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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平

在当代著名工笔画大家林凡先生的
入室弟子中，未君是年龄最小的，林凡先
生很喜欢这个“讷于言，敏于行”的小徒
弟。 他艺术经历丰富，写过诗，著过小说，

编过书，登过大学讲台，创办过报纸杂志，
写过不少书画家的评介文章。 未君于中国
花鸟画有着较深的艺术理论功底，且一直
坚持花鸟画的创作实践，丰富的艺术实践
滋长了他的学养知识，古往今来的传统文
化铸就了他诚挚的人品操守。 他不是一个

普通的画师，而是一名学养笃实，求真务
实的学人画家。

未君刚过不惑之年，但在我认识的画
家中，如此年轻却能诗、文、书法、篆刻、论
文研理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的， 着实不多。
这缘于未君“画在功夫外，画品如人品，博
学兼优”的艺术认知。 他说：“我认为中国
画家拼的不是单纯的绘画技巧，而拼的是
文化、是才情、是胸怀、是学养、是禀性。 ”
未君是诗人，他用画笔编织着诗情，更以
诗情创造着画境，以诗人的情怀来采取绘
画艺术的宝藏。 无论是工笔精品创作，还
是写意花鸟作品， 创作之初蕴藉于心的，
是他那勃郁的诗情， 题写于尺幅画面的，
也是一首首意境高远的诗词，洋溢于画作
的更有那一缕缕灵动温籍的诗情画意。 未
君年轻时就刻意于书法的研习，徘徊于颜
真卿、王羲之、米芾、赵孟頫、王铎等名家
名帖之间， 旁骛古往今来各路笔墨高手，
追求纵逸的笔意，纯厚的书风，老到的结
体，后来对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书法笔
意心摩手追，形成了自己的书写风格。

未君说，“花鸟画要描写生命，花鸟画
要突出精神性，花鸟画要有较深的文化内
涵，花鸟画要高扬社会属性。 ”他创作花鸟
画，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十分讲究突
出意境，特别注重从《周易》老庄、儒教、禅
宗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思辨中国绘画的
哲学之美。 他从《易经》中找到了古老玄学
中的“师法自然”，赋予作品“刚建、笃实、
辉光”的美学色彩。 他作画喜欢选取紫藤、
芙蓉、荷花、玉兰、牡丹、湖石、芭蕉等物
什，喜欢在所处的一角一隅，配以各色花
草、鸟虫禽畜，讲究情趣，耐人寻味，他特
别注重画作的“留白”，巧妙运用虚实相生
原理达到“虚实生白”，达到笪重光认为的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效果。 未
君的创作喜欢追求人文趣味，他的花鸟画
则一扫陈腐的陋习、 荒诞的行为习惯，大
胆以新的笔墨形式去表现他心中的语言
图腾。 故他的花鸟画或庄或谐，一花一草

总透露出一种扑面而来的文人浪漫情怀，
仿佛花已不是花，草亦非是草，鸟也有神
灵，让人会心感知生活的美好，每幅作品
都是立意深远与趣味盎然的结合，都是经
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后的创作。

中国画创新一直困扰着当下许多画
家，未君认为，创新必须立在传统的基础
之上，他用宋人之意、元人之笔、现代人之
思想，在探索创新之路上驾驭纸上方阵间
唯美的画面； 他以构图上的奇拙和装饰
性，用笔上的沉稳和洒脱奔放，用墨上的
自然天成与空灵神韵， 向读者倾说一切；
他以自然为师，多次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
写生，汲取营养，以饱满的激情不断深入
生活，倾注情感，丰富创作，画出了表现一
系列热带雨林作品。 未君画中国画最早是
从写意画入手的，他默默钻研、潜心练习，
对各种画科门类都有旁骛涉猎。 画工笔、
重彩工笔、 新意笔重彩画……2013年，他
的《遣兴高歌》《黔南春早》《白莲摇曳秋声
过》等多幅作品在北京传是拍卖和保利拍
卖当中， 赢得了藏家的青睐和市场的认
可。

未君一直尝试在创作上找到自己的
绘画语言，他以水墨、重彩、工笔、写意、白
描、没骨、双钩填色，以及西方的“黄金定
律”和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突破当下花鸟
画千篇一律的困窘，我们期待画家在不久
的将来能赋予现代花鸟画以崭新的面貌、
内涵和时代精神。

《桃花源记》：

我舞花徘徊
常瑞芳

《桃花源记》全文只有300多字。 将一篇短文搬
上戏剧舞台，以舞剧的形式呈现，说实在话，我并不
抱有多大希望，毕竟，戏剧是以说故事见长。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由湖南省舞剧院排演的大型舞
剧《桃花源记》，不仅完美诠释了陶公的主旨理想，
更是给予了观众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大幕徐徐拉起， 舞台一隅独坐着陶渊明， 手
抚无弦琴， 以哑剧的形式， 演绎心中之乐曲， 此
时舞台并无音响。 身边的观众说道， 错了， 错了，
音响出错了！ 随着古琴的弹奏音渐起， 一股晋韵
秦风扑面而来。 纯朴的音韵婉转似清泉水一般地
流淌， 加之无调性自由节奏的竹笛、 大提琴、 古
琴三重奏， 月光下， 陶渊明与朋友三人把酒饮风，
起舞弄清影。

我们看过无数戏剧的开场， 舞剧 《桃花源记》
独具匠心， 以独有的方式开宗明义， 将梦幻与现
实、 现实与理想、 理想与挣扎， 以及关于“本我、
自我、 超我” 的哲理思辨告之给我们， 一下子把
我们从现实世界带入到扑朔迷离的桃花源， 带入
到东晋王朝的历史境地。

清扬的竹笛声中， 一个手持桃花疯疯癫癫的
渔翁踉踉跄跄闯入画面。 故事的主人翁出场了，
此时他是个老者， 被一群无知的孩童追逐挑衅，
突然乐池桃花飞溅， 人淡去， 疯癫的老者变成了
年轻的小伙子。 年轻的渔郎在桃花林中遇到了美
丽的姑娘， 俩人翩翩起舞， 两情相悦。 然而， 音
乐突转， 姑娘离去。 沉醉于美好中的渔郎面对突
变， 一时不知所措， 他只得继续外出捕鱼挣钱，
养家， 帮母亲治病。 他误入世外桃源， 被邀请到
各家各户， 鱼肉相待。 渔郎在这里遇到了心爱的
姑娘。 沉醉在美好生活中的渔郎， 似乎看到了远
在家乡的老母亲。 渔郎回到了现实， 被两个闯进
家中的官兵欺侮， 抢走了他的鱼， 搜刮他的劳动
成果， 还杀死了他唯一的亲人。

美丽桃园的和谐与外面世界弱肉强食的对比，
梦境的绚丽激情与现实冷漠无情的对比， 反反复
复的闪回呈现， 层层人物关系的递进， 心理潜意
识的演变， 把年轻渔郎如何变成一个疯癫老者的
思想脉络， 表现得如水一般清晰。

舞剧《桃花源记》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没有囿
于陶公文章的框架，而是虚拟了两个人物，一个是
渔郎的爱人，另一个是渔郎的母亲。 她们对渔郎的
人物形象刻画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更好地拓展了本剧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

当被人嘲笑鄙视的渔翁遇到陶公， 他的所见
所闻被人理解时， 他仿佛看到了一片粉红色的桃
树林， 他高兴地用手指着， 指着。 突然， 乐池桃
花飞溅成一堵墙， 渔翁变成年轻的渔郎， 他随时
光溯转回到了从前， 进入到一种美好的境地之中。
这独创的艺术表现形式， 令观众惊呼！ 剧场是一
片惊叹声。 作为转折， 它巧妙而又自然地衔接了
现在和过去， 也形象地展现了渔翁思想深处闪烁
的意思流。 画面美轮美奂， 加上清扬的音乐旋律，
言未语而意有余。

人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与愿望，但现实
却总是难如人意。找寻美好家园，共筑和谐社会，也
正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幸福生活蓝图。纵观整个舞
剧，以梦幻般的音乐、精美绝伦的舞美、如诗如画的
服装、超凡脱俗的舞蹈，加之导演运用了多种艺术
表现手法来拓展《桃花源记》原著的主旨思想，使这
部舞剧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木华

2015年是喜剧绽放最灿烂的电影年，名不
见经传的班底能变黑马， 小成本也会换来大收
益； 这一年， 优秀的表演成就了一批高品质电
影，也为观众制造了难忘的银幕场景；这一年，
小鲜肉、小花旦成为热门电影的标配，不仅出演
名导佳作，吸金指数更是惊人。 年终，我们为大
家精心挑选了这些黑马喜剧、 最美表演和当红
花旦的年度佳作， 愿能在这个有阳光也有雾霾
的寒冬里，为2015留下一个美妙的光影记忆。

《捉妖记 》：被萌坏的“人妖”奇幻漂流。
“史瑞克之父” 许诚毅创造出年度萌物“胡
巴”， 井柏然与白百何联手搞怪，《捉妖记》的
诞生成为“人妖结合”的超级产物。 从男主角
肚子里生出来的妖怪， 和一众本该是受害者
的捉妖师们，让你在奇幻世界里被萌翻了，更
有汤唯、姚晨、闫妮、吴君如这“四大御姐”友
情加入，该片创下24亿超强票房神话。

一句话影评： 刷新了国产真人与三维动
画结合体的新高度， 亲和力与炫目画面并驾
齐驱。

分级讨论：老少咸宜；萌物爱好者与喜欢
奇幻类电影的不要错过。

《夏洛特烦恼》：年度魔性黑马喜剧。 为广
大男人们制造“黄粱一梦”，开启了贱男之门。

从头到尾涮怀旧，无时无刻不耍宝，将开心麻
花的小短剧演变成捧腹之作。 从《一剪梅》到
周杰伦，从《心太软》到许巍，“80后”的集体回
忆在片中如花绽放。

一句话影评： 将中年危机与寻求真爱的
道理做了一次完美的演绎。

分级讨论:适合全员观看；各种喜剧片爱好
者， 怀旧达人， 特别是曾经有过理想的中年男
人。

《煎饼侠》：超能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超嗨
的《煎饼侠》让你在忙着认明星脸的过程中笑
破肚皮。 当客串明星的含金量超过了主角，当
袁姗姗摘下“偶像”的桂冠开始卖力耍贱，当
奇葩的“偷拍”大电影圆满了一位落魄明星的
英雄梦，惊喜便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一句话影评：从吴君如、曾志伟、小沈阳、
邓超到四位“古惑仔”的惊艳登场，各种客串
大咖令影片高潮不断。

分级讨论：适合全员观看；纯粹的恶搞喜
剧片追随者。

《横冲直撞好莱坞》：惊心动魄的好莱坞
追爱传奇。 虽然主角是赵薇与黄晓明，然而本
片以不停乱入的好莱坞重量级明星制造出光
芒万丈的“笑果”。 男神黄晓明的节操是粉碎
的，赵薇也可以参与“屎屁尿”，佟大为的闷骚
百变造型突破了尺度。“中美结合”的爆笑产

物就是用脑洞颠覆你的三观。
一句话影评： 好莱坞明星的轮番客串成

功把“泪点”洗得干干净净，只余爆笑在人间。
分级讨论：适合全员观看；好莱坞电影爱

好者，以及赵薇、黄晓明、佟大为的粉丝们。
《港囧》：疯狂小舅PK疯狂初恋。《泰囧》的

癫狂耍宝延续到《港囧》里之后，包贝尔取代
了王宝强，承担起了制造“囧”的任务，一个小
舅子力阻姐夫出轨的感人故事由此诞生。 徐
峥硬拗了长发飘飘的鲜肉造型， 在密集出现
的“香港制造”经典回忆中，将“70后”、“80后”
与中年危机人群一网打尽。

一句话影评：爆笑之余拼的是情操，灌的
是怀旧心灵鸡汤。

分级讨论： 适合全员观看；《人在囧途》和
《泰囧》爱好者；港式娱乐爱好者，中年危机男。

《澳门风云2》：有钱就是任性，赌神就是
贱萌。 周润发与张家辉新老两大影帝齐聚《澳
门风云2》，展开了“谁比谁更贱”的大斗法，童
星王诗龄更是卖得一手好萌。 在21世纪的今
天，连赌神绝技也进入了新境界，从催眠到飞
牌甚至到穿越，花样繁多、奇迹尽现。

一句话影评： 资深港星以赌之名炮制的
重量级“泰囧”。

分级讨论：适合全员观看；港片迷、赌片
爱好者。

艺苑掇英

蕴德养性
托物抒情

写到灵魂深处， 不知有我更无人

盘点2015年的
黑马喜剧

（崔建平 ， 当代美术评论
家， 中国现代国画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
画收藏 》 期刊常务副总
编。 未君， 湖南人， 现任
中 国 现 代 国 画 研 究 院
（HK） 执行院长 、 国家一
级美术师， 北京丹青盛世
书画院院长， 中国工笔画
学会理事)

王友智

刘鸣泰的书法难以用通常的书法理念
来锁定其特质和内蕴， 更无法用传统的书
法体例来界定其风格与个性。 其笔力和线
条中， 有太多的墨韵； 其字形和构架中，
有太多的性灵。 写到灵魂深处， 不知有我
更无人。

面对鸣泰的草书， 就像看云， 你看到
的是一大片或者三两朵云彩， 尽管目睹了
这些云彩的多种形态， 但却无法准确说清
它们的具象及所可以寓含的意境。 你是什
么心情， 什么视觉， 它们所呈现的就是什
么境像。 鸣泰的草书给予我的视觉认识，
就是这样一种天空流云般的高远舒展和沉
稳淡定的变幻意象。

他的大草往往呈现出两种情状， 一种
是精精瘦瘦串串行行， 有如一串原始藤
蔓， 充满生趣和野性， 颇有张旭之癫、 怀
素之狂的遗风； 一种是饱满遒劲盘根错节
的粗粝和雄浑， 有如一群野象自原始森林
冲撞而出， 极具排山倒海之势。 但仔细品
味其草书笔力， 其中又蕴含着隶书的墨韵
和精气。

鸣泰的书法， 笔法很到位： 连中有
断， 笔断意不断， 长长短短， 洒洒脱脱。
有些人做事， 开头不错， 中间亦可， 往往
收尾潦草了。 书法也是这样。 但鸣泰的书
法从头到尾干净利落， 不拖泥带水。 他的
书法能放得开， 收得住， 分寸把握得好。
他的草书， 刚柔相济。 刚是阳刚， 柔是温
柔。 这两者糅合在一起， 特别是在连绵不
断的草书中体现， 是需要深功夫的。 直阳
刚， 曲温柔， 曲中有直， 刚中兼柔， 无轻
飘之感。 有的洒洒脱脱， 有的婀娜多姿，

有的鹰击长空； 有的像叠罗汉， 静中有
动； 有的像万马奔腾， 像蓬勃的大海。 能
把草书刚柔相济做得恰当， 是一种境界。

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 走进传统能
使你更谦和； 如果你是一个自卑的人， 走
进传统就会让你有了自信。 如果远离了传

统， 骄傲的人会刚愎自用， 自卑的人会迷
茫消沉。 观鸣泰的书法和人品、 学品， 他
是秉承传统， 而且不断创新。 他的书法大
气磅礴， 充满文气。 这是他的文化修养浸
润的结果。 （作者系著名书法家， 湖南省
直书法家协会顾问）

（刘鸣泰 ，湖南江永
人，一级作家，高级编剧，
中国作协会员。 中国戏剧
家协会会员。 曾任湖南省
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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