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先余

为艺之事， 非文人雅士之专利，
书法亦然。 与书法结缘， 始于读师范
时。 那时我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在此之前， 书法一词还未曾进入我的
人生词典。 与那些出生于书香门第城
里的孩子相比， 此时学习书法， 我已
算是个“老学生” 了。 初入师范之
时， 我对书法一无所知， 在老师们的
启迪下， 我对书法渐有所感悟， 渐生
爱恋， 心中遂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梦，
一个关于书法的梦。

然而， 我对书法的悟性不高， 别
人几天就能拿下来的笔法、 技法， 我
需要写上几十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
所收获。 于是， 师范的某间房子， 迎
来了我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但我
始终相信， 勤能补拙。

师范四年时间， 我把我的课余时
间和精力几乎全花费在学习书法之
上。 我们学校对书法比较重视， 邀请
省内外的名家到学校给我们讲课， 还
经常带我们到校外参观各种展览。 于
是， 我的眼界渐开， 书路渐广， 我的
字也由进师范时的信手涂鸦渐入规
矩。 我也参加过一些赛事， 如湖南省
第五届大学生书法展入展、 湖南省规
范汉字比赛获软笔特等奖等。

师范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家乡新
化县一个偏远乡村学校半山中学，
别看这里偏远， 学校在本地却挺有
名声， 教学质量在全县名列前茅。
这里竟有一群书法爱好者， 我在这
里如鱼得水， 学校里有什么写字画
画之类的活也都交给我去做。 教学
工作之余， 我们时常一起谈论书法、
练习书法， 春节时为当地老百姓写对
联， 教学生们学习毛笔字， 教学相
长， 其乐融融。

2015年， 我投稿新化县书协组织
的“书道梅山———新化晋省书法作品
展”， 作品有幸入选。 取得了小小成
绩， 我的心也就“大” 了起来。 2016
年5月， 我投稿湖南省国家公务员书
法大赛， 作品有幸进入优秀奖之列。
参加比赛获奖了， 我很开心。

学习书法是一辈子的事情， 须穷
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 需要每一个学
书人保持一颗平常心， 有清醒的头
脑。 时代呼唤精品， 时代呼唤大家，
我愿以屈子的一句名言自勉： 路漫漫
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湄公河行动》：

震人心魄的
“主旋律”

彭鹤鸣

趁着考试后难得的休息日，我在网上看了前
不久票房大卖的电影《湄公河行动》。这部被称为

“前所未有的主旋律电影”的警匪动作片，确实惊
险刺激，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制作水准直追好莱
坞大片。

张涵予、彭于晏等人演绎的热血硬汉形象震
人心魄，追捕、飞车、枪战、搏斗，各种惊险场面带
来强大的视觉冲击，情节扣人心弦，让人紧张得
喘不过气来。

以前觉得主旋律电影都是高高在上， 说教、
宣传的意味较浓，没想到也能拍成吸引眼球的好
莱坞式大片。《湄公河行动》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
改编的电影。2011年， 中国的两艘商船在湄公河
金三角水域遭袭，13名船员遇难， 船上发现了大
量的毒品。案件发生后，公安部成立了专案组，全
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还同胞的清白与公道。
2012年，案件告破，案件主犯糯康等人在老挝被
抓获。2013年，经公开审讯后，其在昆明被执行死
刑。这部电影除了导演拍得好，演员演得好，更重
要的是传递了一份意志和情怀：13个中国船员在
湄公河遇难，我们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寻回尊严。
中国警察在异国执行任务，彰显了国家主权和国
家能力的提升，体现了国家不惜余力保护国民生
命与财产安全的国家意志，令人扬眉吐气。这部
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体现主流价值、国家精神
和民族精神， 体现了国家的荣誉和人道主义。13
个中国公民虽然是在国外遇难，但国家有义务为
自己的公民树立公道，保护国家的荣誉，中国警
察出生入死，也体现了这一精神。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是我们日益
强大的国家对各种威胁与挑战的坚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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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炳佳

中国画泛指通过中国特有
的“文房四宝 ”创作出来的美术
作品，这是世界视觉艺术中唯我
独有的表现介质，具有典型的民
族性和地域性。从展子虔的《游
春图》 到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
中，中国画从诞生到中华民国之
初，完全走着一条自成体系的生
存和发展之路，是一门不折不扣
的“用中国人的办法，画中国人
的想法”的独立画种。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的坚船利
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意
识形态迅速冲击了中国的思想和
文化领域，中国画也不可能独善其
身， 是把中国画的大门紧闭起来，
再贴上封条，自生自灭？还是融入

世界艺术发展的滚滚大潮流，与西
方油画和其他当代艺术比肩于世
界艺术之林，开门拥抱这个多彩的
世界？后者成为了有识之士们的普
遍共识。

在中国，所有美术院校都开有
油画专业，而西方却没有哪个院校
有中国画专业，即便偶尔有人从国
内被邀去做中国画专题讲座，其礼
遇也和陕西户县农民画家或剪纸
艺人差不多。其实，大多数中国画
家希望获得广泛的认知和认同。另
有一些人以“中国画就是画给中国
人看的， 反正西方人也看不懂，不
足以观”来聊以自慰。这股势力仍
有较大的人群，他们坚强地捍卫着
中国画姓“中”的信仰，排斥和抵制
的心理堡垒十分牢固。

前两年，网上在年轻人群中做

了一次关于中国画和油画的问卷
调查， 结果只有20%喜欢中国画，
80%喜欢油画，原因是“中国画太
土气”。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
我们不希望中国画必须通过申遗
来得到保护，那么我们就要正视自
身的局限，老眼光、老一套肯定无
法实现中国画的国际化。

这需要在观念上再解放，再
认识 。之前的“二高一陈 ”、徐悲
鸿 、林风眠 、刘海粟 、石鲁 、李可
染、吴冠中、周韶华、刘国松等老
一辈艺术家虽然做出了积极的尝
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差距
仍然很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
认为最重要的，是走出“越是民族
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认识陷阱，
用世界的、 发展的和最具人类智
慧的思想对待中国画艺术创作，

确实使中国画同油画一样具有真
正意义上的“全球通识”。

任何艺术形态既有其民族
性和地域性，又是人类艺术的一
部分，还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大环
境的检验，如果经不起这个大潮
的荡涤，就只能说明自身存在局
限和不足 。缺乏“大文化观”“大
艺术观”，老是画地为牢，夜郎自
大，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和国际
高度的艺术品就永远只能是一
个梦。

(作者系湖南临湘
人，现为广州军区美术书
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二
级美术师 。国画 《潇湘风
流》高1.8米，长15米，以
其恢宏的场景、浪漫的人
文情怀享誉画坛。)

黄晓辉

11月27日， “朱友舟草篆书法
展” 在长沙荣宝斋开展。 “这是我的
艺术探索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朱友
舟说， 此次展出的90余幅书法作品，
是他近两年来对楚简草篆书法探索的
习作。 作品风格各异， 单观其中的少
字作品， 数尺见方宣纸上， 字大如
斗， 笔意生动。

朱友舟生于1973年， 岳阳人， 南
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美术学博
士， 中国书协会员。 近年来， 朱友舟
在研究湖南、 湖北出土楚简的基础
上， 利用楚简草篆文字和章草、 小草
结合， 尝试探索一种新的破体书风。
数笔勾画的作品“终难”， 阐释着中
西方戏剧的差别； “淑”， 取材楚简
“叔 ” ， 像抽象的人被蛇形缠绕 ；
“梦”， 则用一个人躺在床上的形象构
图， 表达释义。 “这些看似标新立
异， 其实均有出处。” 朱友舟说。

毕业于湘潭师范学院(今湖南科技
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朱友舟， 曾在
邵阳师专(今邵阳学院)执教6年， 讲授
古代汉语。 这段经历， 让他对古代汉
字的造型、 演变有了全面了解和思

考。 自称“血液
里流淌着楚文
化” 的他， 从楚
简中汲取“骨
法”， 感受力度
美， 学习结构布
白， 并尝试用手
工研墨进一步表
达书法的墨韵
美 。 2014年 至
2016年2月， 他
赴美国加州大学
做访问学者， 在
大量西方古典和
现当代名作的刺
激下， 开始思考
书法的“现代
化” 问题。 朱友
舟说， 东西方艺
术就像“手心”
和“手背”， 不
了解白天， 就无
法理解黑夜。

“写楚简是
一种自我的回
归。” 朱友舟秉
承“复古即创
新” 的理念， 从
楚简中“寻根”，

同时借鉴抽象表现主义手法， 从“书法语
言” 层面进行实验， 用草篆阐释书写的当
代美。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第34届世界艺
术史大会青年主席戴丹撰文评价说， 朱友
舟“正在实验与探索的‘书法的现代化’
‘碑帖简’ 问题， 依托于其自身特有的‘认
知风格’， 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书法风
格谱系”。 朱友舟则认为自己的风格就是
“拙”。 他说， 书写中墨色浓淡、 粗细的变
化， 各种矛盾很丰富， 但书家要将其统一
到一个字里， 并使其成为一个和谐的整
体。

有业内人士认为， 他是当今书坛的
一股“清流”， 在丰富而纯粹的点画中充
分展示了楚简草篆的特有审美特征。 朱
友舟说： “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
每次拿出来的时候， 都有点诚惶诚恐 ，
同时充满了期待。” 为了视觉表达效果，
他常需创作6米甚至更大尺幅作品， 都要
趴在地上写。 他说， 那感觉就像当年在
岳阳乡间田里插秧。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也许正是这种“插
秧” 的状态， 让朱友舟在书写中寻“拙”
不辍， 透脱自在。

杨家深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之际， 湖南省摄影家协
会会员、 怀化市摄影家杨昌富一
行4人， 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自驾
汽车行摄西藏 、 川西 ， 被称作
“摄影人的艺术长征”。

川西大地、 西藏高原风光迤
逦， 景观奇特， 一直是摄影人行
摄追梦的“摄影天堂”。 但由于高
寒缺氧， 自然条件恶劣， 这里又
成了人们不敢贸然涉足的高危境
地。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纪念， 杨昌富决心以长征精神
为动力， 践行一次摄影艺术创作
上的尝试与创新， 他的想法得到
怀化市摄影家协会的鼓励和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筹备， 杨昌富
邀约另外3名摄影爱好者， 于10月
6日启程， 至11月5日， 自驾行摄
川藏， 往返31天， 总行程超过两
万五千里。

他们按照滇进川出的设计路
线， 沿国道214、 318、 219、 317
及相关省道， 深入藏区腹地， 先
后穿越了西藏林芝、 拉萨、 日喀
则、 阿里、 山南、 那曲、 昌都7个

地市和四川甘孜的德格、 白玉、 稻城、 康
定等八个县市， 重点对珠峰大本营、 札达
土林、 冈仁波齐神山、 南迦巴瓦峰、 纳木
措等以及西藏三大圣湖和川西德格印经院、
亚青寺、 亚丁、 新都桥、 海螺沟等著名景
区进行了深度拍摄。 为了见到号称“羞女
峰” ———南迦巴瓦峰的真容， 他们从阿里
返回拉萨后再次进入林芝地区， 用了3天时
间， 绕道1300多公里， 终于如愿以偿， 拍
到了日照金山和洁白银山的珍贵靓影。

一路欣赏藏区美丽自然风光的同时，
他们还拍摄了大量人文、 生态题材作品，
见证了拉萨哲蚌寺建寺600周年庆典活动、
德格印经院经书印刷、 收藏现场等难得一
见的场景， 沿途对藏羚羊、 藏雪鸡、 藏驴、
藏鹤、 秃鹫、 狐狸、 松鼠等野生动物也一
饱眼福， 一镜尽“收”。

作为摄影有心人， 杨昌富对星轨拍摄
情有独钟。 这次川藏之行， 他充分利用极
好且特殊的天气和地理条件， 克服夜晚零
下十多摄氏度的低温严寒， 拍摄了多张星
轨图片， 真实再现了珠峰等地星光灿烂下
难见而神秘的西域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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