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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著名画家陈白一有一幅经典的工笔人物画《小伙

伴》。 你如果盯着看久了，会似乎闻到农家的炊烟味、
饭菜香。 门槛上那个埋头吃饭的小男孩，说不定会抬
起两只滴溜溜的眼睛瞧你，三只毛茸茸的小狗，也会
跑出来围着你的脚边打转转。

以人民为本，以生活为源。 这是陈白一发现“美”
的本源与情感。 他最爱往老百姓中跑，光是湘西就去
了50多次。 他与湘西农民画家石大发的故事，传为佳
话。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陈白一去吉首振武营一个苗
寨采风，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总是帮他拿画架、看他
画画。 当他最后一次去这个寨子时，小男孩已经长成
十几岁的小伙子，开口叫他“爹爹”，并正式拜他学画。
后来，男孩和他的弟弟都成了画家，还参加了全国美
展。

陈白一总是说，生活是最好的老师，离泥土越近
越真实。 不真正亲近老百姓，就无法看到生活最真实
的一面。他批评有的艺术家坐着四个轮子到县城打个
转就以为是深入生活。“其实，好像戴斗笠亲嘴，远未
挨到生活的边。 ”创作中，他总是渴望上“最前线”，哪
怕那里往往“最危险”。 有一年冬天，他去洞庭湖区的
汉寿县，坐上小船去看老百姓捕鱼而摆的“迷魂阵”，
不小心摔倒在湖里，全身湿透；有一次去贵州写生，他
一早在河边看见一位妇女在水边浣纱，为了找个好角
度写生，他一脚踩空，跌下坡一丈多远……

继承为用，创新为主。 这是陈白一创造“美”的路
径与方法。在他看来，创新不能离开传统，否则面貌全
非。创新也不能离开生活，一切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只能从生活中来。他常将一些画稿让家里的保姆和小
孙女看，觉得画得好的就在后面划个圈：“老百姓看
不懂，那你搞什么呢？ 艺术是从民众中生根出来的。 ”

年轻时，陈白一去农村画人像，采用西方素描明
暗调子的处理方法。 老百姓们说，怎么把脸画黑画脏
了？ 他们喜欢的是“胡子长在肉里面”的感觉。 这促使
陈白一思考创新自己绘画的表现方式，开始专攻中国
的工笔画，并坚持用工笔画描绘现实生活，开一代中
国工笔画新画风。 创作《欧阳海》时，为了表现马受惊
的样子，他跟着“欧阳海班”的战士们喂马、遛马。 有一
次他骑的老马受惊了，在公路上狂奔……他还找到了
一个钉马掌的地方，仔细观察马掌被钉时，马头怎么
立起来， 马鬃又怎么飞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
开始，陈白一的画风又发生了转变。 多年来深入民间
的采风生活成为他最丰富的创作资源，《小伙伴》就是
其时的代表作。他笔下的苗族和瑶族女性极富生活气
息与湖湘韵味。大家都说：什么是湘女多情？看看陈白
一的画就知道了。到了晚年，他又专攻人物写意画，完
成了100多幅作品，呈现了“第一流的线描功夫”。

19岁那年，因为立志向齐白石、陈抱一学习，这位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邵阳小伙子改名为陈白一，并立下
“自立门户、独成派别”的志向。 岁月不负，大器终成。
陈白一形成了有自己独特个性风格的“陈家样”工笔
画语言，在线条、色彩、渲染、造型、构图上都有鲜明的
创新。 他被誉为“中国当代工笔画家第一人”，并带出
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湖南工笔画队伍。

2014年，88岁的陈白一先生离去。 送别的现场，
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他：“无愧优秀人民艺术家德高望
重，堪称湖湘画苑领头雁艺妙工精。 ”陈白一的画作之
“美”，活在眼前，活在心间。

文艺热点

如何繁荣湖南
文艺评论与创作
———“中国梦背景下湖南文艺创作”
研讨会发言摘要

为结合我省当前文艺创作实际，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共湖南省委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 2015年12月20日， 湖
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召开 “中国梦背景下湖南文艺创作研讨
会”。 会议就湖南文艺创作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 湖南文化需
求与艺术诉求关系研讨、 当今时代主题与艺术价值关系研讨、
湖南文艺高峰形成的土壤、 气候、 条件分析等议题展开了热
烈的研讨， 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摘要如下。

“最爱往老百姓中跑”的陈白一：

离泥土越近越真实

重视和加强
湖南网络文学
欧阳友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 中南大学文新院教授、 博导）

这几天湖南的三湘四水，
响彻了高昂激烈的文艺之声。
湖南省刚刚召开了“湖南文艺
繁荣发展” 推进会， 在中南大
学不久前开了一个小说创作研
讨会， 我想有一种声音我们不
要忽略， 就是来自网络、 来自
草根、 来自大众的声音。 我刚
刚参加中国作协成立的全国网
络文学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在举办全国性的首次
政府奖时接纳了网络小说的评
审， 这表明贯彻习总书记讲话
精神、 大力发展网络文艺， 把网
络文艺作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一
支生力军。 网络的文艺受众群体广
大， 已经构成一个产业带， 热播的
《琅琊榜》、 《云中歌》、 《芈月传》
等影视作品， 都来自网络。 今后，
湖南文学的发展不要忘掉、 忽略这
一块， 应该重视和加强这一块， 从
边缘挺进中心。 湖南本土对网络创
作的研究和评论应该发声。

市州县文艺创作
打造“高原”
陈文潭
（株洲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市 （州） 乃至县域的文艺
创作是全省文艺创作的有机组
成部分。 我认为， 国家级、 省
级文艺管理部门应凭借人才优
势， 着力组织精品生产， 尽力
打造“高峰”； 市 （州） 及以下
的地方， 或可整合资源， 集中
精力做好文艺普及工作， 打造

“高原”。 因为“高原” 是“高
峰” 的基础与基点， 搞好“普
及” 方能“提高”。 株洲上世纪
50年代以 《山鹰画刊》 为阵地
的工人漫画很有影响； 1980年
代以郑玲、 聂鑫森、 田章夫、
罗子英为代表的诗创作崛起于
诗坛， 数百文学社团如雨后春
笋， 至今参加“青年诗会” 的
诗人就有4位； 文化部曾在株洲
举办全国歌剧调演， 《从前有
座山》、 《小巷歌星》、 《红藤
草》 誉满京城， 获得“歌剧之
都” 的美称； 至今， 聂鑫森、
万宁、 曾海民、 张雄文等也来
势颇好。 限于才力和财力， 市
（州） 乃至县域应着力抓好文艺
普及工作， 打牢工作基础， 争
取在若干文艺门类有所突破，
而不必“小而全”、 一窝蜂。 随
着创作水准的提高， 小地方也
能走出大名家， “高原” 终能
崛起为“高峰”。

应该淡化“茅盾文学奖”情结
刘起林（湘籍文学评论家、河北大学教授）

我感觉到一点，就是我们湖南的作家，湖南创作长篇小说的人，
太想得茅盾文学奖了，我把它叫做“茅盾文学奖”情结。

湖南很多作家老是考虑是不是能得茅盾文学奖。 20多年来，我个
人觉得与茅盾文学奖比较接近的小说确实也有， 这些作品和茅奖获
奖作品比较起来，其实质量并不差。 我们湖南很多作家老是想得文学
奖，我觉得这是在多元化的时代用一元化的思维思考问题。 大家都盯
着茅盾文学奖，对创作和评论都形成了影响，我们的评论就往往很可
能只关注那几个很可能会得奖的作家。 很多作品出来，完全按照新的
思路写的，大家或许注意不到。 作家太想得奖，从正面角度讲，是追求
文学高峰，负面角度讲，是想得太直接，想得太狭窄，在创作上患得患
失。 所以，我们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可以将思路打开一点。

要有强大的内心定力
赵炎秋
（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

为什么湖南文艺评论不够
繁荣？ 因为大多数文艺评论都是
体制内的人在做，发表文学评论
的杂志档次都不高，不能吸引重
量级的理论家、 评论家参加，他
发表评论评不了职称、 拿不了
奖、当不了博导。 很多老师研究
理论重要，评论是小儿科。 以前
很多人说， 评论家要高于作家，
我不同意，我觉得评论家和作家
不是哪个高于哪个，而是角度不
同，作家是写好作品，评论家是
挖掘形象的内涵、 作品的内涵。
但现在一些评论家素质有问题，
作品没有读懂就夸夸其谈，这是
个大问题。 评论跟创作一样，也
需要培养自己的读者群。

衡量一个国家的文艺，应该
要有精品。 作家要有强大的内心
定力，不受外在的影响、金钱的
影响、政治的影响。 不是说作品
不要服务于政治，但是不要服务
于政策。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历
史的机遇，为什么写解放战争的
不能写出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
顿河》， 现在我们农村向城市转
化， 为什么不能写出哈代那样的
作品，我觉得：第一，是没有深入
地挖掘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人
性的认识， 还是偏向于跟各种

“风”， 作家的内心定力不够。 第
二，对艺术的追求有问题，真正的
作家文艺追求应该是很纯粹的。

突破当前湖南美术的“瓶颈” 现状
李蒲星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

我认为湖南美术当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瓶颈” 现状。
就是湖南本土美术处在中等水平。 湖南美术要突破瓶颈， 与其全
部往前赶， 还不如在几大绘画艺术门类中， 考虑哪个门类有可能
率先突破瓶颈， 如果还按照以前那种大家一哄而上， 可能最后的
结局， 仍将难以突破。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我认为， 湖南省
的工笔画是有可能在几大美术门类中率先突破瓶颈的。

音乐创作如何
发挥优势，冲出误区
尹晓星（省音乐评论委员会会长）

湖南音乐事业繁荣发展的强
项是歌曲创作。 我认为必须要尽
快冲出某些误区， 才能解决客观
存在的有“高原”缺“高峰”的现
象。 湖南曾被誉为“歌剧的绿洲”，
近些年歌剧却不多， 第五届艺术
节31台作品中仅1部歌剧，歌剧音
乐创作的误区， 在于不是走自己
的民族歌剧之路， 而是步西洋歌
剧的后尘。 湖南的器乐创作一直
难以上去， 至今没有几首真正在
全国奏响的作品。 全省音乐家要
发挥歌曲创作与音乐评论的优
势，冲出歌剧音乐、器乐创作的误
区奋力前行。

最好的方式是
自己证明给自己看
刘颋（《文艺报》评论部主任）

我感觉， 现在大家想拼命地
证明自己， 我觉得证明自己的最
好的方式是自己证明给自己看，
而不是给别人看， 因为我们的文
艺评论研究不应该奔着任何一个
奖项去， 我们应该以文本作为创
作和研究的对象和努力的方向。

湖南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
底蕴， 对我们的文艺创作影响巨
大。 要解决焦虑，首先要深入我们
的本土文化。 湖南作家，我感觉大
多都是以写实的经验性的写作为
主要路子，怎样突破经验写作和写
实， 经验写作和个性之间怎么融
合，在经验写作中怎样凸现作家的
个人情怀，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湖南有
非常好的文学资源，比如屈原的浪
漫主义精神，反抗、打破建构的精
神，到了今天，只成了一种风俗了，
这是非常可怕、很遗憾的。

评论家
首先要学会倾听
周由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
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我们需要定力、理想和情怀。
刚才有一个老师说， 你要能够安
静地听别人讲， 我们现在很多评
论家，这一点很难做到，评论家首
先要学会倾听。第二，说真话讲道
理。第三，真诚。总书记讲话，是以
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这个讲话
其实是一篇很好的文艺评论文
章，对我们目前的文艺情况，文艺
创作和文艺评论有一个综合的评
价，也给了方向性的指示。我们遇
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一个很
有机遇的时代。 我们的评论家和
艺术家保持一份信心，很有必要。

要有大气象、
大情怀、大境界
夏义生（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秘书长）

今天搞评论的、 创作的都
来了； 老中青三代评论家都来
了。 文学、戏剧、电影、电视、舞
蹈、音乐、美术各个文艺门类都
来了。“全”的意义就是为了打
破局限，就是为了互相撞击，就
是使湖南文艺评论界走出自己
小小的研究范围，互相通起来。
我们迫切需要能够把各个艺术
门类整合起来的大家。 湖南文
艺界包括评论家、 作家、 艺术
家，要有大气象，大情怀，大境
界， 而不只是为了评奖。 我们
2016年开会的时候搞个年度报
告，再就报告进行评论，评我们
的成绩和不足。 网络已经改变
了我们的文艺生态。 我们必须
要触网， 用网络的方式来解决
网络的文艺问题。

（尹红芳 欧阳珂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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