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正自作的《咏辣椒》诗。

杨胜群

在我熟识的艺术家中， 唯有书法家
邹正不仅始终自诩“草根”， 而且常常
自曝自己是“三无” 之人———无学历、
无背景、 无钱财。 在他自己提供的简历
中， 也看不到“师从某某大师” 的话。
很多人称他为“草根书法家”。

邹正的家乡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市华
容县。 我对那里的山水草木很熟悉， 因
为那里也是我的家乡。 八百里洞庭沃
野， 草肥水美， 曾经是“扁担插下去都
会发芽” 的地方。 那里的草用火烧过，
用水淹过， 十天半月之后又是一地新绿
和蓬勃。 就是这样的地方， 曾变得千村
薜荔、 万户萧疏、 百结衰草。 邹正是在
饥饿、 疾病和失学中长大的。 但他如同
一棵顽强的小草， 不向命运低头， 16岁
那年毅然背起行囊， 走出乡关， 只身外
出学艺谋生。 这一走就是34年， 走出了
他人生的新绿， 走出了他人生的蓬勃。

邹正学艺的道路， 也是他谋生的道
路。 他浪迹湖南湖北城镇乡村， 靠给老
人画遗像、 给人家红白喜事写对联为
生。 世俗的势利， 也许在底层社会不是
太厉害。 他又是那种给一点阳光雨露就
能发芽的“草根”。 他居然在长江边一
座小城有了自己的事业， 并娶妻生子。

小城北通巫峡， 南及潇湘。 在那里， 他
认识了很多人， 结交了很多朋友， 有文
化人， 但更多的是“草根” ———耕樵渔
猎者。 可以想见， 这个驿站对他的人生
和艺术生涯有何等独特的意义。

一个人出身“草根” 并不难得， 难
得的是不管贫贱富贵都始终保持“草
根” 心性和情结。 邹正成器之后， 走进
了大城市， 但他本色不改， 不朝不仕，
偏居城市一隅， 过着他的“草根” 生
活。 作为书法家， 他正是这样从原生态
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激情和源泉， 使他
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感知和自然
美感，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走进了大雅
之堂， 走出了国门， 也走进了寻常百姓
家。

有的评论说邹正是由“草根” 进而
到“楚狂人”， 写出了他的一种风貌，
也道出了楚文化对他的影响。 洞庭湖畔
是楚风氤氲之地， 湖湘文化膏腴之地，
邹正生于斯， 长于斯， 学艺谋生于斯。
尽管生活曾经对他有过不公平， 但是这
个社会和时代造就了他， 他感恩社会和
时代， 也爱这个社会和时代。 他主张书
法创作要融进“精神旋律” 和“情感语
言”。 这种“精神旋律”“情感语言” 在
他那里， 就是一种忧国忧民情结。 作为
一个书法家， 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更多地

表现为一种对艺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对书法艺术界的
种种浮躁和虚华总是指斥无遗， 不留情
面。 有人说， 邹正为书为文总有一种喷
薄而出的情绪， 这种情绪大概就是一种
“忧患” 情绪， 也是一种“草根” 情绪。

墨润潇湘

“草根”书法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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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辉

7月30日中午，顶着烈日，郭文光
从醴陵匆匆赶回长沙，与出版社编辑
会面，商谈《中国陶瓷艺术百家·郭文
光卷》的出版事宜。

今年48岁的郭文光，是国家一级
美术师、长沙画院常务副院长。 近年
来，他痴迷瓷画创作，往返长沙、醴陵
两地，用画笔书写着湘瓷艺术的“双
城记”。

“艺术是我永远的初恋。”郭文光
说。他对艺术的痴迷发萌于小时候。4

岁时，他就对家里的字帖、美术书
情有独钟。 他回忆说：“也许从

那时起，艺术的痒就渗入
了我的血液。 ”大学时

读工艺美术专业
的他， 还广泛涉
猎了雕塑 、景
观设计等。 中
年他负笈北
上， 拜艺术
名家范扬 、
杜 滋 龄 为
师，刻苦磨
炼数年，从
山水人物到
写意工笔 ，
创作速写样
样都不错。

不过 ，郭
文光有个心结。

大学时他开始学
画人物画， 尝试过

青花瓷、 粉彩瓷、珐
琅瓷等多种表现形式

与载体，尽管技法各有所长，但都没
达到他理想中的效果。 2000年前后，
郭文光找到了答案———醴陵釉下五
彩瓷，经过1380摄氏度高温，可历千
年不褪色，它的稳定和绚丽，与他宗
教题材人物画表现的沉静、隽永相得
益彰。

“跨界”不易。 瓷面不同于纸本。
陶瓷绘画要求立体构图，让观者感受
到画面和器型的完美融合、 和谐一
体。窑火燃诗情，泥土生画意。经过不
懈的尝试， 郭文光攻克种种难题，开
始在瓷器上书写他对艺术的独到见
解。 由于瓷画还要经受窑火的“二次
创作”，对艺术追求完美的郭文光，不
得不时常面对“十窑九不成”的现实。
但他却充分享受着创作的过程，哪怕
是摔画，“也有一种痛与痒的那份挠
乐”。

耐得住大寂寞， 方能凤鸣高岗。

2012年，郭文光的《罗汉图瓶》被中
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2013年6月，他
的《观音菩萨》瓷画在香港保利拍卖
会上被名流竞拍收藏；同年11月，《四
大天王》《观音宝像》在澳门双年展上
引发热议。 2015年，他的作品《阿罗
汉图(神秀与慧能)》获中国陶瓷艺术
大展金奖，《佛心如花》获第五届“大
地奖” 陶瓷作品金奖，《观音菩萨宝
像》在第二届法国戛纳中国文化艺术
节中获“完美表现奖”。

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叶佩
兰曾评价说： “作为当代醴陵釉下
彩的代表画家， 郭文光继承传统工
艺技法之精髓， 瓷上作绘犹如行云
流水， 挥洒料彩如墨， 一气呵成，
集书画大成， 釉下五彩装饰技法艳
丽， 线条在瓷胎上如水墨般流畅，
填彩配色分水技艺精湛。”

郭文光说：“传统陶瓷应结合时
代元素，在题材、装饰、表现手法上创
新。 ”今年5月的深圳文博会上，他以
长沙窑烧造陶瓷为造型素材创作的
《丝路赞歌》《丝路佛光》两件作品，浑
厚抱朴，丝路文化特色浓郁，分别获
得“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及铜奖。

“长沙窑、醴陵瓷是湖南骄傲。重
燃千年窑火，让泥与火的艺术焕发光
彩，需要艺术家和匠人的坚守，也需
要多多宣传湘瓷这张名片。 ”郭文光
说。

“我的3件作品和40多件湘瓷精
品已经起运法国， 将参加8月底在巴
黎举行的‘湖南文化走进法国’展览。
美丽的湘瓷一定将再次吸引世界的
目光。 ”郭文光信心十足。

闲将散笔
写丹青
熊佩凤

用“闲将散笔写倪迂，树色岚光淡欲
无”来形容刘继炜其人其画，真是恰到好
处。 诗中的“闲”“散”“淡”，既将其性情之
淡泊、襟怀之宽广刻画出来，亦状写出画
家画风之简约、 用色之空灵。 刘继炜常
说：“我喜欢写生， 每每带领学生走进大
自然，就有一种脱离喧嚣、远离世俗的快
意。 ”所以他常常一背包，一画笔，在晨曦
里徜徉，在黄昏中流连，“流水澹然去，孤
舟随意还”，诗意而自然地走着、写着、画
着、沉醉着。

刘继炜， 怀化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1988年毕业于湖南师大美术系，2001年进
修于中央美术学院，常年从事油画专业教
学与创作。 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以
及多年写生油画的教学和创作感悟，使他
钟情于在西方油画中深深融入中国绘画
的写意精神，加上对灰色调的迷恋，让他
的画朴素中见空灵，朦胧中富气韵，饱含
诗意的意境美。

刘继炜性格是沉静的， 喜欢思考，不
事张扬。 他迷恋于天亮时的原野和黄昏时
的山峦，这是一天刚刚开始或者一天行将
结束的时刻， 晨岚初生或者暮霭初合，黑
暗与光明交织，喧嚣与沉寂交汇，是一天
中最适于独处、最适于思考、最适于与天
地宇宙对话的时刻，也是最适于在灰蒙蒙
的时空里以灰色的笔触描绘人生、刻画人
性的时刻。

写生是磨砺艺术语言、 激发艺术感悟
的最直接手段，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烟林寒
树、古树昏鸦、破桥老屋，甚至一阵松风起
山间、 一片残叶舞秋风， 都会让他彳亍沉
吟。 在刘继炜的笔下，自然之景既是真实之
景，也是心中之境，他把自然风景和人物活
动有机结合起来， 把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
界瞬息变化的敏锐捕捉有机结合起来，努
力发掘大自然的诗意美。

写意是中国画的精髓，在刘继炜的油
画里，缥缈、空灵、苍茫、沉郁是形，在形里
面，你也许看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株
逼真的树，但透过若隐若现的炊烟或弯弯
曲曲的小径， 你分明能感受到小草在发
芽，蛰虫在拱土，山泉在浅吟，生命在涌
动，气韵在律动！ 近几年，刘继炜带领学生
夜卧黄河寨，晨起古黔阳，在感悟祖国大
好河山的同时，更关注异地高原自然条件
的恶劣，和那里人们生活的艰难。 所以，他
的灰色调画作里，又多了些淡淡的哀愁和
深深的忧虑。

刘继炜说他最欣赏梵高的一句话：
“当我画一个太阳， 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
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
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
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
力；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
的一生。 ”这里面，深含着他对人生和艺术
的感悟。

《大嫁风尚》之
爱情“宝典”
杨柳湾

电视剧 《大嫁风尚》 最近在湖南娱乐
黄金时间播出。 给苦夏的一票追剧族以惊
喜、 思考， 让他们大呼过瘾。

婚庆策划师夏燃与整形医生金志豪的
爱情浪漫曲折 、 真挚美好又让人忍俊不
禁。 高学历、 家庭条件好、 事业蒸蒸日上
的金志豪， 5年前谈婚论嫁的女朋友突然
人间蒸发， 从此生活上 “冷” 得让人浮想
联翩。 在婚礼上被男友放鸽子的夏燃， 年
轻漂亮 、 大大咧咧 、 包容仁爱 、 侠肝义
胆。 他们阴差阳错地闯进了彼此的生活 。
为了应付患心脏病的母亲， 金志豪与夏燃
假演婚礼、 假扮夫妻、 假装吵架、 假装怀
孕。 两人共同生活， 共同帮助别人， 共同
面对问题， 两个人都 “入戏” 了。 谎言拆
穿， “各找各妈， 各回各家” 后， 两人发
现彼此相爱了， 爱得纯粹而自然。 爱的序
幕远没有完全拉开， 金志豪的前女友聂璇
出现了……

“得之者幸 ， 失之者命 。” 是夏燃经
常讲的一句话， 下面几点是夏燃面对爱情
挫折的 “宝典”。

宝典一： 真诚。 前女友聂璇与金志豪
再度交往。 摆在金志豪面前的， 一边是近
１０年的感情， 另一边只是几个月的时间 ；
一边是聂璇曲意迎合， 谎言不断， 一边是
为他人作嫁衣， 不遗余力； 一边是步步为
营， 咄咄逼人， 一边是成全爱人， 独自疗
伤。 而聂璇与金志豪再度相逢后， 金志豪
几度要说一下他与夏燃的感情， 都被聂璇
堵了回去 ， 金志豪连开口的权利都没有
了。 聂璇不是不知道夏燃的事， 但是她怕
失去金志豪， 她的虚伪把金志豪送回了夏
燃的身边。 真诚就是分水岭， 真诚就是试
金石。

宝典二： 为对方着想。 有三个桥段特
别感人。 其一， 聂璇发现金志豪已经爱上
夏燃后， 气势汹汹地来找夏燃为她筹划求
婚仪式， 冷超问夏燃要不要告诉金志豪 。
夏燃说他已经有太大的压力， 不打算再给
他施压。 其二， 双胞胎美女整容。 金志豪
要为这对双胞胎美女制定整容方案。 聂璇
想到的是整好后金志豪可以名利双收， 而
夏燃在劝慰中提到的却是双胞胎整成明星
脸后的种种恶果， 为双胞胎美女设身处地
规划人生 。 这也正是金志豪的初衷 。 其
三， 当金志豪知道夏燃与相亲对象到夜店
时， 放心不下， 乔装打扮混进夜店， 救夏
燃于水火之中， 男人的担当责任于此可见
一斑。 剧中类似的情节很多。

宝典三： “吃醋 ”。 夏燃早已把自己
比喻成祖传开醋作坊的， 就不说了。 在金
志豪发现自己对聂璇只有责任而心里爱的
是夏燃后 ， 真正促使他大胆说出 “I love
you” 的 ， 是夏燃前男友蒋剑南一步一步
实施的求爱求婚计划 ， 最后在夏燃生日
party上 “劫 ” 走夏燃 ， 大胆 “摘走小苹
果”。 “醋” 真是一个好东西， 没有 “醋”
就 没 有 爱 情 。 在 爱 情 这 锅 “ 汤 ” 里 ，
“醋” 比 “糖” 更甜。

剧中的爱情很多。 夏母杨素珍与丁一
的黄昏恋； 哥哥夏烨与郝佳婚后不能生孩
子的考验 ； 受伤毁容的消防员王京与木
木、 身患重病的游泳运动员陈霄与小静 、
共患难不能同荣华的耿总与顾晓曼、 身患
绝症又隔膜丛生的小强与小雨……宏大的
叙事结构， 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
面， 善良诚信的光辉始终照耀着和谐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 男主女主在不断成全别人
的过程中 ， 找到了爱情的真谛———“爱情
就是为对方全心全意地付出”“爱就是没有
一点犹豫的投入”。

该电视剧对话时尚， 接地气。 网络语
言的嵌入， 毫无违和感。 噢， 还有， 剧中
的假结婚有点多。 特别是聂璇的假结婚站
不住脚 ， 为了绿卡而结婚 ， 绿卡到手离
婚， 是俗套老旧的桥段。

艺苑掇英

享受艺术痛痒中的
那份挠乐

荧屏看点 艺苑跋涉

刘继炜油画《春江水暖》。

高帅

鼓舞是湘西苗族运用最为普遍的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鼓乐指挥生产劳
动，传播民族文化，娱乐身心，把音乐、
舞蹈、 表演等艺术种类有机组合在一
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随
着时代的变迁，苗族鼓舞已成为苗族人
民最喜爱的舞蹈艺术形式。 2006年5月
20日，湘西苗族鼓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石顺民成为第三批国家级“非
遗”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

湘西苗族鼓舞是我国苗族地区最
独特的舞蹈艺术。 据历史文献记载，该
舞源于汉代以前，产生在苗族祭祀活动

中。 远古的湘西苗族人民生活在荒山峡
谷之间，过着原始农耕生活，文化知识
和生产生活滞后。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
劳动生产和斗争中，人们为提高精神生
活，击鼓作乐，逐渐创造出“苗族鼓舞”
艺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苗族鼓舞将传
统技艺以十分现代的方式呈现出来，不
断丰富发展。

明清时期的史料显示，当时的苗族
鼓舞与民间祭祀活动紧密相联，鼓被赋
予了神圣感，而舞的目的是为了迎神娱
神。 民国时期，鼓舞逐渐从与祭祀并行
的娱神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日常节庆
中的娱人活动，每年农历正月初二到十
五都有持续不断的“年鼓”表演，苗鼓的
神秘感和仪式化已经淡化，逐渐与苗族

人民的生活融为一体。 新中国成立以
来， 鼓舞作为湘西本土的艺术精华，多
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当地鼓手和文化精
英也积极参与到对鼓舞形式、套路的编
排和创新中，人们将模仿生产劳动的内
容，如犁地耕田、绣花纺纱等也加入到
了鼓舞表演中。

“苗人爱鼓，几近痴迷。 ”石顺民说，
苗鼓早已渗透苗家的点滴生活中，婚嫁
迎娶打“猴儿鼓”， 丧事祭坛打“老人
鼓”，贵客来了打“迎宾鼓”……赶秋节
上，四乡的苗民请出封祭的苗鼓，击鼓
狂欢，鼓手们各施绝技，闪展腾挪，
比个高低；青年男女们则以鼓为媒，
击鼓盘歌传情。 在湘西，苗鼓是一门

古老的艺术，同时也是一门不过时的艺
术。 白皙的脸庞，小巧玲珑的身材，眼眸
清澈流转，今年67岁的石顺民没有丝毫
“老太婆”的迹象。 石顺民是新中国的第
二代苗鼓王。 第一代苗鼓王龙英棠去世
后，石顺民便成了苗鼓的代言人。

艺术地图

来自
千年前的鼓声

郭文光《阿罗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