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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底， 吴荣光的作品与著名工笔
画家莫高翔、青年女画家丁虹、周巧云的作品
出现在了一场名为“渐变”的展览上。这是他重
新拾回工笔画家身份后参加的第一个展览。早
年，他在21岁时，就以工笔画参加第六届全国
美展并获铜奖，而25岁这一年之后，像是一道
分水岭，20多年里他涉及油画、综合材料、表现
水墨多种艺术实践，却没有参加任何工笔画的
展览与活动。

2008年，他不再纠结“观念”的问题，又
开始了工笔画的创作。 吴荣光的作品只使用
工笔画中两种最基本的技法—勾线和渲染。
他认为这是其它画种的绘画语言不能取代
的，是工笔画最独、最有魅力的地方。“每个优

秀艺术家的作品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想让
自己的作品具有瓷器和玉器一样的质感。”他
也不认为传统和当代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界线。
他说， 古代很多作品也带有鲜明的实验性，即
使放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 你看米芾的画，
烟云山水如此简洁、如此符号化。不要再纠结
于当代还是传统， 十多年前我还抱着这个观
念，现在完全没有了。我现在不太喜欢完全从
观念出发的东西，更看重生命中的灵性。

吴荣光的工作室外一片蓬勃的绿阴，这
是岳麓山下的幽静之处。51岁的画家用平缓
谦和的语调谈艺术，讲轶闻，同时手法娴熟地
泡茶。偶尔，他也会在朋友聚会上趁着酒兴，
豪气干云地高歌一曲，当是时，苗人的粗犷奔

放在他身上淋漓尽显。
有段时间，他跟画油画的朋友“整天泡在

一起”。有时候一两个月都不画画，看各种各
样哲学文学类的书；无休无止地听音乐，看电
影。他喜欢马尔克斯、余华和莫言的小说；喜
欢崔健、 郑钧的摇滚， 也喜欢法国的实验电
影。无疑，融汇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的电影所
带来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早期的先锋电影
基本上都是艺术家来拍的， 他们都是用现代
艺术的观念来做电影， 把平面的东西转换成
影像，显然对后来的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叙事之外，如何表达内心的感受，做了很
多尝试。 甚至现代文学也借鉴了一部分电影
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再是纯粹叙事。”他的叛
逆情绪和表达欲望不断发酵酝酿， 开始慢慢
创作《孽生》系列。

从2008年到现在，吴荣光也就画了30多
张大大小小的工笔画，经常一个星期不出门，
常常为了一根线条反复推敲， 确定它的位置
和形态。 他已经可以将自己放慢到一种舒适
的程度，和作品本身的宁静彼此呼应，希望用
工笔的形式将成长的经历、 生命的感触都融
合进去。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画
家中， 恐怕没有谁比米勒
（1814～1875）更加贫穷，但
也没有谁比米勒因贫穷而
更为真实地生活在他的泥
土深处。只要打开米勒的画
册， 我们看到的就是泥土。
当然，泥土上有人。那些人
和米勒一样，同样生活在泥
土深处。

在现代人的感觉里，泥
土往往可以替换成田园，田
园给人安详和美好，但在米
勒的辞典里，泥土往往等同
于艰辛与困顿。 也许可以
说，艰辛的人往往会比衣食
无忧的人更能体会到什么
是生活。 如果生活需要沉
淀，那么艰辛未尝不是最好
的沉淀酵素， 换句话说，艰
辛使人更刻骨地体会最真
实的感受。

读他的《播种者》，能够让我们看到农
人的艰辛，读他的《晚钟》，可以体会到农人
夫妇在劳作后的片刻宁静。 这样的艰辛与
宁静都能让我们体会从生活最深处迸涌的
情感。说到底，米勒的伟大就在于他比任何
人都深刻地理解了情感， 因而也理解了情
感中的人。可以说，在米勒的画笔之下，和
泥土有关的永恒无不进入他的视线， 也无
不进入他的理解。实际上，永恒的事物无不
就是人和泥土相连的事物。 关键就在于我
们能不能在这些具有永恒质素的事物中发
现它包孕的情感， 然后将这一情感真实地
表达出来。

在今天， 堪称米勒名画的作品已经数
不胜数， 但那些出类拔萃的永远是随时打
击我们内心的。比如《播种者》，比如《晚
钟》，还比如《喂食》。在我看来，《喂食》甚至
比前面两幅更为打动人心， 甚至让人屏息
凝神。画面看起来简单至极，在贫寒的家门
之外，一个母亲温柔地坐在小板凳上，她面
对门槛上坐着的三个孩子。 母亲一手将盛
食物的碗抱在膝上， 一手将汤勺伸向中间
那个孩子。那孩子的身子微微前倾，迎接母
亲的喂食，坐她左边的女孩看着她，坐她右
边的女孩则看着母亲。在母亲身边，一只狗
蜷卧于地，画面远处，沿房屋围墙走动一只
鸡。如此简单的画面，如此熟悉的场景，在
米勒画笔下呈现出永远令人都不陌生的情
感涌动。这种涌动是温柔的，是所有人共同
的。

我们谁都愿意说母亲伟大， 即使母亲
平凡。米勒画笔下的母亲的确平凡，只不过
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妇。但她作为母亲，对孩
子的情感照顾和普天下的母亲有什么两样
呢？因此我相信，每个读到这幅画的人，一
定会想起自己的母亲， 也会想起自己的童
年。那时，母亲永远给予我们一生中不可或
缺的情感最初。 她让我们认识什么是人世
的善良，什么是人世的温存。哪怕我们日后
经历再多的人生残酷， 也决不会舍弃这一
最初。

能表现出这一主题， 其实也就表现出
米勒的伟大， 尽管米勒未必觉得自己有多
么了不起。 他只是画下他对情感的理解和
认识。我们当然承认，古往今来，表现母亲
的画面和题材不计其数， 米勒的这幅画为
什么始终具有强烈的打击力和感染力，原
因或许就在于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泥土，没
有离开过这些最朴素的情感铺展地。 我们
从米勒的传记可以得知， 米勒每幅名作的
来由都绝非一蹴而就， 而是从最细微的触
动入手，捕捉住了情感的生发和去处。那些
简简单单的日常， 在他眼睛里从来不是超
越，而是缓慢地沉淀，直到他确信自己对表
达的情感有所透彻地理解和感动后才小心
下笔。 没有感动自己的， 当然无法感动他
人，反过来说，感动了他人的，一定已经让
自己情难自禁。 因而米勒的沉淀就在泥土
下化开， 成为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抽身的情
感挽留。

谁也无法离开泥土， 谁也无法离开大
地。在米勒的画中，大地上除了母亲、除了
孩子、除了家园、除了生活，我们还看到什
么？比如《喂食》中的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
都身穿厚厚的冬衣，但她们身上，还笼罩着
冬天的阳光。这是米勒最令人感动之处。因
为在他笔下，那些阳光也属于大地，属于他
最温暖的情感根源。

归隐林泉， 是文人理想的归宿，“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复返自然，忘情山水，放浪形骸，诗意
人生，这是何等怡然自得的山水田园生活。人生之
于山水，有足下之山水，即迈开双腿，走进自然，亲
吻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即思游八荒，心领神会，怀
抱山水。前者年轻时候曾领略了许多，后者则是近
年来方有此心得，这得益于我对书法的钟爱。

中国汉字书写的巨大魅力， 在于其无比的丰
富性和可变性，给予书写者无限的想象力，横、竖、
点、撇、捺、勾这些最简单的构件，可以组建变幻莫
测的书写大厦，这还仅仅只是书写的外在的风貌。
如果登堂入室， 深究中国书法的奥秘， 就不难发
现，书者不仅仅只是用“技”，更重要的是要用“情”。
“技”不可缺，而“情”充盈其间，则会达到天地万物
皆入其中、风云际会于笔墨之间的境界。

我之习书，较多选“高雅，经典，优美”之诗文，近
年尤喜以中国优秀古典山水诗文入笔， 不仅仅在笔
墨上有一点长进，更借山水浸润性情，浮躁之气日渐
消退，恬淡平和之气升腾胸间，仿佛怀抱山水，思连
千载，每书写一遍，顿觉得身心愉快，遍体通泰，掷笔
之际俄而会心一笑。

在众多的前贤中，尤喜爱书陶渊明山水诗、李
白游仙诗、王维田园诗、东坡壮游诗。对这些诗文，
我亦注意用不同的书风表现。 陶渊明诗文雅趣恬
淡，多用行书书写，有行云流水之感；李白诗惊天
泣鬼、变幻莫测，多用草书表现，则有满纸烟云的

效果；王维山水田园诗，禅意幽远，多以隶书表现，
如入静谧寥廓之境。而书写的过程中，脑海中也不
断浮现出一幅幅山水图境，书写时情绪饱满，笔锋
便带有感情，能达到心手合一的境界。我以为，山水
洗我胸中块垒，俗气渐消，雅气充盈其间，书者便可
以感受到快意人生。

《滚蛋吧！肿
瘤君》这部电影是
根据真人真事改
编的。起初我并不
知道谁是熊顿，因
为这部影片，我特
地去了解谁是熊
顿，看到她曾参加
《鲁豫有约》时，想
起原来3年前我看
过这节目，只是当
时她的故事没引
起我多大的关注。

我是想休息
一下身心，偶尔去
电影院看这部影
片，看完才发现自
己对国产片有一
种刻板的印象，是
对很多国产影片

的不公平。我计算了，在影院里的上
百个观影人中， 这部影片的前30分
钟因影片而笑的次数超过了13次，
甚至超过了近期一些口碑、 票房都
很好的电影。 这些笑料不是刻意的
段子， 而是熊顿这个人物对生活的
态度，她把生活看成是一个笑话，所
以她的行为、 她的语言也自然成为
了笑话。

这里说的笑话， 并不是通常意
义上我们理解的“笑话”，而是她对
人生的理解比我们大部分人都要透
彻。人活一世，不管活多久，至少要
知道三件事是不可以做的：嫖娼、吸
毒和跳楼。人生每天都只有24小时，
睡觉的时间没了， 一天可以活动的
时间也没有多少，开心一天，不开心
也是一天， 那为什么要痛苦地过一
天而不是快乐地过一天呢？

熊顿只是一个小人物， 她的感
染力或许没有那么大， 但看了影片
后，我们至少可以思考：我们真的在
自己活着的时候做了自己梦寐以求
的事吗？ 我们是不是只是像熊顿最
后那样感慨： 我们有时能给别人很
多意见、建议，督促别人去完成他们
的梦想，轮到自己却发现，原来自己
一直在拖延，一直都很懒惰！

熊顿最后的自我独白， 让我看
得很是揪心。 她那些愿望是多么的
普通，多么的平常。去旅游、为父母
做一顿饭等等， 可她却永远无法实
现了， 看着她那孤立无援地自我独
白，我们才发现生命是多么的短暂，
短暂到发现自己活了这么久却什么
都没做时，一切都已太晚。

导演并没有太过煽情， 而是客
观呈现熊顿生命中最后的故事：她
没有因为自己将要告别这个世界而
难过， 相反她仍然积极乐观地面对
生活，与病魔斗争着，画着漫画，幻
想着爱情，说一些不着调的话。谁说
人生一定要很严肃， 谁说人到30就
一定要显得很成熟， 又有谁说过人
生简单点不好呢？

人生简单点更快乐。 导演在影
片里虽然有着借鉴一些电影的桥
段，但却并没有显得有多违和。导演
想要表现的， 正是一位漫画家敢于
幻想一切的不切实际， 很多的作品
就这样不切实际地画了出来。 导演
以电影的方式将熊顿的内心世界向
我们呈现出来， 让我们能够在短短
的120分钟里了解到熊顿生前的人
生态度与价值观。 虽然电影有所渲
染，却能够让我们在欢笑中感动。

一部可以在欢笑中感动观众的
作品，我觉得它已经成功了。

曾经创下收视神话的郑晓龙团
队，继《甄嬛传》之后再次推出宫斗古
装大戏《芈月传》，以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太后芈月的家国爱恨作为故事主
线，再次掀起一场后宫争斗。

这部无论是从故事、制作、演员
等各方面都被寄予厚望的古装大戏，
已经吊足了观众胃口，完全可预测性
地看到，《芈月传》即将掀起跨年大戏
的荧屏观剧热潮。

占足了天时（跨年大剧）、 地利
（宫斗市场）、 人和（郑晓龙团队）的
《芈月传》，还未开播，网络上的讨论

帖已经铺天盖地。无论是上半年
杀青仪式和26分钟超长片花，还
是编剧蒋胜男纠纷事件，每次有

关《芈月传》的话题总是自带
关注性质。然而这样一部能掀

起收视狂潮的大剧，

我可能不会推荐给你：无论是编剧之
争，还是剧情玛丽苏勾心斗角，或是
画风古朴不足艳丽有余，都不是一部
适合全家人跨年观看的首选之作。

历史人物大剧过于儿女
情长是大忌

这部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
后芈月执掌朝政，助秦国一统六国的
政治家成长大剧， 题材格局非常大。
而导演郑晓龙在面对采访时也多次
强调这部作品区别于以往宫斗剧之
处， 正是整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导
演希望通过孙俪饰演的女政治家芈
月的一生， 来还原当时推行商鞅变
法、厉行明文戒律的秦朝。这个立意
好，但是从曝光的26分钟超长片花来
看，几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镜头都是
花在芈月和三个男人（青梅初恋子
歇、老少恋秦惠王、政治恋义渠王翟
骊）的感情戏和后宫争斗戏上。

《芈月传》中孙俪饰演的芈月，在
后宫面临的宫斗危机不亚于《甄嬛
传》， 无论是帮助姐姐芈姝在后宫夺

权立位，还是承宠于秦惠王，或是后期
和芈姝的姐妹反目成仇，都没有逃出众
多宫斗剧的剧情设定。

谍战、 玄幻题材崛起分流
收视

谍战、科幻、惊悚、悬疑等冷门题材
的兴起，对原来的古装宫斗、婆媳斗争
这类成本小、话题性强、争议度高的作
品是一个冲击。或许是因为和《甄嬛传》
师出同门，很多观众网友都把《芈月传》
当作《甄嬛传》的2.0版，这种期望侧面
说明很多人就是把它当作宫斗题材来
看的。另一方面，近两年国产电视剧制
作水准和团队专业度提升，出了很多精
品剧，如战争片《北平无战事》、谍战片
《伪装者》、玄幻片《花千骨》、古装剧《琅
琊榜》，掀起了多阵收视高峰，堪称荧屏
现象级作品。这种相互竞争，不断拓展
作品类型的状态，早已区别于两年前的
国产剧市场。先不说古装宫斗题材的同
质化问题，单是其他精品剧对观众的分
流，就足以让人担忧同类题材的《芈月
传》是否能助郑导再攀收视高峰了。

好作品整体质感很重要

穿着宫斗剧的内里，套着历史
剧大袍的《芈月传》，凭借20支口红
不重样拍好了宫斗戏，却没拿出些
与历史剧相呼应、属于先秦时代的
古朴感和厚重感。比如那艳丽如于
正风格的妆容，在片花中，后宫的女
人皆是色彩鲜艳，非红即绿，姹紫嫣
红， 一股鹦鹉色的即视感扑面而
来。 很多观众网友在看完片花之
后，都很担心剧中的妆容画风会让
这部历史大剧歪楼。当年《甄嬛传》
攒下的好口碑来自于细节质感和
剧情扎实，才拿下古装宫廷剧中的
头把交椅。有《甄嬛传》珠玉在前，
《芈月传》被寄予的期望更大，要想
从扎堆的宫斗题材中脱颖而出更
艰难。题材类型老套，笔者最担心
的是审美疲劳。

小区阿姨们都在期待的电视
剧，就能算爆款吗？我认为，这类宫
斗逆袭类型作品长期霸屏并不是好
现象。好比这两年被青春片长期霸
幕的电影市场。收视率好并不能取
代作品质感，影视作为传播最快、受
众最普及的文艺作品，若一味迎合
当下浮躁的社会文化氛围，上演狗
血剧情，可能会让创作的路子越走
越窄。

艺苑掇英

吴荣光：工笔画的新图式
□王砚

吴荣光，1963年出生，湖南湘西自治
州花垣县人，苗族。1985年毕业于湖南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留校任教至今，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 湖南省工笔画学
会会长、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薄雾 吴荣光作

墨润潇湘

人
生
简
单
点
更
快
乐

□

苏
灵
娜

有画要说

播
种
人
性
描
绘
永
恒

□

远
人

《芈月传》来袭影视风云

□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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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瑞郴，湖南永兴人。曾任涟邵矿务
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涟邵工人报社社长，
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秘书长，《文学风》杂志主编，毛泽东文学
院院长。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 。湖南
作家书画院院长。

笔墨山水 快意人生
□梁瑞郴

梁瑞郴书法 杨慎 《临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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