众的艺术
素养和品味，更重要的是对湖湘艺术的发
展繁荣起到重要推介作用。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李
国斌 ）近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
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新增加
的385名会员，13位湖南作家名
列其中。

新入会的湖南作家包括 ：
方雪梅 (女 )、叶凌云 、甘建华 、
石继丽 (女 )、任美衡 、刘子华 、
向延兵 、向迅 、余红 (女 )、徐昌
才、蒋勋功、谢枚琼、魏剑美，其
中石继丽等4人是少数民族作
家。 湖南省作协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成
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湖南作家
有几个特点：一是吸收了魏剑

美、 任美衡等学院派作家；二
是有向迅等“80后”青年作家 ；
三是覆盖文学门类多，有评论
家 、报告文学作家 、儿童文学
作家、传媒小说作家等。

据了解 ， 中国作家协会
2012年会员发展工作从1月份
开始，在征求团体会员意见和
咨询各文学门类专家的基础
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于6月
4日进行审议并投票，确定了拟
发展会员385人 。 著名学者于
丹、以《三体》而知名的科幻作
家刘慈欣及香港4位作家也同
时入会。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任胜 黎文

“一方水土，三种精神，时
雨酿就千层绿；七彩人生，九年
磨砺，丹心共许万丈雄。 ”6月18
日， 汨罗市32个中考考点装扮
一新， 那一副副佳联洋溢着浓
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气息。 如
三江中学考点这副佳作， 妙用
数字入联， 律动时代脉搏，简
练、豪迈、深邃而隽永。 有人说：
“汨罗今年的中考对联，突显了
‘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矢志
不渝的求索精神’和‘负重奋进
的骆驼精神’，昂扬着一种奋发
有为之气。 ”

有的对联， 从千古诗魂屈
子落笔， 激荡湘风楚韵之地莘
莘学子才情，意高境阔。 如红花
考点：“汨罗江上赛龙舟， 求索
见精神，破浪乘风三千里；考试
场中显身手，成功凭意志，拿云
摘桂九重天。 ”屈子祠考点：“乘
屈子遗风，上下求索，胸怀万卷
成大器； 倚陋室宝地， 左右逢
源，笔聚千钧步青云。 ”

玉池考点的 “朝也吟，暮
也吟 ，数载寒窗 ，今朝蟾宫折
金桂；风时行，雨时行，几番苦
辛，明日绝顶凌青云。 ”巧妙化
用了 “求索精神 ”和 “骆驼精
神”，聚焦一个个特写镜头，妙
手偶得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
一起，兼寓无限憧憬于联内。

李家考点的 “追屈子遗
风 ，秉持操守 ，复兴中华怀抱
负；仰弼公典范，成就本领，报
效桑梓展胸襟。 ”长乐考点的
“九载耕耘，负重奋进，托起新
人燃蜡烛 ；三天检阅 ，求索拼
搏，迎来硕果铸辉煌。 ”善育人
敢担当的教师风采毕现，有抱
负愿奉献的学子形象跃然。

有的对联，文辞优美，读之
有身临其境之感，心中不禁豪情
涌动。 如白塘考点：“楚天云灿，
汨水潮生，学海正扬帆，破浪乘
风臻上善；鹦鹉才高，鲲鹏志大，
考场当致胜，挥毫泼墨谱新篇。 ”

品读着构思精巧、声律和
谐 、意蕴深厚的佳联 ，不知不
觉中，人们悟出了汨罗素质教
育的无穷魅力与精细之功。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长沙市民邓宇光和龙亚君夫妻创作
的歌词《湘江韵·长沙》在湖南日报发
表后， 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
近日，他们为 《湘江韵·长沙 》谱曲并
拍摄制作成了《星城恋歌》MV。

十几年的星城生活，邓宇光夫妇
对长沙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眷恋 ，《星
城恋歌》就主要表达了长沙人的星城
情怀。 “作为长沙人， 这里的一寸草
木，一滴江水，都仿佛告诉我，自己的
根和血脉都融在其中。 ”龙亚君情不
自禁地表达出对脚下这片热土的深
深爱恋。

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作曲家黎晓
阳对《星城恋歌》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
认为， 这首歌曲的结构很有层次感，
第一段抒情；第二段给人以奋进的感
觉 ，音符跳动出沸腾的情绪 ，展示出
星城长沙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 后半部分的转调，把
歌曲推向高潮，极富感染力。 歌曲的
副歌部分很出彩———“飞翔吧， 橘子
洲头。 奔流吧，湘江北去……”很有激
情，词曲和主题结合得很好。

国家一级作曲家邓东源对邓宇
光夫妇创作《星城恋歌》大加赞赏。 他
说 ，他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投入

时间和精力来力推主旋律作品，这一
点令人敬佩。 他认为，这首歌曲的创
作性、思想性和文学性都达到了一定
的高度 ，也做到了雅俗共赏 ，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作品。

《星城恋歌》通过网络传播后，引
起了广大市民的兴趣，一些音乐爱好
者和专家也开始关注这首歌 。 近几
天，邓宇光夫妇不时接到一些音乐人
的电话，和他们切磋、交流。 他们告诉
记者，期望大家共同参与 ，继续打磨
完善《星城恋歌》，更完美地表现星城
的美，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对星城的喜
爱与依恋。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李国斌）日前，石书红
的《思考与前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是其近几年来作者思考社会与体悟人生之作。

在该书中，石书红思维敏锐，行文善于围绕
某一核心理念进行发散 ，又能切中时弊 、牢牢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 事实上，作者并没有仅
仅停留在剖析某些社会病态演变的路径这一
层面，而是继续以一种建设性态度 ，将主题思
想上升到对当今社会的理性重建。 作者让读者
重新发现社会后，又启发读者如何以一个拥有
健全人格的社会个体去面对社会各领域的变
迁，字里行间可以感知作者那一份超然的知识
分子济世情怀。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李
国斌）端午节假期怎么过？ 不
妨带孩子去看一场适合他们
的演出。 本周末，两部童话人
偶舞台剧《三只小猪》和《小红
帽》 将在长沙红色剧院上演，
小朋友们可以度过一个欢乐
的端午节假期。

《三只小猪》取材于欧洲经
典童话故事，讲述了居住在大
森林里的3只小猪和1只狡猾的
大灰狼的故事 。 该剧具有教
育、互动、舞美3大看点，最大的

吸引力是“参与感”，演出现场
将与小观众进行热闹的互动。
经典格林童话人偶剧 《小红
帽 》讲述的是美丽聪慧 、心地
善良的小红帽，在森林中遇见
了狼的故事。 《小红帽》采用立
体的舞美设计，加上飞舞的蝴
蝶 、 勤劳的啄木鸟等特殊效
果， 使得舞台更加灵活生动，
导演还将危机教育寓于其中。

据了解，《三只小猪》和《小
红帽》演出时间分别是6月23日、
24日。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胡永龙
主持人 李国斌 投稿邮箱 308622766@qq.com 联系电话 0731-84329540

6月17日，“东方艺术观察———2012中日艺术家作品交流展” 在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的湖南版画艺术馆开展， 展出了30
名湖南画家和日本东洋艺术研究院12名画家的84件作品。 徐行 姚学文 姚家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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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石书红《思考与前行》
出版发行

夫妻合力创作歌曲《星城恋歌》

丹心共许万丈雄
———品读汨罗市中考佳联

中国作协公布新会员名单
湖南13位作家入会

■文化大观园

两部儿童剧陪小朋友过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