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扬龙作品《国色天香》瓶。

大家风范

1979年，《秋艳》 挂盘入选人民
大会堂湖南厅，陈列至今；

1998年，《槐花》 瓶被中国工艺
美术馆收藏并刊登 《陶瓷艺术珍品
集》；

1998年 ，《牡丹 》、 《芙蓉 》、 《凉
瓜》、《茶花》四瓶被选入中南海紫光
阁陈列并收藏；

2004年，《国色天香》 瓶，《春色
满园》瓶被山东中国陶瓷馆收藏；

2005年，《圆肩牡丹》 瓶被湖南
省政府作为礼品送给台湾亲民党主
席宋楚瑜；

2006年，《牡丹 》 杯 、《牡丹 》笔
筒、《牡丹》花插，《国色天香》瓶，《春
色满园》瓶被国务院收藏且陈列；

2006年，《春色满园》 瓶被中国
美术馆收藏；

2008年，《国色天香》 瓶被中国
国家博物馆收藏；

2008年，《菖兰》 瓶在中国传统
工艺美术精品大展上获得金奖；

2009年，《清风曲》 瓶被首都博
物馆收藏。

湘江·艺林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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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画画的小“窑工”

1941年，陈扬龙出生在醴陵老县城渌水北
岸的姜湾。

姜湾是当时醴陵瓷器出口的最大集散码
头。与姜湾临近的姜岭及凤凰山一带，便是醴
陵瓷业的主要产区。 清末至民国初由熊希龄
（曾任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 开办的瓷业学堂
和湖南瓷业公司，就设在姜湾，并在那里创制
出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

他从小爱画画，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外婆
家，乡间的山花野草、鸡鸣落日，都会让他产生
一种美术冲动，外婆家的堂屋里贴满了他的涂
鸦之作。7岁时回城里上小学，他最爱上的课是
美术和地理。老师教画地图，全班数他画得最
好。

当时，家里有一个小作坊叫“陈记华盛瓷
厂”，父亲一边务农，一边做点日用瓷。父亲兄
弟6人先后跟着堂叔公学习烧窑， 属父亲技术
最好。父亲勤奋多思，多才多艺，不仅能烧一手
好窑，还会建窑、唱戏，有一身好功夫。出窑后
瓷器若有问题，父亲还能很准确地找到原因和
解决办法，在县里挺有名气，被称为“窑郎中”。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轻工部在醴陵开展改窑试
点工作， 父亲尝试着由柴窑改煤窑的大胆创
新，在全国影响很大，这个项目当时获得了国
家劳动奖章。

父亲希望陈扬龙能够接他的班，在陈扬龙
很小的时候， 就常常带着他一起烧窑。13岁小
学毕业后， 陈扬龙就跟着父亲烧了一年窑。在
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陈扬龙不仅自小就结识了
陶瓷，还初步掌握了装窑、烧窑等陶瓷制作的
技术。

父亲是陈扬龙很敬重的一个榜样，尤其是
他那种肯钻研、 善动脑的创新精神，“生于斯，
奉献于斯，死于斯”的敬业精神，对陈扬龙影响
很大。

吴寿祺嫡传弟子

解放前夕， 醴陵釉下彩瓷工艺濒临灭绝，
瓷业艺人散落各方。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政府决心重振醴陵瓷业。

1956年， 组建不久的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经过多方寻求，终于在醴陵乡下找到唯一健在
的釉下五彩瓷老艺人吴寿祺。吴老先生是民初
湖南瓷业学堂的艺徒， 也就是在他们的手中，
创制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不久，省陶研
所在醴陵瓷业界招收学员，让吴寿祺传授濒临
失传的釉下五彩瓷技艺。15岁的陈扬龙有幸被
录取，成为吴寿祺的嫡传弟子。

已近古稀之年的吴寿祺再度出山， 是醴陵
瓷业一大幸事。他铁线描风格独特，当年就凭一
张铁线描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在教
学中，他亲切、耐心，传授技艺更是毫无保留。

陈扬龙是艺徒们中学习最勤奋的一个。花
卉是釉下彩技艺表现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技
艺，了解花卉的结构姿态和在各个生长时期的
形态特点，以及自然环境中的光影效果，每天
天蒙蒙亮，他就一个人出去写生，画一张写生
稿再去上班，晚上下了班又整理画稿，反复揣

摩到深夜，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少年时养成的这个写生习惯，陈老后来坚

持了一辈子，并受益终身。
他的身上时常备有纸笔，几乎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以写生的机会。有花的时节画花，没有
花的时候，就画农作物、野草，天气不好时就采
摘到家中来画，经常沉醉在花草之中。

不少人对陈扬龙的牡丹花赞美有加，觉得
生动、大气，这就是他数十年坚持不懈进行牡
丹写生的结果。他曾“三上菏泽”画牡丹，留下
百余张的写生稿。

其实不仅是牡丹，其他各种花草，荷、菊、
兰，甚至牵牛花、栀子花、松针、藤萝，他都能信
手拈来，画得神形兼备。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从大自然中感悟了
艺术真谛。

“薄施淡染”领路人

古有长沙窑，今有醴陵瓷。醴陵釉下五彩
的辉煌，是几代醴陵陶瓷艺术家们集体智慧的
结晶。但无可否认的是，陈扬龙为其涂上了极
其浓重的一笔。

陶瓷是一门工艺美术，因此研究工艺是陶
瓷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1956年到1999年的43年间，陈扬龙都是
在省陶研所里专门研究工艺， 包括成型中泥
釉、色料、烧成等方面，他觉得只有研究工艺、
掌握工艺才能改进工艺，使作品不断完善。

他把陶研所比作是自己的艺术摇篮，正是
在这里，成就了他的陶瓷艺术人生。

1957年，他研发了“以印代画”和“以喷代
画”的技术革命，生产效率提高百倍，被授予

“革命能手”称号。
1973年，他承担了轻工部下达的“釉下色

标”的课题研究。历经5年，分析出了釉下显色
的多变性，为釉下五彩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制作国家三馆用瓷
和毛主席生活用瓷工作， 承担了人民大会堂
《荷纹餐具》、国务院《牡丹文具》的设计。

但他最大的贡献还是独创了“薄施淡染”技
法。 国家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田申评
价：“醴陵釉下五彩工艺将陶瓷釉下装饰工艺发
展到最高阶段。”这其中，“薄施淡染”居功至伟。

醴陵釉下五彩瓷有种独具特色的装饰工
艺，叫做“沟线分水”。传统的“分水”技法是“单线
平填”，在表现花卉的自然生态时不够生动细腻。
于是，他大胆地借鉴国画中“三矾九染”的绘画技
法，以很淡的色彩层层分染，大大丰富了瓷坯上
画面的层次感，结果烧制出来的瓷器，画面自然
生动，艳而不俗，清新雅致，有着诗意般的意境效
果。这种技法就是“薄施淡染”。

这是釉下五彩瓷在装饰技法上的巨大突
破与创新，将釉下五彩瓷的彩绘工艺推上了一
个高峰。之后，各个厂家都争相模仿，而陈扬龙
则有求必教，毫无保留，使“薄施淡染”在醴陵
得到广泛的推广，成为当前釉下彩绘的主流表
现方式，让醴陵釉下五彩的整体彩绘水平上了
一个台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著名陶瓷专
家张守智这样评价：“‘薄施淡染’新技法，将釉

下五彩的艺术美发挥到极致，在中国陶瓷史上
建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陈扬龙的重大贡献，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
的高度认可。2006年，他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 称号，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 传承人，2012
年，被评为湖南省十大文化人物。

“传承薪火”先行者

大师在世时，曾多次这样讲：“醴陵的国家

工艺美术大师目前不多， 而且都年事已高。我
们不能只为了自己的成名成家来提升自己的
技艺，应该像吴寿祺前辈那样，把技艺传给更
多的瓷艺人，让醴陵陶瓷产业后继有人。这也
是我们作为釉下五彩瓷传承人的义务与责
任。”

2008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他投入了
自己的全部积蓄，创建了“陈扬龙陶瓷艺术工
作室”。终于有了一个个人的陶瓷科研机构，陈
老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个工作室恰好能满
足他尽心尽力创作一些更好的作品、培养出一
批瓷业骨干人才的两大夙愿。 这里既开发产
品，更培养人才。

陈老的女婿———醴陵金煌瓷艺公司总经
理陈志强说：“岳父的工作室不设门槛，只要热
爱瓷艺创作即可。他带徒弟也从不收钱，有时
碰到资质好的，还会去劝别人来学。他从不吝
惜技艺，指导更是不厌其烦，这一切都是为了
艺术的传承。”

他性情温和，但对徒弟要求极严。关门弟
子邓鸿昌忆及恩师，几度哽咽：“师傅要求学生
要能沉得下去，尤重白描与造型能力。在他的
言传身教下，我收获巨大，受用一生。”

早在23岁时，陈老就开始带徒弟，几十年
来先后有6批学徒共数百人， 如今不少徒弟已
成为国家级大师和省级大师。加上虽没正式拜
师，但受到指点的，“弟子”可谓不计其数。 他
一生培养了大批的釉下五彩传承人， 为醴陵
釉下五彩艺术瓷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2012年，他荣获“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薪传奖”。这是醴陵唯一一位获奖传承人。
这次获奖，不只是对陈扬龙多年来对釉下五彩
瓷贡献的认可与肯定，更是对他执著于“传承
薪火”的鼓励与鞭策。

“为人非常低调，一生不计较名利，不在乎
赚多少钱。以培养人才，为釉下五彩‘发枝’作
己任。”这是油画家吴洪生眼中的大师。

“不光成就自己，而是成就一个产业。这个
境界非常高，这等胸襟气度，非一般艺术家所
能及。”醴陵市原文联主席刘放年如是说。

陈老的突然离世，对釉下五彩的技艺传承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何继续做好传承？据陈
志强介绍，醴陵金煌瓷艺公司正准备成立一个
陈扬龙艺术研究会， 将陈老生前的研究成果、
设计稿， 艺术心得等进行系统地逐一总结，用
于指导后来者。他说：“岳父虽然不在了，但他
对釉下五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做事精益求
精、执著投入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一
定会很好地传承下去。”

追求完美写禅意

陈扬龙的作品清雅淡逸，空灵隽永，意态
高洁，晶莹润泽，给人以玉的感觉，雅的感受，
被喻为“禅在花丛中”。

陈老认为：“一件好的陶瓷艺术作品，应该
要达到材质美、器形美、制作美、装饰美才能算
完美， 不是片面地只追求绘画技法与效果。陶
瓷艺术品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很多技术和艺术
元素组成的，离开了任何一个元素它都不能算
是完美的。”可以说，对陶瓷艺术的各环节的完
美追求执著地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重写生， 他说写生本身也是门学问，需
要细心的观察，精心的揣摩，凝练的取舍。但他
又绝不会将自己当成照相机， 追求纤毫毕现。
他明白意尽则神枯。所以，他的作品总是虚实
结合，有似有似无之妙，余韵悠长，动人心弦。

他更重釉下五彩装饰与器形的完美结合，
注重立体造型效果。他用“装饰性构图，写实性
表现”的手法，以陶瓷语言来表达陶瓷文化。他
设计制作的花瓶胎薄、色白，彰显了薄如纸、白
如玉、声如磬、明如镜的特质。

他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 他向老师学，向
自然学，向能者学，边学边悟边创新，在继承中
不断超越，真正做到了“在传统中学，从工艺中
练———沉下去；在自然中悟，从时代中立———
走出来。”

他孜孜以求，勤奋踏实。他说：“艺术工作
者一生能有多少满意的作品，我自知几乎一件
都没有，但岁月却记录了我的成长历程。我生
活的每一天，几乎天天都在创作，从来没有厌
倦。我很喜欢‘造物忌巧，待人以诚’这句话，它
深刻影响我的生活与创作，不模仿抄袭，也不
追求时髦， 始终老老实实做人， 诚诚恳恳画
画。”

他是如此地热爱陶瓷艺术，“我很庆幸自
己能作为一个瓷艺人，让我毕其一生从事这个
美好的行业。”

正是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使他在住院
期间还念念不忘他的陶瓷。他积极配合治疗，在
病中还写日记，说“想多活几年，将‘薄施淡染’的
分水工艺再上一个高度。 分水其实是一种再创
造，学容易，做好难。”后来病重昏迷时，他的双手
还时常在胸前挥舞，做出画画的姿势，梦中呓语
更是无一不与创作有关：“拿瓶来……大板
小板……把层次深下去……”

国画大师李苦禅曾说：“你的修养有多深，
你的画就有多厚。”诚然，其功夫不仅在画内，
也在画外。

艺术的最高境界当是人品与画品的完美
融合。陈扬龙做到了。一代大师虽然骤然而逝，
但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冯小刚确认担任马年春晚总导演，赵本山
任语言类导演。消息一出，民间议论纷纷。有人
说冯赵组合不是救世主，今年的马年春晚不能
期许太多。笔者却认为，有关领导之所以选冯
赵操刀春晚， 是释放一种积极的改革信号，春
晚改革，甚至是社会改革的“先行军”。

冯赵两人不是洗浴中心的搓澡工，不是给
人放松保健的，他们是被当作大夫给春晚“看
病”的。春晚办了30年，傻子都能看得出她 “有
病”，而且病得不轻。只不过，讳疾忌医，因为这
是春晚，是精神世界里的“朕”，她的病没人能
治，自己也不承认。

春晚以前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她天真，她
无邪，她充满生机，她能挠你的痒痒。

可原来的不施粉黛的邻家小妹，现在已经

变成一个摩登女郎。她浓妆艳抹，戴太阳镱，穿
着高跟鞋，手挎着名包，还操着不中不洋的口
音。她是变时尚了，但却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
离。

春晚办得好看没有错，各种包装也是必须
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股精神气，接地气，和
老百姓想到一块。可是我们眼中的春晚是有病
的，它太能装了，一是装着高端，二是装成聋哑
人，不听不问民间的诉求。

“高大全”是种病。我们要真实 ，我们要有
血有肉的东西。

不施粉黛，或略施粉黛是最美的 。我们也
知道，历届春晚的总导演能耐再大，也只能是
孙悟空，真正掌舵的是后面看不见的“唐僧”。

有了紧箍咒， 哪个孙悟空都办不了事。冯
小刚也一样。冯导在发布会上就说过 ，让相关
领导“手下留情”，少审查，多支持，不要再念紧
箍咒了。

冯导是国内导演的翘楚， 有口碑有票房。
从选他做导演，就能看出春晚是想“治病”的 。
因为冯导是个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的刀子
嘴，他心是热的，也有说真话办实事的决心。

谁都知道春晚有病。但是，“你永远无法叫
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春晚自身装着没病，还
是高高在上、自娱自乐的样子，那她的病永远
不会治好。可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她自己去找
大夫了。

冯小刚和赵本山就是给春晚治病的大夫。

那天，办公室里的几个“80后”集体吐槽
刚刚上映的《小时代》。身为“60后”的徐老师
突然插了一句“星期天我也去看了”。正当我
们准备恭维他跟得上时代步伐的时候， 他接
下来的一句话让我们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
去：“这哪是电影啊， 我看完连一个人物名字
都没记住。”也难怪，我们看完都有些不知所
云，真是有些难为他了。

《小时代》宣传语很煽情：这是一个梦想
闪耀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理想冷却的时代；这
是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我们

的小时代。 这是当下时代一群时尚年轻人的
青春故事，也是属于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更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票房好得让你嫉妒。
有人说现在赞美郭敬明是一件有风险的事，
“脑残粉”的帽子随时都能带上。可即便网上
有各种口水战， 仍然不妨碍郭敬明的粉丝们
前赴后继的贡献票房。

其实郭敬明的粉丝应该分为两拨：“80
后”对他的迷恋始于《梦里花落知多少》、《幻
城》以及《夏至未至》。笔者作为“80后”，至今

还能背出其中许多经典的句子。
郭敬明的确是很有市场眼光， 他很清楚

地知道自己现在的粉丝集中在“90后”。“90
后”最喜欢什么，他都竭尽所能地满足。譬如
他们痴迷画面的唯美，男主角的高大帅气，乃
至对奢侈品发自内心的喜爱。

“90后”对于那些不喜欢该片的态度则
是，“你老了，跟不上时代了”。甚至有个“90
后”说：任何导演都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因为
从来没有导演真正拍出过给我们“90后”看
的片子。

作为“80后”， 也许唯一能引起共鸣的
是，片中主打的四个女孩子之间的友情。感情
是不分级别的，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相较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青
春血泪史”和《中国合伙人》的“青春奋斗史”，
《小时代》 呈现的是一个华丽多彩的青春梦，
它是给正在做梦的人看的。 而现在还可以肆
无忌惮地享有做梦权利的必然是“90后”，他
们有自己的梦想， 会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
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小时代。

潇湘雨丝 给春晚治病 □李景香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一场粉丝的狂欢

□沈晓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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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绝响谁续？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的家中，那件未完工的牡丹大挂盘还

摆放在书房一隅，似乎仍在静待它的主人。这是大师最后一件作品，取
名为《回眸一笑》。一生擅画牡丹的他，这次把花想象成一位妙龄少女，
试图在这件作品中展现出牡丹仪态万方、欲说还羞的娇俏之美，以及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王者之气。可是无论怎么画，他
总是不满意，直至入院还在念叨：“它为什么老是不笑呢？”

晚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身侧的大女
儿陈利安慰他：“那是因为您生病了。等
您老的病好了，花儿就会笑了。”

孰料，自2013年3月27日被确诊为
肺癌晚期后， 才短短3个月，6月22日陈
老就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一生的釉下
五彩。

牡丹最终没有回眸一笑。 花儿有
灵，也当涕下……

陈扬龙大师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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