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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在我国的艺术门类中，
与书法联系最紧的， 仅仅是绘画和诗
词。我们常常见到一幅好的画作，上面
有洒脱的书法题款，便觉得完美。书法
题款对一幅绘画作品来说， 起到了画
龙点睛之功效，既为画作点了题，又为
画作润了色， 书法是绘画中不可缺少
的部分，故有书画一家之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书法学习， 我才
发现， 书法与散文的联系原来也一样
的紧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书法和
散文的相互依存性超过了绘画与诗
歌。以行书为例，在历代推崇的行书佳
作中，这些佳作既是散文名篇，又是书
法精品。二者之间，不知是书法成就了
散文，还是散文成就了书法。

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
序》，就是这342个字的散文，成为千百
年来被历代人所推崇和模仿的经典。
的确，《兰亭序》的文学性、思想性、书
法的技艺都达到了高度统一。 以文学
性和思想性来说， 她对兰亭周边自然
景物的描写， 短短几句就将险峻的崇
山、茂密的林竹、潺潺的溪流、鲜活的
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更有
那脍炙人口的名句：“群贤毕至， 少长
咸集”，已被后代人无数次引用。其间
对天地和生死的感悟， 让人深受启迪
和震撼。这篇散文的书法成就，更是达
到至今也难以超越的高度。 其结体欹
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

志。用笔以中锋之骨，侧笔取妍，有时
蕴藉含蓄， 有时锋芒毕露。 尤其是章
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
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
洒。董其昌在《画禅宝随笔》中这样评
价《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
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出，皆入
法则，所以为神品”。

不仅《兰亭序》，还有唐代颜真卿
的《祭侄文稿》 和宋代苏轼的《寒食
帖》，也是书法和散文紧密结合而成就
精品的范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用
黑黝黝的飞动的线条， 以裹云挟雷的
磅礴气势，带着愤怒，带着呐喊，将血
与泪、情与技完美地结合，使一篇简短
祭文成就了行书艺术的又一座高峰；
而苏轼的《寒食帖》应归类为散文或散
文诗。 其文学意境抑郁缠绵， 苍凉惆
怅。作者以飞动、迅疾、稳健的墨色线
条，以偏正自如、错落有致的结体，以
气势不凡、浑然天成的章法，表现出来
的倔犟中的丰腴，大气中的天真，将书
法艺术和人生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多
姿， 使这篇百余来字的短文成为了千
古名作。她们也分别被冠以天下第二、
第三行书的头衔。

书法是散文的载体， 散文是书法
的文脉。书法与散文是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艺术的高度统一体。

（作者系省书协、省作协会员 ，省
散文学会理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副会长， 现供职于湖南省有色金属
管理局）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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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易逝。今年2月9日是当代中国画家、杰出的
美术教育家曾晓浒去世一周年。我和曾先生相识已有
20余年了，回忆往事，犹在眼前。

1995年1月的一天，曾先生约我去他家取画，那是
初次见面。那时他就住在学校分配的套房里，三室一
厅，面积约90多平方米，一直住到现在。今天看来，不
仅房小，家具陈设等也极其简陋，没有空调、暖气，夏
天挥扇消暑，冬天就围着电炉子取暖。到处堆的是书，
连走路都不顺畅。每当有人劝他买新房，他总是说：哪
里也不想去，到别的地方不习惯，也不方便。说实话，
先生是不缺钱的。他为什么不愿离开呢？也许是在这
里住了二三十年，对旧宅产生了感情，舍不得离开。

除台湾作家琼瑶
于1992年劝曾先生到
台湾办过一次展览
外，之后他从不办展，
友人多次劝他办展以
进一步扩大影响，他
总是以家里没有画婉
拒。确实，他家里没有
什么画，他每画一幅，
不是被机关企事业单
位拿走，就是被朋友、
藏家收藏。 但也有众
多的收藏者愿意拿出
自己的藏品为他举办
展览， 他总是一笑了
之。 除早年出过一本

画册外，至今没有出过一本正规像样的画册。平时向
他索画的人很多，一年春节，我看他书桌上码有一尺
多高的画，他说都是送人的。还有省内外素不相识的
人慕名致信求画，因信中言辞恳切，他也照送不误，并
回信希望他们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先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每次到他家拜访，他和
夫人陆老师总是和颜悦色。先生十分健谈，除了谈
艺术外，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生、人事等话
题，边谈边抽烟 ，一支接一支 ，一两个小时，毫无
倦意 。他认为，当今画坛要补传统这一课 ；纤细 、
制作、 胡涂乱抹之风盛行， 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
光了；对前贤 、经典要有敬畏之心 。无源之水 、无
本之木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先生的画，格调清新。画面神采焕发，非常阳
光，挖掘和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其笔墨精湛，泼墨泼彩
处匀净无痕，清润如玉，往往鸿篇巨制，落墨仅为一日
之功，点染上色却需数日，真正达到了古人所谓“体要
严重，气要轻清”的艺术境界。先生学识渊博，才思敏
捷，记忆力惊人，既擅画，亦擅诗词、书法，唐诗宋词、古
人画论，信手拈来。我所见到他的画作，大都有题跋，
所题内容，多是以画题主旨而生发的自作诗词，也有
鉴古论今的画论，且不少是即兴发挥。题跋加上他劲
健的书法，与画面相得益彰，为画增色不少。

晓浒先生多次为首都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主席
纪念堂贵宾厅、总理办公室、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宴
会厅和总统官邸绘制巨幅山水画， 受到广泛赞扬。先
生从教40余年，桃李满天下，在教学之余及退休之后，
用心血创作了难以数计的画作，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
力，为社会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其中一部分被博
物馆和收藏家收藏， 大部分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市场，
受到市场的热捧。先生幼时在成都就经常观看张大千
作画， 从此在幼小的心灵点燃的艺术之火。1961年他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关山月、黎雄才
等名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生穷研古法，深知画
理，精通画史，熟谙历代名家名作，天分既高，眼界也
广，广收博采，以南宗精微秀润为基，辅之以北宗苍莽
浑厚，又吸纳山川之灵气，形成了自己全新独特的画
风。

先生辞世后，所在学校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
式，之后数日，其子曾进教授择吉地举行骨灰安葬仪
式。我目睹了陪葬品仅为毛笔一支、打火机一枚。此两
物是先生生前形影不离的物件。墓碑上赫然镌刻着黄
永玉对先生的评价：“蜀中才子，奉献湖南，可堪当代
巨匠。”

我家住城南九峰， 屋前有一片隙地， 窄而陋，有
樟、桂、银杏及不知名的杂树若干，独无梅。于是去杂
树，以梅花数株植其间。每至岁尾年初，繁花璀璨，赤
者为红梅，黄者为腊梅，如九天红霞落树梢，又如灿灿
黄金缀枝头。冬阳送暖，清香郁馥，小鸟、蜂蝶上下往
来，但少行人驻足。近两年，每逢梅开季节，我便邀曾
先生来我家赏梅，每次啜茗谈艺，赏画挥毫，谈笑风
生，其乐融融。此情此景不可重复，思之，不禁怆然。

曾鸣

湘籍画家杨福音， 曾与我同住一
小区。1992年我们同时南下广州谋生，
那时候， 我们处于融入到一个新生活
环境的过程中，有些惶惑与寂寞。于是
我常邀集一帮湘籍作家、新闻人、商人
等去他家搓麻将。他上手快，悟性好，
够狠够淡定，常常通吃我等，我常戏谑
他：你老婆一桌菜，好是好，就是太贵
啊，吃不起！

一晃20年，他已功成身退，下班回
家时，常见他一身短打，或骑车或快步

健身，见面一聊，不是又有个展在哪儿
开幕，就是又有新书出版。我说，老杨
啊，你现在不打麻将了，天天直接在家
画钱啊！他一阵哈哈说:“七十岁，我觉
得才刚刚开始哦！”我教会了老杨打麻
将， 而老杨这句话， 教会了我如何预
老。

我1999年搬家时， 他按照我的沙
发尺寸绘赠一幅“九鹤图”，我接过画
一看，说，老杨你这鹤，只只都是照着
肖老师画的吧？ 他太太肖老师是儿童
文学作家， 曾是我母亲的学生， 笑得
好，红菜薹炒得好。

除了教老杨打麻将， 还有个故事
要说一下， 老杨现在还是出过数本散
文集、 并获全国报纸副刊一等奖的散
文家了。 但他的散文处女作是我约他
写成并编发的， 写的就是他老婆的那
碗长沙红菜薹。那时我在《粤港周末》
任文学版编辑，在我的怂恿下，他在我
主持的版面上开了一年散文配画专
栏。

引发上述概述的原因， 是刚刚收
到我在湖南省京剧团、 省歌舞团任职
时的忘年交， 著名作曲家刘振球老师
的私信，球哥也七十有余了，仍壮心不
已，前年春节小聚，知道他心中还流淌
着不尽的乐思，安排着创作的规划，并
收获着丰厚作品，敬佩欣慰之余，不禁
汗颜。

更让人诧异的是， 球哥70岁拿驾
照，不但冰雪天驾车拉过我，据说首次
开长途， 竟带着他太太从长沙开到了
重庆。

随兴记下来，想到这样一个道理：
做事靠自己，做人靠榜样。不知妥当与
否。

迟美桦

一档热播的电视综艺节目改编
成电影，大部分观众都会一边质疑一
边掏钱买票。从“爸爸去哪儿”到“跑
男”，再到最近上映的《极限挑战之皇
家宝藏》，综艺节目改编成电影，动辄
数亿的票房。这充分证明了一档足够
优秀的综艺节目，同样拥有足够的吸
引力，能把观众从电视机前拉到电影
院里，这便是IP的力量。

《极限挑战》的演员阵容即使放
在真正的电影里， 也堪称“超强阵
容”，由孙红雷、黄渤、黄磊、罗志祥、
赵丽颖等主演， 故事脱胎自综艺节
目，讲述几位明星嘉宾在拍摄节目时
穿越回明朝，成了小公主赵丽颖的准
驸马爷，但皇帝驾崩，再穿越回现代
后，历史已被改写，而他们也变成了
没有身份的“黑户”，为找回身份，6人
被迫根据皇帝留下的圣火令寻找皇
家宝藏……

剧情听上去是不是很扯？ 不过，
看过电影的人，大部分都说质量还算
不错，有观众表示“比去年的‘跑男’
大电影好看多了”。

综艺变电影，不再是一期加长版
的电视节目，而是回归到讲故事的宗
旨上。尽管它回归得并不彻底。一切
由电视开始，再由电影终结。电影并
不需要为票房担心，有综艺前期积攒
的大量粉丝，将成为电影版票房的坚
强后盾。同时，为了减压，花钱轻松买
欢笑的人也将是票房的主力军。当前
中国的电影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好到
无论什么样的电影，只要你敢在大银

幕上放，观众就肯花钱来看。多请点
明星，搞好宣传，票房就能大卖。

回顾2015年综艺荧屏，观众几乎
见识了中国影视艺人在真人秀节目
中的集体井喷。连徐峥、陈坤这些纯
粹的电影演员都加盟了浙江卫视的
最新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和电影
一样，综艺节目真人秀也是国内影视
产业链上的一环，在走过最初的泛滥
生长期后，专业化和规范化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职业综艺
咖”会让观众感到厌烦，而越来越多
的演员在涉足真人秀后发现“其实也
很难”。比如最近徐峥加盟《二十四小
时》之后意外受伤，短期内大强度的
拍摄让他感叹“这比拍电影还难”。也
有越来越多的真人秀在制作节目本
身就大手笔、大制作，在向高质感的
电影大片靠拢。

“探究研发”电影新形式是值得
称赞的，但是要有业界良心。电影要
有电影的样， 将电影做成综艺的延
伸，看不到诚意，拿不出剧情，吃老
本，靠人气来圈钱，这样并不是长久
之计，观众总有腻烦的一天。作为电
影， 看过之后总要留点什么给观众，
如果留下的和综艺节目时一样，就不
如“放肆”的在家里一笑了。

歌手唱到戏院，跑男奔上院线，型
男挑战极限。这种为中国电影市场特别
短线订制的“综艺秀电影模式”能走多
远？一位资深电视人表示：“很多年后再
回望真人秀电影，也许会发现它是中国
影视工业化道路上的一种试验，至于试
对还是试错，现在还无法下定论，需要
经过时间沉淀后才能证明。”

木华

豆瓣“影语人”博客：两年前，由
《爸爸去哪儿》 起了一番大争论，从
“综艺电影到底算不算电影”到“我们
应不应该抵制综艺电影”，不一而足。
记性不坏的人应该没忘掉，当时的电
影圈喊打喊杀， 评论圈也义愤填膺，
大有灭之而后快的意思。 两年过去
了，《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 悄然上
映，没那么喧闹也没什么纷争。这部
同样来自热门综艺的电影，上映首日
就很低调地拿下2900万的票房。这个
数目仅次于《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相较于《爸爸去哪儿》的过热，《极限
挑战》更符合它们真实的定位。这是
一个好现象，市场正在变得理性，也
为综艺电影找到了恰当的位置 。
它们本就不应该是票房主导 ，但
也因深厚的观众基础 ， 具有无法
忽略的号召力。

“沐风而遇周星星”的QQ空间：
《无限挑战》其实蛮逗的，几个汉子的
户外竞技，斗嘴斗智商，不但自带笑
点， 而且里面一些桥段完全不生硬。
不同于其他综艺电影， 此片有剧情，
也有戏剧冲突，黄渤坐镇，还有黄磊、
孙红雷这些老艺人带队，而且脑洞也
是蛮大的。极限男人帮，穿越到明朝。
公主招驸马，皇帝猝死。夺神秘宝藏，
唯有圣火令。 中间还穿插着光明顶、
四大法王、 左右光明使等武侠情节，
一看就和明教相关。极限三傻和极限
三精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 相爱相
杀，斗智斗勇。几个人被各种折腾、扮
丑。取景地主要放在云南腾冲，文昌
宫、樱花谷、曲石乡、东山，各有特点。
服装上， 六人组穿着云南农民的服
装，小猪还穿成了小媳妇的样子，各种

乡土风，不熟的人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来到了乡村爱情剧组。也是蛮拼的。

新浪“梦里诗书”微博：嬉笑打闹
的综艺节目即便加了“剧情”，依旧仅
仅只是一场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之
皇家宝藏》的所谓大电影版化，将综
艺节目与电影的一锅烩，仍不过是匮
乏诚意、圈钱银幕的闹剧，真人秀与
所谓剧情的结合， 突出的所谓情感，
亦空洞苍白。游离于电影与真人秀之
间，有着所谓穿越剧情的命题，但作
为一档真人秀的综艺节目，剧情的编
排使电影缺在了一个“真”上，这与节
目的宗旨已背道而驰，而将这部作品
当作一部电影来看，所呈现的兄弟之
情， 匮乏了一种电影借戏喻真的本
态，所有的演绎不过是剧情蓝本的填
充， 而不是人物自身的真情实感，这
无疑使得所有人物角色身上都充斥
着一种虚假做作的观感，缺乏本真的
真人秀、 了无情感奠基的假电影，这
样的作品，是任何实力派演员都无法
依靠演技来力挽狂澜的。

微信平台小新： 我们从来都知
道，真人秀的重点不是“真人”，而是
一场“秀”。从娱乐性的角度看，这场
“秀”与喜剧电影并不存在区别。在今
天， 你可以把综艺电影当做喜剧片，
也能把它们当做IP的延伸产品。这就
是回归理性的市场给出的答案，它会
挑战一些人的利益和审美，却在资本
的浇灌下茁壮成长。 我为什么会看
《极限挑战》？因为在带女儿看完《熊
出没之熊心归来》后，也要让父母看
一个合家欢才是。假如有一天《非诚
勿扰》《金星秀》甚至《新闻联播》什么
的也出来电影版，我家那位喜欢坐在
电视机前的老爷子应该会去自己买
票吧。

怀念
曾晓浒

艺苑掇英

书法的文脉

青山在 人未老

有一种电影叫综艺

七嘴八舌说“挑战”

墨润潇湘

艺苑风景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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