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照：“胡耀
邦”（左） 与童年
伙伴“胡牛皮”对
唱浏阳山歌。

古道

尚记得初次看见张少林这个名字，喜欢联想的思
绪就跑到少林寺去了，心想此人或许来自河南，身材
魁伟；或许威猛刚健，武功了得，书法艺事只是其闲情
逸致附会之趣。及至见了笑意盈盈、文质儒雅张少林，
和其潇洒劲健的书作之后，幡然醒悟妄自臆测之误。

张少林与书法结缘， 需将时光倒转至1985年。
那时，少林23岁，在沅江团市委任职，作为优秀后备
人才被选派到省委党校深造。与之同寝一室的是来
自湘西、 酷爱金石书法的钟启和（现为书法篆刻
家），受其影响，好学上进的少林也开始操刀治印，
刻了磨、磨了刻，宿舍走廊上常常留下厚厚的石头
粉尘，以致引得卫生清洁工怨声连连。当时担任党
校书法教学的是书法家何满宗，何老师授课中细致
入微的讲解及现场潇洒精妙的书法演示，激励着他
坚定地走向继承和探寻书法艺术的道路。

回到沅江，少林白天工作，晚上则闭门专意勤习
书艺， 他先以柳公权正书入手夯实根基， 继学王羲
之、米芾及当代名家周慧珺先生行书，并辅以研习汉
简、石门颂等法帖碑刻，吸纳其中严谨法度、典雅韵
致、俊逸风神、放达态势涵容笔端。在沅江期间，少林
以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组织管理能力， 获得了领导
与同事们的赞许，1996年底调到长沙后，在干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 少林心中依然怀有一份对书法艺术执
着的热爱真情。他认为“书法是流动的音乐”，注重把
哲学、美学、文学等理论融入书法创作中。为了进一
步拓展艺术空间， 还参加了清华美院书法高研班的
学习，并重点研习《好大王》《散氏盘》和秦汉简帛书，
在古典中汲取精华。不管工作多繁忙，读书临帖仍是
他的晚间自修课， 而收古墨藏碑拓则是其辨古学古
的又一雅好乐趣。闲暇时，少林常与吾交流书艺学习
中的点滴体悟与感受，他感言中国书法博大渊深，倾
一生之力也无法探索穷尽， 自己只是书艺天地里的
一个拾荒人，而笔者在其平淡温和的话语里，频频觉
察到他那颗对书法艺术的火热之心。

天道酬勤。近年来，少林的书法作品不仅在国内
大赛中多次获奖，还多次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
展出， 有的被北京奥运场馆鸟巢、 湖南图书馆等收
藏。出版有书法专辑《少林墨迹同窗情》、《我来写春
联》（合编）、《书法·书法家》系列丛书（合编），作品编
入《第八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集》《中国当
代书画新作博览》等，并被授予“湖南省十大硬笔书
法家”称誉。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常务理事、省书
法家协会理事、 省硬笔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少
林，勤奋踏实地在传统书艺中耕耘着。

李科

如诗的画面，淳厚的建筑，精巧的特效，古典的配
乐，考究的服饰……很久没看到场景如此美轮美奂的
古装剧了，在古装剧袒胸露乳、皮鞋短裤已成为常态
的当下，这样的装扮无疑是一股清流。

58集青春偶像仙侠剧《青云志》，虽然相比原著
《诛仙》，改编幅度很大，但剧情设计扑朔迷离，场景
布置恢弘大气，主题主旨主线鲜活生动，是一部发人
深省的作品。它通过讲述张小凡坎坷离奇、大起大落
的成长故事，波澜壮阔地展现了正魔两大阵营发展、
合作、斗争、对立的纠结情愫，演绎出一幅幅令人撕
心裂肺的师徒、同门、正魔、人妖之间的亲情、友情和

爱情，成功塑造了张小
凡、碧瑶、陆雪琪、林惊
羽、 曾书书等形象鲜
活、个性鲜明的有志少
年，向观众阐述了坚持
真理和寻求真爱是决
定人生道路的根本、是
奋斗力量的源泉这一
深刻哲理。全剧重视心

理描写和人性剖析，从多棱镜中折射出人性光辉，在
酸楚中演绎爱情的协奏曲， 让人感受强劲而热烈的
正能量。

张小凡成长为英雄的剧情，与《笑傲江湖》中的令
狐冲有几分相似，只不过，令狐冲被师父岳不群算计
而得师尊和江湖朋友鼎力相助，小凡被师伯算计而得
师父田不易极力维护， 两人均经九死一生修成正果，
真可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青云志》的感情戏至真至纯。“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青云门修真
立派的宗旨生动诠释了《青云志》传播的人间大爱，剧
中聚焦的正道弟子与魔教妖女的爱情绝唱、同门师姐
弟至纯爱恋、人与妖的疯狂爱恋、妖狐为爱殒命等凄

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是本剧吸引眼球的最大噱头。
区别于很多电视剧中的少女———娇嗔任性，傲骄

目空，须得男人赔尽千般不是，用尽万般小心———本
剧的女主碧瑶、雪琪均是冷静和理智的，只不过碧瑶
偏热、雪琪偏冷，她们都挚爱小凡。与碧瑶的大胆出击
不同，经历万蝠古窟和沙海的生死相依后，雪琪仍是
默默守望，在心里和行动上悉心呵护小凡，只要有难
必挺身而出。网评里，很多的“碧瑶粉”只顾沉浸在碧
瑶为爱牺牲的肝肠寸断里，却无视陆雪琪因爱恨情仇
所受的煎熬同样百转千折令人动容。每个少女心中都
有一个“小凡”。小凡大智若愚，大善如水，大爱无痕。
他的成长表明：人生就像马拉松，成功的关键不在于
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

本剧只编创了小说《诛仙》的前半部分，剧情沉重
而理性，但点缀的笑点甚是经典。如小凡的“闺蜜”———
萌萌哒的猴子小灰。逗逼却有担当的曾书书，嘴里念叨
着“亲亲雪琪、亲亲小凡凡、亲亲小书书”，这萌卖的，恰
如其分地增添了剧情的娱乐气氛。 小书书堪称有其主
必有其鸟，“老娘当然漂亮”， 贫嘴程度完全不输主人，
木鸟（鲁班鸢）竟然还有性别！田不易的一句“像我这样
玉树临风的”确实有点搞笑……

期待《青云志》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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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大型花鼓戏《耀
邦回乡》， 以胡耀邦同志在湘潭兼任地委第一书记和
蹲点浏阳为切入点，通过“呷食堂”“借古书”“看大戏”
“拒礼物”“回老屋”等情节，从平凡中见伟大，从轶事
中见精神，颂扬了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不搞特
权、关心群众疾苦、永葆艰苦朴素的崇高品德。12月10
日，在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开幕式上，《耀邦回乡》
成功首演，引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62年至1964年，胡耀邦同志带职下放，担任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其间，
他满腔热忱对待群众和工作， 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
至今广为传颂。他讲的“多为人民做好事”这句话，一
直铭记在湖南干部群众的心上。

“少小离家老大回”。 胡耀邦14岁投身革命，40多岁
才回家一次。 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1963年农历正月十
五，农村调研途中，胡耀邦到了文家市。寒风裹着春雨，
时落时停，他登上中和乡与文家市交界的山冈，来到一
个叫做甘露亭的小亭歇脚，遇到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在
啼哭。女孩赤着脚，穿着单薄的破衣，满脸泪水。经询问，
这个女孩叫王光梅，无父无母，她要带两个年幼的弟弟，
还有一个80岁的祖母需要照顾，生活凄惨。听罢，胡耀邦
立即说：“走，下山去看看。”他要小女孩引路，不顾山陡路
滑，拄着拐棍，沿着泥泞的小路快步来到了王光梅家住
的破烂草棚，只见屋漏锅破，老人和小孩在冷风中瑟瑟
发抖。胡耀邦给了王光梅20元钱，派人找来大队支书，批
评他不关心群众，限他3天把棚子和锅灶修好，对其生活
做好安排，3天后派人来检查。回到文家市以后，他要民
政部门立即拿棉衣、棉被给王光梅送去，同时要区委迅
速摸清全区还有多少这样的困难户， 要求发放救济粮
款，安排好群众生活，限期办好这件事并向他汇报。

在家乡，胡耀邦的亲哥嫂因生活窘迫，伸手向他求
援，他只给了10元钱。他对哥嫂说，我现在是地委书记，
要管十多个县几百万人的事，家里有困难只能自己想办
法，确实有困难可以找当地政府，但不要给政府多添麻
烦。他在老家住了两天，找乡亲们座谈时，得知哥哥有多
占、损公利己的行为，便耐心劝哥哥珍惜革命家庭的荣
誉，帮助哥哥主动清理退赔，乡亲们都称他为“包青天”。

“看大戏”一场，说的是1963年1月2日，胡耀邦回到
家乡，当时浏阳花鼓剧团为了欢迎胡耀邦回家乡，准备
了四个地道的浏阳花鼓戏节目，有一个曲目叫《胡大回
门》， 讲述的是一个叫胡大的傻子与妻子回岳母娘家途
中发生的诙谐幽默故事。 剧团领导考虑到姓氏的雷同，
会对胡耀邦不尊重，准备临时换个曲目。胡耀邦得知后
笑着说：“我就爱看这戏，人是人，戏是戏，两码事嘛！”

第二天，胡耀邦通知在县委招待所召开剧中演员座
谈会，胡耀邦说：“花鼓戏是浏阳特产，不是说西乡出小旦
嘛！”他的话，引得满堂大笑，气氛轻松愉快。接着他又说：
“我们家乡民间艺术丰富多彩，龙灯、舞狮、蚌壳灯……
南乡还有一种板凳龙，你们没看过吧！那就是用一条四
足长板凳一头扎龙头，一头扎龙尾，两个人舞起来，饶有
趣味呵！”说着他袖口一紧，提起一张木椅就舞起来……
会场里活跃非常。接下来，胡耀邦谈起《顺藤摸瓜》来，说
戏中有句唱词“北京飞来金凤凰”必须改掉，剧中主人公
不是我们，尤其不是我，我是游子远方回。我们剧作者应
该多描写那些长年辛苦在基层的人物， 他们默默无闻，
一片忠心为人民服务，他们才值得宣传。剧团的同志提
出希望有进京演出的机会。 胡耀邦乐呵呵地说：“欢迎
嘛，但剧团要抓好艺术质量，不能拿着矮子当长子，要树
立信心，我等候着大家的到来。到那里，我给大家当吹鼓
手嘛！”一句话，又说得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该剧导演童晓阳认为，这部塑造伟人形象的戏剧
作品摈弃说教， 在花鼓戏轻松幽默的氛围中演绎人
物，花鼓戏亲和、诙谐、幽默、接地气的剧种风格，非常
适合表现胡耀邦。

罗春梅

走进常宁版画创作代表人物肖健
的家中， 一股浓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
来。走廊两侧衬以风景版画。走进书房，
墙上贴满了肖健的版画、儿子肖壹丹的
国画以及素描作品，书桌上的墨彩散发
着淡雅的清香，不自觉地勾起笔者某种
悠远的思乡情感， 仿佛能闻到泥土芳
香， 想起冬天暖阳里打盹的老奶奶、田
间斗棋的快乐农夫、石板路上缓缓归来
的牛车……

很喜欢那幅《油菜黄了》，这是肖健
新近完成的一幅作品：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开放，颜色黄中有红，配上巴士和柏
油马路， 远处还有一些盎然的绿树，既
有丰收的喜悦又有美丽的色彩，结合画
家高超娴熟的雕刻刀法，造就一幅生动
美丽的版画作品。

肖健告诉笔者，没有毅力和勤奋是
做不了版画的。完成一幅木刻版画创作
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费神费时费工，
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是刀与
木的碰撞，是力与美的交响。与其他画
种最大的区别在于，版画经过画、刻、印
三道程序， 每道程序都要精益求精，马
虎了事就会前功尽弃。 版画形式多样，

常宁版画以木版为主（油印和水印版
画）。正因为木版画工序复杂，许多人都
因难以坚持而放弃， 但肖健的执着、坚
韧感染了常宁的许多版画作者，包括他
的儿子肖壹丹。

从小，肖壹丹就生活在浓厚的艺术
氛围之中。看戏、读书、绘画成了他的最
爱。肖健对儿子的家教极为严格，从小
培养他把艺术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自己
则以身作则， 不间断地创作新作品。耳
濡目染，肖壹丹四年级时创作的一幅木
作品《瑶家搬新居》，在湖南省首届少儿
艺术节上捧回了一等奖。天津美院硕士
毕业后，肖壹丹现在南华大学任教。

肖健的作品曾30余次获得国家及
省级奖项。他与儿子保持着亦师亦友的
父子关系，两人常常一起在画室里讨论
创作方式、学习名家手法、共同完成绘
画作品， 两人同为湖南省美协会员。父
子俩历经两年共同
打造了二幅巨幅版
画：《火种·水口山工
人大罢工 1922》，荣
获湖南省重大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美术精品展三
等奖；《青山着意化

为桥———韶山灌区赞》， 荣获“湖南百
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美术作
品展优秀奖。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父子俩又创作了巨幅版画《浴血
47天·衡阳保卫战》。

年届花甲的肖健，从事文化艺术工
作已经40多年， 先后在常宁市歌舞剧
团、常宁市文化馆、常宁市文化局从事
舞美设计、群文辅导、创作组织工作。多
年来，他深入生活，捕捉常宁的风土人
情，创作了大量版画艺术作品。上世纪
90年代起， 他扛起了常宁版画群体创
作的新旗帜，在他的组织引导下，常宁
版画2005年晋省展出；2010年常宁版
画赴深圳展出。他带领常宁版画作者作
品走向市场， 并为常宁版画2008年、
2010年、2014年三次被国家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作出了
很大的贡献。

刘晨

每有人问：这画好在哪里？一时很难对答。然
而归纳起来 ，所可看者 ，不外三点 ，即看它的气
象、笔墨、韵味。这三点如果达到标准，即是好画，
否则就不算好画。

拿一个标准去衡量， 看它的构图皴法是否
壮健 ，气象是否高华 ，有没有矫揉造作之处 ，来
龙去脉是否交代清楚了，是否健壮而不粗犷，细
密而不纤弱。 做到这些， 第一个标准就差不离
了。

接下来第二个标准， 看它的笔墨风格是否
既不同于古人或并世的作者， 又能在自己塑造
的独特风格中多有变异，摒却成规旧套，自创新
貌 。而在新貌之中 ，却又笔笔有来历 ，千变万化
但自有规律在。做到这些，第二个标准也就通过
了。

第三个标准是要有韵味。一幅画打开来，第
一眼就有一种艺术的魅力 ，能抓住人 ，往下看 ，
使人玩味无穷。看过之后，印入脑海，不能即忘，
而且还想看第二遍 。气韵里面 ，还包括气息 。气
息近乎品格，每每和作者的人格调和一致。所以
古人说 ：“人品既高 ，画品不得不高 。”有一种纯
正不凡的气韵 、健康向上的力量 ，看了画 ，能陶
情悦性，深深地吸引人，这样第三个标准也就通
过了。

学画早年成名，不一定是好事。成了名，应酬
多了，妨碍基本功的锻炼，也没有工夫去写字读
书，有碍于提高。所以学画切忌名利心太多。年纪
轻，扎扎实实做基本功，博收众长，冶炉自铸，逐
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但风格也不宜凝固不变。30
岁定了型，到60岁还是这样，说明不再探索，坐吃
老本。所以必须变，不断地变。

一个成名的画家 ，有早年 、中年 、晚年之
分 ，各个阶段 ，可以看到有一条线索挂下来 ，个
性笔性有踪迹可寻 ，而其风貌 ，每个时期又各
不相同 ，可贵者老年变法 。黄宾虹早 、中年画 ，
70岁以前无甚可观 ，及至晚年 ，八九十岁时突
然一变 ，墨法神奇 ，开了面目 。这点精神应该学
习 。

画切忌有甜俗气、犷悍气、陈腐气以及黑气
等等。

犯甜俗气就是用笔没有沉着痛快的感觉 ，
也就是不辣 ，一味软疲 ，用墨浮夸 ，用色无方 ，
绚红搭绿 ，甜腻不清 ，一股馊气 ，看着腻歪 。犯
犷悍气的则是大笔挥洒 ， 力量外露 ， 有筋无
肉 ，有笔无韵 ，对物象交代不清 ，但求快意 ，毫
无含蓄 ，看似雄壮 ，实则外强中干 ，内部虚弱 。
犯陈腐气者为前人法度所拘 ，不能自拔 ，即学
前人也只学到一些表象 ， 陈腔滥调 ， 无新鲜
感 。

以上三病，容易看出。独有黑气，不是画面上
多用了焦墨浓墨，就有黑气。黑气的有无不关用
墨的浓淡。没有黑气的画，即使通体用浓墨焦墨
甚至用宿墨 ，横涂竖抹 ，也不觉有黑气 。有黑气
的，即使淡淡几笔，还是有黑气。此种关键全在看
它气清不清，从外表看是在用墨上，实则用笔占
主要的因素。

墨仅仅是记录笔的运动，所以墨也是从笔出
来的 。其气清最为紧要 ，不论粗服乱头 ，不事修
饰，或则用笔狼藉，泼墨淋漓，或则境界重叠，笔
墨繁复，或则矜持严正，一丝不苟，面目虽异，首
要清气往来，灵光贯穿，笔墨精妙，令人享受到一
种新鲜而美的感觉，方是好画。

粉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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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刀下的情怀

墨润潇湘

张少林书法作品。

笔墨挚情拾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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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画三味

百折不屈《青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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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志》

肖健的刻画作品《油菜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