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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日前，金秋的长沙再次迎来以这座
城市命名的一场当代艺术盛会———第
四届“艺术长沙”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出4位国内优秀艺术家周春芽、
郭伟、丁乙、向京的创新之作，将持续至
11月18日。

素以娱乐著称的长沙，在当代艺术
创作方面，并未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
而，自2007年举办第一届“艺术长沙”以
来，这一展览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
品牌。 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周春芽
等当代艺术名家，因“艺术长沙”而被长
沙人熟知。

优秀艺术家的舞台
在长沙市博物馆陈列楼内，周春芽等

4位艺术家的作品，占据了所有展厅。今年
初，周春芽被《2013胡润艺术榜》评为“最
贵在世艺术家”。“能在长沙看到他的新
作，非常难得。 ”10月27日，在周春芽的大
幅油画《游个园》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大三学生胡旭异常兴奋。

其实，名家参展并非本届“艺术长

沙”独有的现象。 回溯往届，可以发现，
首届的方力钧、第二届的岳敏君、第三
届的张晓刚等， 均属国内著名艺术家。
可以说，“艺术长沙”吸引了中国当代艺
术界响当当的名家纷至沓来。

参加活动的嘉宾亦是大腕云集。 10
月19日傍晚的开幕式上， 出席活动的
500余名嘉宾， 都是活跃在艺术界的各
领域精英人士，包括艺术家、美术馆馆
长、批评家、收藏家等。 如美国古根海姆
美术馆荣休馆长托马斯·克伦斯、 中国
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威尼斯双年展策展
人彭峰、 意大利常青画廊创始人马里
奥，及艺术家张晓刚等。

为何能吸引如此多艺术界大腕来到
长沙？“艺术长沙”创始人谭国斌认为，自
己与当代艺术界的一些艺术家私交甚好
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也
非常看重这个中部地区的展示舞台，一心
要为观众留下最好印象。随着“艺术长沙”
成了两年一度的当代艺术盛会，口碑越来
越好，艺术家也非常愿意参展。

让艺术“值多少钱”成过去式
6年来，“艺术长沙” 在中国当代艺

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悠久厚重的湖
湘大地，带来了充满新鲜和前卫的艺术
体验。

这样一个艺术展， 是谭国斌自掏
腰包办起来的， 至今已投入约3000万
元。 他为什么要做别人眼中的“傻
事 ” ？ 谭国斌坦言 ， 自己只是希望
做一件好事 ， 提高长沙市民文化素
养 。 许多观众一看到文物和画作，
开口就是问“值多少钱”， 很少在作品
面前驻足凝神，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谭国斌去过国外一些美术馆 、 博物
馆， 发现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艺
术素养， 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青少年在
品味欣赏。

让他欣慰的是，“艺术长沙”以纯粹
的艺术成色， 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
有一个细节证明了“艺术长沙”的影响
力：北京保利秋拍精品展选择在10月18
日至20日来长沙展出。

“艺术长沙”越来越得到各界的认
可，不过“墙内开花墙外香”依然存在，
在省外名声大， 省内知道的人反而不
多。 谭国斌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支
持，如设计户外路牌标识，加大媒体宣

传力度，让更多的湖南人来欣赏当代艺
术。

下一届展厅在哪里
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荣休馆长托

马斯·克伦斯此次来到长沙， 参加完开
幕式后，提出与谭国斌合作，把“艺术长
沙”做成国际化品牌，今后由国际著名
策展人和艺术机构运作，选择国内外艺
术家同台展出。 谭国斌告诉记者，目前
双方已有合作的意向，不过还要进一步
协商。

让谭国斌忧虑的是， 一旦达成合
作，两年后的第五届“艺术长沙”将放在
何处举办？ 省博物馆正在改扩建，届时
估计难以启用； 省美术馆去年底才奠
基，更是无从谈起。“上届‘艺术长沙’有
10位艺术家参展，本届减至4位，就是因
为受到长沙市博物馆展厅的限制。 ”谭
国斌说。

他建议， 一些老厂房， 不要随便
拆掉，改成美术馆、 博物馆， 国外有很
多成功的例子。 “即便花巨资兴建美
术馆， 如果不买作品陈列， 也只是个
空壳。”

国学专家讲“中庸”
岳麓书院讲坛第8场演讲11日

上午举行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谭克扬 通讯员 陈远 张

辛欣)今天，记者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岳麓书院讲
坛”第8场演讲，定于11月11日（下周一）上午9时至
11时，在湖南电视台演播厅（长沙县星沙镇特立路5
号大众传媒学院汉语言传播基地二楼）举行。

演讲嘉宾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齐勇先生。 演讲主题为“中庸之
道：解密中国智慧”。 郭齐勇教授将从孔子的中庸思
想、子思子与《中庸》其书、《中庸》的思想要点、“中
庸”的思维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等方面，深刻阐述
经典“中庸”与“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 湖南卫视国
际频道全程录制，湖南经视、湖南卫视国际频道将
专题播出。

有意听讲者请于11月8日中午12:00前发送短
信“姓名+岳麓书院讲坛免费索票”至15111189052。
每人每次限一张，索票成功者（会接到电话确认通
知）， 请凭身份证到长沙市德雅路浏河村巷37号湖
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后栋208室（“岳麓书院讲
坛”组织工作办公室）或到演播厅现场领票。

文化 视点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胡翠娥） 立冬将
至， 又到一年冬令膏方调养滋
补的最好时节。 今天上午， 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膏
方节启幕， 上千名市民接受了
免费中医体质辨识。 专家提
醒， 膏方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进
补养生手段， 更重要的是它能
调理人的五脏六腑使之趋于阴
阳平衡， 但并非人人适宜， 也
不是“越贵越补”， 需要“量
体裁衣”。

该院陈新宇教授介绍， 膏
方是医生根据患者病情、 体
质， 经中医辨证开出处方， 采
用中药药材熬制， 加蜂蜜或胶
类后， 提炼而成的中成药膏
剂。 现代社会中青年工作、 生
活压力很大， 应酬多， 且长期
睡眠不足， 均可造成人体抗病
能力下降， 中药膏方在调理亚
健康人群偏颇体质上很有优
势。 此外， 原患有慢性疾病
者， 冬季可结合其病症， 一边
施补， 一边治病， 这样对疾病
的治疗和康复有益。 老年人冬

令进补， 能增强体质， 延缓衰
老。 反复呼吸道感染、 久咳不
愈、 厌食、 贫血等体虚的儿
童， 也宜于调补。

膏方虽好， 但并不是所有
人都适合。 例如， 肠胃功能不
佳者， 需要先服用“开路药”，
促进肠胃功能恢复， 方能进
补。 患有感冒、 咳嗽、 咯痰
者， 则应先将感冒咳嗽治愈方
能进补。 急性疾病和有感染
者； 慢性疾病急性发作者； 胃
痛、 腹泻、 胆囊炎、 胆石症发
作者； 慢性肝炎转氨酶升高
者； 自身免疫病球蛋白和抗体
升高者暂时都不宜进补。

不少人误认为膏方就是保
健品， 膏方“越贵越补”， 故
开方时多有野人参、 冬虫夏
草、 鹿茸、 燕窝等贵重药材。
专家表示， 膏方是否有效， 取
决于辨证是否准确， 千万不能
小病大补， 药不对症， 将越补
越雍， 不仅浪费资源， 也会贻
误治疗时机， 加重病情。 另外
服膏时大吃大喝， 或与常服药
同时服用， 皆会影响疗效。

膏方调理养生受追捧
专家提醒：非人人适宜，需“量体裁衣”

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周春芽……这些中国当代艺术界响当当的名家，
一个接一个登上“艺术长沙”的展台———

“艺术长沙”为何引得名家纷至

11月6日，市民在长沙市河西湘江边垂钓。受近期降雨偏少影响，长沙湘江水位持续走低。据长沙水文站监测数
据显示，当日8时，长沙湘江水位下降至28.86米，逼近26.35米湘江千吨级航道设计水位。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记者 刘跃兵

“希望大家以他们为榜
样， 对长辈多一份物质上的关
心、 精神上的关爱， 争取早日
评上‘尊老敬老星’！”

近日， 在新田县龙泉镇潭
田村小学校操场上， 该村村支
书乐石刚向参加“潭田村尊老
敬老模范表彰会” 的村民朗声
说道。

为弘扬尊老爱老优良传
统， 该村设立了尊老敬老基
金， 每年通过村民推荐、 公
示、 群众票决， 评选出“尊老
敬老星” 进行表彰。 今年， 10
多年如一日照顾祖父的乐华
勇、 悉心照顾继父的乐光保等

6名村民当选。
该村“尊老敬老星”、 64

岁的廖美玉， 18年前丈夫去
世， 她一个人无怨无悔地照料
着瘫痪在床的婆婆。 她领完奖
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这让我
更有了动力， 今后要把婆婆照
顾得更好。”

今年29岁的“小媳妇” 刘
华梅告诉记者： “评选‘尊老
敬老星’， 对我们年轻人是一
堂很好的教育课， 我一定要从
看落实到做， 争取也评上星。”

该村村委主任乐朝池自豪
地对记者说： “到目前， 全村
有60岁以上的老人345人， 占
全村总人数的12%， 全村尊老
敬老蔚然成风。”

记者�� ��在基层

村里评选“敬老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