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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尘逸

与邓星光相识， 是在今年“六一” 期间。 他专程赶
赴宁乡， 是代表其所倡议成立的艾滋儿童求助专项基金
公益组织， 看望与救助一名艾滋病女孩“莎莎”。 匆匆
一别， 他成了我微信关注的朋友， 看他的微信， 看他的
公众消息， 偶尔， 也会通个电话。 邓星光， 一个令人敬
佩的、 有大爱的人。

邓星光，湖南邵阳人，曾为军人，现在是电影编剧、出
品人、制片人，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艾滋儿童救助
专项基金（筹）发起人。 2008年，有心的他被一则新闻震
撼并深深地吸引。 新闻说，2007年太湖遭遇水危机事件
后，当地党委、政府确定了“应急治藻、铁腕治污、科学治
水、彻底治太”的整体思路和治理方案，并创造性地在太
湖流域率先推行了“河长制”。在“河长制”推行的一年中，
太湖沿岸淘汰和关闭了上千家污染企业。 邓星光感动的
同时受到启发。 根据这个题材，他编排了音乐剧《情系太
湖的河长们》，演出获得成功。邓星光继续琢磨：政府一把
手担任“河长”，应该广泛宣传。于是萌生了把“河长”拍成
电影的想法。 他花了近一年时间去实地考察， 搜集到长
达几十万字太湖治理和“河长制”治水治污事迹的素材。
素材搜集与整理到位后，便开始了《河长》的剧本创作，于
2010年完成了他电影处女作的拍摄。 作为中国首部环保
公益电影，2010年，该片成为当年“六·五”世界环境保护
日献礼片。

时隔6年， 邓星光完成了他第二部电影的拍摄与制
作， 这是他6年来精心打造之作。 2015年5月26日， 世
界首部关注艾滋儿童防艾禁毒电影 《爱你的人》 在全国
政协大礼堂首映， 成为我国宣传和预防艾滋病精品故事
影片的开山之作。 作为编剧和总制片人， 邓星光说， 创

作这样一个题材的影片， 是呼吁社会更多的人能够关注
毒品、 艾滋病对青少年、 对家庭、 对社会的影响， 让更
多的人投入到正确对待艾滋病、 反对艾滋病歧视、 关爱
艾滋病致孤儿童的行动中来。

电影 《爱你的人》 剧本取材于邓星光6年前偶然听
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女主角“杜鹃” 是偏僻贫困山寨
里走出来的女大学生， 一次回家途中， 遭遇一个摩托车
司机施暴。 公安人员称， 该犯罪嫌疑人吸毒而感染了艾
滋病。 “杜鹃” 疑似感染， 因此遭受着周边人的冷漠与
歧视， 无奈之下， 她离开学校， 凭借一颗坚强与纯真的
心， 勇敢面对人生， 用全部爱心去帮助更多的艾滋孤
儿。

循着“杜鹃” 的足迹， 邓星光了解和接触到一个特
殊的群体———艾滋孤儿， 并试着走进他们的生活， 了解
这群孩子的内心世界。 从广西柳州一位与一条狗相依为
命的艾滋病男孩“阿龙”， 到大凉山的彝族女娃“吉克
阿呷”； 从四川西充被“驱赶” 的艾滋儿童“坤坤”， 到
湖南某地因其他家长联名给校方施压而被迫辍学的艾
滋病女孩“莎莎” ……一个个遭遇不幸的孩子的痛苦经
历， 更加坚定了邓星光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 他一头扎
进创作之中， 走访了我国以西南地区为主的大半个
中国的艾滋病重点地区， 深入到数十所艾滋儿童救助
机构 （学校） 与艾滋儿童亲密接触， 与他们生活在一
起， 了解他们内心的苦痛和对生活的向往， 一晃便是整
整4年……

又花费两年，邓星光锲而不舍地进行该片的拍摄与
制作。 影片延伸展示，“杜鹃”来到一所由艾滋病患者“浩
宇” 创办的艾滋孤儿学校当了一名志愿者。 在这个没有
歧视、充满大爱精神的环境里，“杜鹃”在孩子们身上找到
了人生价值和心灵归宿。 当被确诊没有感染艾滋病后，

她毅然返回艾滋孤儿学校，继承创办人“浩宇”的遗志，为
这群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

与此同时， 邓星光发起成立了艾滋儿童救助专项基
金， 并承诺， 将电影的部分票房收入作为首笔基金捐赠
给艾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 2016年12月1日即“第29个
世界艾滋病日”， 《爱你的人》 在全国5000家影院同步
上映。

邓星光说： 作为电影人， 艺术是我的生命， 但我更
关注生命！

而我要说： 爱， 哪怕其光微弱如星， 也是我们最好
的“名片”。

佘意明

最近， 湖南株洲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教授苏厂元撰写的 《速写研究》 一书由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引起学界的好
评。 这是他长期醉心于山水画写生的一
部实践心得。 谈起自己走过的艺术之
路， 他归纳为“三游”， 即游山、 游学、
游艺。

�游山

苏厂元说， 没有扎实写生功底的画
家， 行将不远。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
知此事要躬行”。 只有走向自然， 艺术家
才能了解山脉的走向、 山势的结构以及
林木的千变万化， 才能从中感悟自然之
美， 实现与天地万物对话； 也只有深入
体会风景， 艺术家才能将生活之景转化
成心中之境、 画中之情。

从1981年开始， 苏厂元每年要到外
面写生2到4次。 30多年来，他累计完成写
生作品2万多幅。 早年，他师从的是曾晓
浒、王金石等岭南派画家，每年到广西、
海南、贵州等地写生。 其时，他在湖南工
大教书，只有利用寒暑假去写生，有时在
写生基地过年，吃的是随身携带的干粮，
当地的老百姓看到他如此勤勉， 往往喊
他一起吃饭。 12年前，他突发奇想，一个
人跑到了太行山写生， 当即被北方的山
水奇景所吸引。 为了画好太行山，他竟然
调到了河南安阳工作。 直到前几年，他感
觉自己年岁不轻，终究想叶落归根，便又
调回株洲教书。

苏厂元何以如此痴迷于写生？ 他
说， 自己是船工的儿子， 小时候在湘江
里撑船摇桨浆， 与株洲的山水结下了不
解之缘， 成为教授、 画家后， 依然不改
少年时期喜好游历山水的本色。 他的
《朱亭山水图》 就是经过几年的写生而
演变画成的。

�游学

古人提倡“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讲的就是游学之道。 苏厂元说， 画家去
“游学”， 是需要有“两把刷子” 的。 如
果你胸无点墨， 很容易被人瞧不起。 为

此， 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修炼， 用一个字
概括， 就是“苦”， 即苦读、 苦写、 苦
画。

苏厂元说， 游学， 有时对自己是一
种超越。 原本精于南方山水的他突然沉
湎于北派山水， 便放弃了湖南工大系主
任的位置， 调到安阳工学院当一个普通
老师。 在安阳， 他起早贪黑， 硕果累累。
苏厂元说， 现在的年轻人把游学看做享
受， 其实是误解。

在安阳， 他遍访名家。 一个偶然的
机会， 他结识了中国山水画大师宋涤，
两人一见如故。 宋涤对他青睐有加， 耳
提面命。 苏厂元说， 从宋涤身上， 他学
到了很多， 也成熟了很多。 艺术家如何
对古典走进去又走出来， 如何打造自己
独特的笔墨语言， 这是一条艰辛之路。
不走出去， 画家很容易坐井观天， 不知
道天高地厚。

�游艺

“游于艺”， 就是掌握技能已经达到
圆熟的程度， 做到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能够收放自如。

苏厂元的作品里所表现的山川之
妙， 在于笔墨间隐现出一种人文情怀。
他总立身画外去洞察宇宙间山山水水的
无穷幻化， 贯通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来
成全自己的奇思妙想， 再以纵横万里之
势进行构图与创作。

在笔墨语言风格上， 他紧紧抓住山
水精神的大象， 在自然山理脉络中表现
山势的起伏跌宕与蜿蜒连绵， 以及厚重
沉郁的地理特征。 有时以泼墨为主，以赋
彩为辅； 有时以皴擦为主， 以晕染为辅。
他的《万壑松风》体现了自己对传统文化
的深入理解和对现代文化潮流的把握，
传达了一个艺术家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
歌颂。 这幅作品的画面以太行山地理特
征为构图，用勾、勒、皴、擦、点等综合技
巧，描绘出山石的肌理，留白之处烟锁云
断，气势浩大磅礴，笔墨灵动，墨色渗透，
意境旷达空濛， 把心中的千沟万壑呈现
于笔下的咫尺之间。 近景之处是一排形
态各异的青松， 把江南山水的那份温润
秀丽，清静幽闭的特点融入其中。

庐臣

写了20多年字， 感受和想
法也不少， 现整理出来， 与同
道共享。

书法首先是个手艺活。 你
必须熟悉纸和笔， 就如同木匠
要熟悉斧头和锯子一般， 经典
碑帖就是引进门的师傅， 这个
道理看似浅显通俗， 却耐人寻
味。 古人的字好， 原因很简单，
他们写字的时间比今人多， 纸
笔是他们身体的延伸， 汉字就
似他们菜园里的一蔸白菜， 主
体与工具已合为一体。 今人太
忙， 又有足球和股市需要留心，
写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已算勤
奋了。 贴近古人的状态， 把手
艺弄精， 最好的办法是临帖。

虔诚而忠实地临帖， 亦步
亦趋， 收敛自己既有的书写习
惯， 全力钻进古人的“条条框
框” 中去， 不要怕像古人， 就
是怕不像古人， 能临九分像，
就不要减作八分像。

常见一些人， 眼手不到位，
临帖不像， 曰“意临”， 欺骗自
己， 误导他人。 道理很简单，
就如同全力以赴追美女， 求之
既得， 自然美妙， 求之不得，
只好“意临” 了。 说到这里，
肯定有人要反驳我， 大师临帖
也有不像的， 难道不是“意临”
么？ 我只能说， 你不是大师，
或者在成为大师之前， 你只能
先老实做事， 这是成为大师或
者大家的必由之路。

在选定一帖后， 我的做法
是先看几天， 也就是读帖， 然
后通临， 待对这个帖的风格有

一定感觉后， 即进入重要的阶
段———细临， 选取帖中最吸引
我的局部， 一个字一个字地，
一笔一画地， 精确地临， 而且
在行列上不要改变， 这样可体
会原帖行气章法的精神。 常言
道， 细节决定成败， 如看跳水
比赛， 同样一个107C的动作，
得分往往不同， 原因就在于动
作完成质量不同。 当下写王字
者不计其数， 普通人与高手的
差别， 往往就在这些局部的细
节上， 就在起收使转的到位程
度上。 细临这个环节最重要，
临到一定程度， 可收到举一反
三、 事半功倍之效。

用笔、 结字、 章法， 这三
要素孰重孰轻， 前人多有争论。
大家对此三者， 俱有取舍， 而
此三者对我辈同样重要。 在临
摹学习中， 往往会顾此失彼、
不可兼得。 留意笔法， 结构会
不好、 行气会不顺； 注意行气
章法， 笔法又不到位。 我的办
法是， 在某个阶段可侧重结字，
某个阶段多关注用笔， 某个阶
段多体会章法。 王字风格的经
典中， 学 《圣教序》 宜效其结
字完美， 临摹本手札要多揣摩
其笔法的灵活多变， 习 《阁帖》
《书谱》 当体会其行气之妙。

临帖是相当枯燥之事， 但
如果你临得和 《兰亭序》 《寒
食诗帖》 等原帖相较， 惟妙惟
肖， 几欲乱真时， 那种愉悦绝
不亚于创作！

临帖是一辈子的事， 连王
铎那样的大师， 晚年都一日应
索书一日闭门临帖， 更何况我
辈！

苏高宇

独一份
1999年8月， 我请沈鹏先生为我结婚证签

名， 先生莞尔： “在结婚证上签名， 这还是独
一份哩。” 尔后为我结婚证签名的尚有白石的
公子齐良迟、 李可染夫人邹佩珠、 徐悲鸿夫人
廖静文， 以及林锴、 范曾等。 讵意两载之后，
齐良迟与林锴先生俱以顽疾侵撄， 天伤斯文，
遽殒其生。 回溯往事， 感叹不已。

精神病院院长
王文芳先生 ， 以山水享盛名 ， 桃李满天

下。 先生于门人怜爱有加， 自许为衣食父母，
受其 “春晖” 恩泽的实指不胜屈。 某年寒秋，
先生在商场见有新款毛衣 ， 随即购买一式五
件。 导购见状， 颇觉奇怪， 乃弱弱地问： “先
生方便告诉我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先生随
口道： “精神病院院长哩！”

谈艺录

画苑拾穗

艺苑掇英

“星光”大爱
邓星光今

年6月1日陪同
艾 滋 病 女 孩
“莎莎” 在宁乡
老家过“六一”
儿童节。

艺苑跋涉

殷婷

初见张璇，一袭长裙，乌发披肩，
于花影中静立，温婉如水。及至交谈，
则讶异于她性格的直爽，颇有几分女
中豪杰的味道。 待谈到她的从艺经
历，才猛然间将两个让我念念不忘的
戏曲舞台形象--紫英、辛追，合二为
一。 方才知晓，这样两个性格完全不
同、形象迥异的女性，竟然都是眼前
这位年轻的“80后”塑造演绎。

三年一届的湖南艺术节，百花丛
中， 两朵最为难忘。 一是2006年的
《紫英》，一是2016年的《辛追》。

我感动于紫英这一传统女性对
爱情的坚贞守望，她对素未谋面的丈
夫那种满怀期待的守候，对爱情的浪
漫憧憬，及至丈夫带回心爱女子后的
绝望心碎，这种情感变化、心路历程，
演员把捻得尺寸有度，那将内心外化
的表演身段展现得千回百转，让我几
度泪流。 现在我才知道，“紫英”是张
璇饰演的第一个主角，那年的她才21

岁。
这个出生于常德的妹子，从小就有着一股机

敏的灵性，才11岁，她就被前来招生的湖南省京
剧团刘晓茹老师一眼相中，作为潜力种子送到北
京市戏曲职业学院学习。

她主工青衣、花旦，先后师承艾美君、王蓉
蓉、杨春霞、李玉芙、刘秀荣、刘晓茹等老师。这个
聪敏的湘妹子颇得老师们喜爱，将毕生所得毫无
保留地一一传授。 2002年，她回到湖南省京剧团
工作，渐渐在舞台的摸爬滚打中形成了自己的演
出风格。 为了向艺术高峰继续攀登，2009年她又
进入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开
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 成为了湖南省近
50年京剧戏曲演员中第一个专业研究生， 省京
剧团名副其实的当家演员。

如果说《紫英》让她完成了从一个学习演戏
的学生到立于舞台的女主演的蜕变，那么《辛追》
则让这朵京剧之花全面绽放、异香扑鼻。

湖南省京剧团创排的《辛追》，以辛追其人来
表现广博深厚的湖南传统文化。 通过与编剧黄
维若老师反复沟通、认真推敲、用心斟酌，张璇终
于找到了辛追人物塑造的切入点。 从16岁到35
岁，由纯洁天真如一张白纸的少女，到历经沧桑
眼神深邃的成熟女性； 从利苍妻子的深情缱绻，
到利豨寡母的舐犊情深。 用三个人生阶段生动
地刻画、呈现了辛追这个人物的演进历程，得到
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在湘戏晋京展演活动中更是
受到北京观众的热捧，其婉转的唱腔、秀美雅致
的容貌，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演什么像什么。 这既得益于从小千锤百炼
的基本功，更得益于张璇肯学肯钻的勤奋劲。 那
种知己不足的奋力赶拼，那种对表演艺术的衷心
喜爱，让她忘了时光的飞逝，也不觉身心的疲惫。
艺术女神亦频频垂青， 一系列荣誉接踵而来：国
家二级演员、 全国德艺标兵、CCTV第五届优秀
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三等奖、CCTV第六届优
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优秀表演”奖和“特色
鼓励”奖、湖南省“十九和弦”第四届青年戏曲演
员电视大赛“十佳演员”和“头牌演员”、2006年
和2015年湖南艺术节田汉表演奖、 湖南省戏剧
芙蓉奖、湖南戏曲演员电视大赛“金奖”。

梨园风景无限好，姹紫嫣红开遍。年轻如张璇，
似初生小荷，盈盈一水间，令人期待盛放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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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璇扮演的辛追

书法是细致的手艺活

《杜鹃花之恋》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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