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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夕文：

头脑里面
有风暴

方雪梅

今年的夏末初秋，朋友相聚的饭桌上，见到一个面
孔俊朗的年轻人，在众人的谈笑声中安静地坐着，露出
一脸谦逊的笑。 朋友隆重地向我介绍这位而立之年的
水彩画家，说他叫刘夕文，有潜质和天分，画好；说无名
气无背景的他，几次获得全国美展的大奖，27岁就加入
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坐在对面的刘夕文， 似乎有点
羞涩，连连摇手说：哪里哪里，请各位多多指点呢。

没有看见作品之前，对朋友的话，我照例听着。 看
过太多的书画作品，听过太多的溢美之词，我愈发相信
眼见为实。 待走进刘夕文的工作室，我才知道朋友所言
不差。 工作室不大，墙上、画架上、桌上到处是水彩画。
每一幅都像一个洞开的新世界，以一种打击乐的猛烈，
抽打着我的认知。 水彩画，还能是这样的？ 雪景、云山、
村落、花卉、蝴蝶、细小的植物……看上去画面上的物
像是熟悉的，却又分明从常人熟知的世界里脱胎出来，
通过独特的笔触，丰富的用色与明暗处理方法，将一种
颠覆传统水彩画的陌生美感，传递给观众。 我惊叹，这
小伙子，从构思、取材、表现手法上太不从常规，太有自
我了。

细读墙上的那幅《硕果》，我的心里先是狂风大作，
巨浪掀天，为他笔下的才情震惊；继而是黄昏夕照、小
巷人家般的宁静，似乎回归到一个静静的梦中。《硕果》
由九幅小图组合而成，每一幅又独立成单元，它们用别
致的绘画语言，呈现细微到纤毫的植物世界：爆裂的板
栗、毛茸茸的草穗、披着铠甲的小松果、饱满灌浆的谷
子、秋天的老莲蓬、干枯的向日葵、露出果仁的核桃……
画面色彩丰富温润，青葱、藤黄、淡紫、湖蓝、熟褐，层层
变化，将背景之虚与硕果之实，糅合在一起。此画因其独
特的视角和表现手法， 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并获得湖南赛区银奖。

目光投向画架，上面是他刚画完的《山村雪景图》：
冷色的苍穹下，蓝紫色的山影，衬托着雪中的小屋；白
茫茫的大地上，孤单的几棵树，擎着褐黄的叶子；天光
斜照中，近处零星的灌木丛也显出土黄的色调。 没有人
影，也没有牲畜和飞鸟，一种极致的大静，直接渗入骨
髓。 这种写实风格的家园风俗图，亦使我想起了英国的
怀特、瓦伦，美国的哈斯提尼以及瑞典的拉森等人的水
彩作品，同样是对描绘的事物充满了感情，同样在画的
细节的处理上，有烟火人间的亲切。

《暖风素雨》是刘夕文入选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展
览的作品，充满了创意：明黄、熟褐、朱红、赭石等色彩，
泼在画面，仿佛是宣纸上的水滴，氤氲开来，又四处迸
裂，让人想到初夏的风，暖暖地抚过花田后，又迎来了
一场凉爽的小雨……读这画， 我有种莫可名状的欣慰
感， 为湖湘画坛才俊辈出而欣慰。《镜》《晨光》《域》等
画，水色淋漓，色彩变化丰富和谐，笔触大胆，将他年轻
头脑里的风暴和电闪雷鸣，呈现得十分清晰。 这些代表
作也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市的美术展览。

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后， 刘夕文来
到岳阳楼边，教书育人。 日复一日的教学之余，安静、内
敛、低调的他，在水彩画艺术的领域，却有着狂热的激
情：工作再忙，他也坚持每日必画；假期便到省城高校、
京城名师处学习求教， 或者到山高水长的大自然中写
生。 他在传统的技法上下功夫，更在打破传统程式上开
疆拓土，有种“画不惊人，不罢休”的霸蛮劲。 故拿出来
的东西总是与众不同， 大部分作品跳出了传统水彩画
写实的路径，向抽象、写意、求新的层面开拔。

“妙不可言”，是一种境界，而一个年轻画家，能将
不可言说的“妙”，用色彩、构图、光影等展现出来，仿佛
是宋窑之遇“窑变”，难能可贵！ 近年来，他的作品七次
入选全省大赛， 五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国家
级展览并获奖，数十幅作品被美术馆、博物馆及收藏家
收藏。 可见，这后生的实力，不可小觑。

敖铁虎

近年来有些人对“民间”书
风趋之若鹜，在“创新”大旗的舞
动下，那种无门无派，任意夸张
变形，似隶欲行，各体相杂，结体
稚拙，逸笔草草，颇显“才华”的
书体，成为一道风景，颇为壮观。
然而仔细体味，这道风景如连绵
的丘陵地带，仿佛一座又一座的
小山大同小异，似曾相识，游几
座足矣。

民间书风的兴起， 是和现代
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民间书
法笔致情趣暗合现代人浮躁的心
理。因为没有什么技法，尽显稚气
和俗气， 但在几千年法度的笼罩
下， 它透出了几缕不无新鲜的味
道，所以生手就握住如椽的大笔，
向心中的理想进军了。 而其中流
行的、显那么一点才气的、有那么
一点聪明劲的、 有展厅效应的书
法作品，就成为时尚。

几千年的书法发展史，古人
似乎把所有的字体都创造完了，
所有的技法都昭示尽了，到目前
为止，文字再向前发展的可能性
似乎只有字母化这一条路了，轮
到现代人，注定要在古人樊篱的
阴影下寻求突破，而现代人求新

求变的心理又是那么强烈，那么
急不可耐。 故挖掘古人未曾谋面
的民间书法就成为唯一的领地。
君不见有些人拿起笔只有几年
的时间，就能入展获奖，而十年
甚至二三十年书法学习者竟然
连展厅的门都摸不到。 笔者丝毫
不怀疑前者的聪明，但对此也是
有话要说的。

“民间”这个词是一个词语陷
阱，一不小心掉进去，得费很大的
功夫才能爬出来。 民间书法有它
原始的生命力，稚朴，率意，可毕
竟是粗糙的。诗评家于坚在《当代
诗歌的民间传统》 一文中直接说
出了他的“民间”：“民间坚持的是
常识和经验， 是恒常的基本的东
西。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
生活快节奏的社会，名誉、地位、
金钱、 利益带给人们一种莫名的
浮躁感。 现在除了一些活跃于书
坛的院校教授、 专职书家等少数
人有能力有条件从事书法研究
外， 其他绝大部分书家同道还在
为生计、 为过美好的生活而奔波
着， 学习书法多是作为一种追求
人生境界的手段， 抑或是一种追
逐名利的驱动， 一种忘却红尘的
排遣，一种怡情养性的调剂，一种
对生活感悟的思想等等。于是，在
“精英们”的示范下，在展厅的诱
惑下， 审美趋于雷同就成为一种
不可避免的现象。 而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的追随者， 又不可能具备
应有的学养、胆识和才气，因此，

浅薄雷同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
怪圈， 在日复一日的涂鸦中消耗
着追随者们的才学和灵气、 时间
和金钱。

虽然不可否认古代书法遗
产中那些残纸碎片，甚至民间有
些墓碑中不乏精品，为当时善书
者所出。 但大多数为下层军士、
工匠所为，知识修养低，所出欠
缺法度，格调野俗，而文理不通、
错字连篇也是屡见不鲜。 技法粗
陋，格调不高的书法，初学易得
形貌，但因其技法不丰富，内涵
不深邃，开通性差，极难深入，容
易形成狂、怪、野、俗之坏习气，
有些人自恃悟性高，可以探得些
消息，可以改造，化野为文，化俗
为雅，但艺术发展的一个简单规
律，即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优
秀传统，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
高峰的。 油画学习者如果没有素
描、色彩透视、解剖等基本功夫，
还能创造抽象派、印象派、现代
派等流派纷呈的画派吗?
� � � � 民间中有美好的艺术，那是
经过千锤百炼的。 同时民间中也
有丑陋的东西，那是人性中无法
回避的黑点的集合。 民间书法可
以也应该作为书法学习者的一
种参照系。 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
长河中，不应单单被它飘渺的身
影遮盖住自己的眼睛，应该让前
人在艰难、灵气、悟性中创造的
书法艺术的美，全面、深入地照
亮自己!

肖欢

革命历史题材从电影选材中
的“香馍馍” 逐渐变为一块难啃
的“硬骨头”。 如何在该类题材
上推陈出新， 十分考验电影工作
者的创作能力。 继与马德林导演
《通道转兵》 之后， 周琦导演再
度推出长征题材影片 《领袖
1935》。 早在今年7月的开机仪
式上， 周琦就声称这是一部“不
一样的长征电影”。 如今作品亮
相大银幕， 10月21日专家看片
会和11月6日的北京首映式上，
该片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叫
好， 有些专家甚至给出了“特别
具有现实意义、 时代高度乃至国
际性” 的盛誉 。 《领袖 1935》
究竟有何不一样？

不一样的视角
一个政党， 一支军队， 关键

之重是要选择好自己的领袖。 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
说： “该片一大新意在于， 从领
袖的造就和被确认的角度来写长
征。 反言之， 从长征的角度写中
国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怎

么产生的， 写党选择领袖的过
程。 这在以前的同类题材中从未
企及 ， 应该说， 《领袖 1935》
将长征题材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
高度。”

影片还有一个新意， 即以周
恩来的视角， 采用现实与回忆穿
插的非线性叙事方式， 来讲述
领袖的成长与选择 ， 讲述他
与毛 泽 东 之 间 的 血 火 情 谊 。
我们看到的毛泽东， 不仅是史
书中的毛泽东， 更是周恩来眼里
的毛泽东。 在与蒋介石的斗智斗
勇中， 在与党内同志的革命情谊
中， 在与贺子珍的患难爱情中，
在与普通战士、 百姓的鱼水之情
中……他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高度， 是领袖的不二人选， 又具
有一般人都有的人情、 人性， 让
人动容。

不一样的表达
写长征中的毛泽东， 四渡赤

水是绕不过去的内容。 战争场面
总是恢宏磅礴的， 以前诸多影片
往往动辄几千万元投入来重现这
些历史场景。 《领袖1935》 却
不直接呈现这场伟大的战役， 而

重在表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从
顶层书写的角度来解读四渡赤
水， 让观众看到战争的决策者是
如何为了不失战机而作出迂回作
战的决定， 从而更加靠近历史的
真实。

不一样的高度
导演周琦特别善于革命历史

题材的书写和另类表达。 2007
年 《革命到底》 讲述一位战士的
史诗， 算作是他个人风格初建之
作， 2012年 《通道转兵》 填补
了党史空白， 如今 《领袖1935》
又上升到另一艺术高度。 他在接
受笔者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总书
记说“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 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重
要嘱托， 我们要努力拍出“不一
样” 的优秀红色影片。

该片演员团队在介绍影片的
诸多细节和拍摄感受后说： 建议

“90后” 看看这部电影。 因为长
征队伍中很多人就是当时的

“90后”。 从那一代人身上可以
汲取很多力量， 走好自己人生的
长征路。

一蛙纳凉于荷下， 乘兴放
歌。 适花午睡， 为歌所扰， 起
而喝曰 ： “尔何由扰我 ？” 蛙
曰： “误会！ 误会！ 只因出身
音乐世家， 时而习之， 传承家
学耳 。 ” 花曰 ： “尔不鼓噪 ，
尚不失青蛙本色 ， 若自吹自
擂， 则蛙亦不似矣！”

有此倾城
好颜色
车昭益

初识尚仙， 是6年前在尚游中粮北纬
28度举办的个展上， 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袅袅婷婷， 话语不多。 我观尚仙的画，
尤其欣赏她的牡丹， 设色艳而不俗， 用
笔洒脱利落， 既有传统笔墨的底蕴， 又
富有时代气息， 自成一格， 让人耳目一
新。

在写意花鸟画家中， 尚仙是一位后
起之秀， 我留意她的创作有五六年了，
发现她在稳步前进。 尚仙花很大的精力
锤炼自己的笔墨技巧。 写意花鸟画继承
了王雪涛、 徐湛的风格， 又从西画色彩
法中吸收了一些因素， 使色彩更鲜亮、
丰富， 有视觉效果。 她的写意牡丹画，
表象空灵， 富于神韵。 笔与墨、 墨与色、
水与墨、 法度与自由、 理性与直觉之间，
被流动的生命气息所贯通， 灵动含蓄、
气象郁勃。 作品 《春风得意》 画面简洁，
牡丹枝干苍劲有力， 勾筋勒叶用笔洒脱，
使画面出现一种激越奔放的情绪， 更具
个性和时代性。 获得望城区群众美术大
赛一等奖的作品 《醉春风》， 构图别致，
画中的牡丹激情绽放， 花繁叶茂， 花瓣
层次丰富， 设色艳而不俗， 构图丰满。

尚仙， 长沙望城人， 自幼师从其父
著名金石书画家尚游习画， 擅长写意花
鸟， 现为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会员、 长
沙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她不遗余力地展
开对绘画语言的研究、 深入和纯化。 假
以时日， 相信她会有更多的奉献。

影视风云

《领袖1935》：
诠释不一样的长征

艺林掇英

艺苑风景

尚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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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苑拾趣

有一个说米芾的故
事。 有一回他得到了一张
极为珍贵的古宣，书之，结
果非常糟糕， 又是懊悔又
是叹息。旁人就问：这是何
故呀？ 米芾说： 心有杂念
么！

米芾在北宋是堪与苏
东坡比肩的书画大家 ，手
段当然没得挑剔的。 只因
为在写字的时候， 心里老

默想着这么难得的一张好
纸，可不能写坏喽，笔就怎
么也洒脱不起来了。

我是常常习惯用烂贱
的宣纸来书画的。 用这类
的纸张时， 虽然技艺仍是
拙劣了些， 还做不到心手
双畅， 可是单是一颗心多
数时候就没有挂碍了 ，而
书画的境界旨趣往往就打
这一处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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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鸣
得
意

刘夕文水彩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