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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从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中国
廉政文化书画展上， 来自湖南省嘉禾县
行廊镇乐塘村75岁的农民漫画家雷克昌
创作的《反腐倡廉漫画一组》8幅作品，受
到了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雷克昌创作的这8幅漫画聚诙谐、幽
默、教育于一体，既针砭时弊，又让人警
醒、给人启迪。 雷克昌说：“为了创作这8
幅反腐倡廉的作品， 我花了近两个月的
时间，数易其稿，精心打磨。 ”

雷克昌为自由撰稿人， 系湖南省作
协、 省美协、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1941年出生在嘉禾县原肖家镇的一个
小山村， 只念了两年初中就辍学回乡务
农。他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当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拂到湘南，他的作家梦也被吹醒，
拿起笔勤奋创作。 他纪实散文《漫话方
成》和游记《秋游苏仙岭》分别刊于人民
日报海外版副刊头条， 让郴州美丽的苏
仙岭走出了国门。如今，他已在国内外发
表作品100多万字， 几十次获得市级以
上文学征文奖， 其漫画作品多次获得国
家、省、市级奖，并被收入多种选本。

他说他的漫画创作得益于上世纪
90年代在县文化馆主编《珠泉》 文学墙
报。 那时，他为美化版面，常以漫画作插
图。不料读者看后纷纷来信肯定和表扬。
1992年湘南科技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
《大难临头》，“一炮打响”，增强了他涉足

漫画画坛的决心与信心。 或许是早年长
期受压抑，他一向不苟言辞，漫画成了他
宣泄内心、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在假烟
假酒充斥市场的年代， 一个售假商贩却
手持放大镜反反复复查验一张纸币。 雷
克昌见后触景生情，马上创作了一幅《看
看假不假》的漫画，用诙谐幽默的构图，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中国信
息报》、《湖南日报》、《湘声报》、《辽沈晚
报》等23家报刊发表或转载，还在全国金
鹅奖幽默大赛中捧回了铜奖。

他的作品质量好，发稿率高，引起了
漫画界和许多名家的关注。 1996年5月，
他在嘉禾县城举办个人漫画展，78岁高
龄的著名漫画家方成欣然为其题词：“漫
画是和群众最亲近的艺术，群众越喜爱，
画家越高兴，画得越起劲。祝雷克昌漫画
展成功。 ”

嘉禾，是全国有名的民歌之乡，素有
“南国歌乡”的美誉。 雷克昌以家乡民间
情歌为题材创作的“乡村风情” 系列漫
画，寥寥数笔，信手拈来，人物性格即跃
然纸上。其浓烈的泥土气息，鲜艳的山区
色彩，配以款款情深的恋歌，饶有奇趣，
耐人寻味。这个系列漫画创作历时两年，
共40幅，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书画
报》曾以《回望一路的风景》为题，作了报
道。二十几年过去，他已在全国90多家报
刊发表漫画作品450余件。他的漫画创作
是半路出家， 却收获了让人意想不到的
成果，正应了“天道酬勤”的名言。

艺苑跋涉

天道酬勤：
雷克昌的漫画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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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三

久违大银幕的赵本山又演起了电影， 喜剧
片《过年好》将于猴年大年初一上映。 片中出现
了赵本山、闫妮、热依扎、大鹏、小沈阳等众多明
星，让观众忍不住玩起“数星星”的游戏。 导演高
群书在首映式接受采访时说， 虽然有赵本山出
演，但“这不是小品电影，是一个走心的喜剧”。

《过年好》作为一部春节贺岁档电影，切入
点非常小，以一个小家庭的视觉展开，讲祖孙三
代人因为“年”而发生的故事。 赵本山饰演一位
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姥爷”，闫妮在影片里饰演
北漂14年的女儿李羊朵， 她面临着事业发展陷
入困境、父亲生病以及与女儿（热依扎饰）关系
紧张等诸多麻烦事。 但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格局
又非常之大，道出了社会人伦的变迁，新旧的冲
突，各种新兴文化的碰撞。 这部电影不仅让我们
感受到久违的年味， 更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周遭
的生活，而“过年好”这个主题说到底就是：大家
好，才是真的好。

作为一部喜剧，《过年好》 并没有盲目追随

热点，而是从语言上赋予影片喜剧魅力，台词的
魅力让人回归到最传统的贺岁片， 整个故事妙
趣横生。 在制造戏剧冲突上，影片的整个故事也
是一波三折，种种矛盾对立在一起，最后让观众
乐开了花，整个观影过程笑声不断。

年味则是影片的重中之重， 在体现年味这
个主题上， 影片不仅择取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
过年主题，比如四合院一家老少的团聚，比如机
场与火车站的等候， 又比如菜市场的买菜还价
等种种情境， 仿佛带我们领悟了以往最纯真的
过年往昔， 而这些年味甚浓的场景与当下年轻
人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对照起来， 则有着别样的
反讽意义，当然，这并不是主题，通过这些对比
唤起我们对过年的认知， 才是主创人员最想表
达的东西。

过年好， 说白了是需要大家都好， 但影片
中刻画的这些人似乎都有各自的烦恼， 老人得
了老年痴呆， 女儿离婚又陷入经济困境， 暴发
户得不到认同， 年轻一代又缺乏与上一辈的交
流……这些汇聚在一起，具体到除夕这个日子，
就显然让整个故事的冲击力相当之大， 尽管这

些事情对于观众来讲信息量有些大，但对每个人
又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如今每个人都有烦恼，但
过年， 显然是我们暂时放下烦恼开心的时候，正
如每个困境最后都有解决之道，《过年好》要传达
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不忘初心，快乐才重要。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这不仅是一个美好
夙愿， 也是对每个人最好的春节祝福。 在 《过
年好》 中收获笑声与感动， 并且重新认识周遭，
是这部电影的更大意义所在。

倪文华

乙未岁末， 阴雨的天气又如期而
至。 湿漉的空气里弥漫着沉郁的气息，
繁华星城深藏在一片若隐若现的厚重
中，更显出一种风华绰约。 一个人静居
在望湖堂抚碑临帖 ， 人到中年的况
味有如这雾霭中的气息 ， 与这种况
味叠加的是那种经历千年风吹雨淋、日
晒冰蚀， 呈现出漫漶斑驳的大汉隶书。
我喜欢在有雨的季节里临习汉隶，春雨
飘洒江天时的绮丽，冬夜寒雨敲窗的寂
寥，都会让人徒增思古之幽情，让内心
贴近一千八百多年前汉隶风回浪卷的

意境。
透过漫漶斑驳的石花肌理，情思深

入久远的碑刻之中，品味刀刻和时光留
下的痕迹，体验着斑驳陆离中的世事沧
桑。 遥想当年于“危难阻峻，缘崖俾阁，
两山壁立，隆崇造云”的深峡峭壁中修
治栈道、桥阁的艰难困苦，那种竣工之
后雀跃欢欣、组织能工巧手在凹凸不平
的石壁上刻书纪功的场景。 我想，每一
次都是精心雕镌，力求完整精到，点画
都有始有终，可辨粗细，可查方圆，可识
断连。 时光流逝，这些由当时最基层的
椽吏完成创作的块块碑刻，在荒山野岭
风雨侵蚀千年后，通过当今高超的印刷

术，一波三折的蚕头雁尾携带夹杂着山
野味道的大汉气息扑身而来。 在骈体文
铿锵节奏中感会文字的幽深妙远，知晓
过去交通之“进不能济，息不得驻”之艰
危；于漫漶的字迹里感受由清晰渐至模
糊、由锋棱转为钝拙的自然变化；在闪
烁如花的石斑里感受笔调的苍老；在宽
厚博大的气象里感受字里行间沁露出
的或质朴古拙，或天真稚趣的“每碑一
式”的神采。 这些模糊的痕迹没有因为
品相残缺而被遗弃，却因了时光的浸润
雕饰， 附加成古而又新的艺术品相，被
文人书家奉为案头爱物，成为审读和临
习的内容。

我会用浓重的笔墨来立住汉隶的
鼓荡雄风，用干渴的线条来表现苍浑朴
荛的质感，用捻转的拗劲写出如剥蚀的
残缺起伏的节律，把汉隶这种由时光而
增长的浓厚深重的味道在寒冷的冬夜
里鲜活起来， 笔下始终寻绎着从远古、
从山野、从摩崖走来的古风古味。

在古意的摹拟中， 悟懂了巧不如
拙、平中见奇，不再纠缠于表面的炫目，
让厚重古意、正大气象成为书法和人生
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湖南省书法
院副院长）

艺海钩沉

逝去岁月的
一缕自然气息
凌鹰

两幅帛画， 出土时间相隔两年， 一幅是1972年长沙马王
堆一号汉墓， 另一幅是1974年马王堆三号汉墓。 巧合的是，
这两幅帛画都是在内棺盖上发现的， 都呈“T” 形， 都上宽
下窄， 都因年代久远颜色棕黄， 都在中部和下部四角各缀有
青黑色麻质绦带， 都用三块单层细绢拼成， 顶端横裹一根竹
竿， 上系丝带， 可以张举。 难道真的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
它们有如此雷同之处， 其实是一种必然。

一号汉墓帛画自上而下描绘了天上、 人间、 地下三界情
景， 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 描绘了宇
宙背景下的死亡现象： 日升日落， 月亏月圆， 循环往复， 是
生命死而复生的象征； 扶桑树作为太阳栖息之树， 是具有不
死和再生力量的神树； “不死之药” 让嫦娥由人而成仙， 体
现了人们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 通过种种神话演绎， 表达了
人们相信灵魂不灭、 人死灵魂可以升入天国的观念， 寄托了
再生与永恒的愿望。

帛画上部描绘宁静和谐的天界图景。 右上角有一轮红日
和一株扶桑树， 日中有金乌， 扶桑树间散布着八个小太阳。
古代传说有十个太阳， 都住在汤谷的扶桑树上， 其中一个太
阳在树顶， 九个太阳在下面枝叶间歇息， 它们每天有一个轮
流出来值日。 关于日中金乌， 有学者认为是我们祖先在观察
太阳时所发现的日斑， 即“太阳黑子”。 左上角有一弯新月，
月中有玉兔和蟾蜍， 还有坐在飞龙翅上双手托月的女神。 这
是关于月亮的神话， 月中阴影被古人想象成玉兔和蟾蜍。 显
赫的日神和月神中间， 是一个人首蛇身神， 有人认为是传说
中的人类始祖神女娲， 也有人认为是能左右昼夜、 四季和风
雨的烛龙神。 日月神和蛇身神人之间， 是盘旋的飞龙和高飞
的鸿雁， 兽头仙人骑着怪兽振铎作响。 天界下端有一道天阀，
由守门神“帝阁” 和神豹守护。 传说天门有九重， 每重都有
虎豹把守。 这是臆想中的天国景象。

帛画中部描绘墓主人及其侍从出行的情景， 他们站在由
两只神豹支撑的平台上。 平台下有帷帐， 帐内陈设案桌和各
种祭器， 侍者肃立两旁， 应是人间祭祀场面。 两侧还绘有交
缠穿璧升腾向上的龙。 这是对人间出行和祭祀景象的写实性
描绘。

帛画下部描绘的是地下幽冥世界。 一个赤裸上身的巨人
蹲在两条交缠的大鳌鱼上， 双手撑起平板， 胯下有一条赤蛇，
巨人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口衔灵芝状物的大龟， 龟背上都立
有一只猫头鹰。 猫头鹰可能是取其夜晚双眼圆睁， 守卫死者
魂魄的意思。 有人认为巨人是水神禺疆， 也有人认为是载地
的地神， 托举的平板象征着大地。 地下与地下交界处有猛兽
和灵龟守卫幽冥之门。 这是关于幽冥世界的景象。

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虽然外形如出一辙， 但两者在内容
上既有相近之处， 又有细微的差别。

这是一个人神杂处、 寥廓荒忽、 怪诞奇异的世界； 这是
一个充满了幻想、 神话、 巫术观念的世界； 这是一个充满了
奇禽异兽和神秘符号与象征的神性凝结。 它们不仅仅是一些
人物、 动物的形象， 更是借助符号化和象征化的动物， 抵达
一种艺术内容和审美对象， 并散发出那个已经逝去岁月的一
缕缕自然气息、 浪漫色彩和神秘意味。

影视风云

《过年好》
是一部走心喜剧 崔国强

诗与画，是既异质、又相通的两种艺术形式。
诗是语言听觉的艺术。“宣物莫大于言”，说清楚一件事

的来龙去脉、曲折道理，非一幅画能表达明白，必须用语言
文字；画是视觉造型的艺术，“存形莫善于画”，要把一件事
物作具体逼真的描述， 再多的文字语言不如一张画照来得
简单快捷。

诗与画的有机融合， 是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一个重要特点，相当于现今所说的强强联合，能使艺术效果
达到最大化。历史上最受人推崇的、诗与画结合得比较好的
艺术家，当首推唐代大诗人王维。苏东坡赞其“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我在一些杂志和书上看
过《辋川图》之类的王维画照，真假莫辨，画是真好，只是当
时没有与画里有诗联系起来， 不知道王维水墨画风对后世
山水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王维的诗，倒是耳熟能详，像“红豆生南国”、“空山新雨
后”、“独在异乡为异客”等，张口就来。 我真喜欢王维的诗，
除清雅闲逸、恬淡萧散外，实实在在有读诗如读画的感觉。
做诗不易，画画不易，要做到诗如画、画如诗，无论如何，都
是更加不容易的事了。 纵观历史，诗画兼工者极少。 因诗的
感动力与想象力，将画的意境加深加远，确非一般人所能做
到的。 但王维做到了。

王维诗画兼工，且两者都对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
们知道，绘画以“再现自然”为基调，所以决定画的机能是
“见的艺术”；诗是以“言志”为其基调，所以决定诗的机能是
“感的艺术”。诗由感而见，才诗中有画；画由见而感，才画中
有诗。

故诗与画的融合， 变得奇妙而丰富多彩。 像“野水无
人渡， 孤舟尽日横”， 你说它说了什么， 似乎没说太多的
什么， 而挥之不去的， 是那种没说太多的什么中， 却释放
了太多的用语言无法透彻表达的情趣、 意境。

先贤睿智，未敢望其项背。 但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可以
努力来体验诗书画的美感。于是，我视诗如画、绘画如诗，日
夜揣摩，不曾放松。不揣冒昧，将我的“快乐星期七———崔国
强诗书画系列”中诗与画之一，呈现诸读者前，以作鞭策我
前行之动力：

冲开束壳见光明，
朗朗乾坤万象萌，
扫视周边多少路，
牢牢记住向宽行。

墨润潇湘

翰墨飘香

雨夜读碑
会古意

珠联璧合
诗与画

福猴呈祥 李沛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