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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彧

“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
飞， 欲上青天览明月。” 这出自盛唐的名句， 我觉得是李白
代我写给朋友谢胜文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见胜文， 便有一
种“小谢清发” 的惊喜。 须知经历文革， 真正的读书人已
经少见， 通诗词的年轻人更是寥若晨星。 而胜文的诗词歌
赋， 则仿佛穿越时空， 宽袍大袖于两晋唐宋之间。

岁月流转， 当年的小谢也渐渐熬成了老谢。 然而， 这
个口若悬河的语文教师， 这个锐意创新的文化官员， 突然
以画家面目豁然登场时， 我不由得惊诧了。 正如“同行十
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难免让人惊艳而惆怅。 胜文君就
是这样一个沉着低调、 儒雅内敛的功夫派， 也是一个逸兴
犹在、 壮心不减的青春族。

纵观胜文行止， 尽显“自如” 二字。 从教坛到政坛，
从诗词到书画， 他流转自如、 游刃有余。 究其实， 无论诗
词书画， 还是其他艺术， 最终依托的是功底， 体现的是心
性。 胜文的流转自如， 既来自他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浸淫，
也源于他出生成长的天赐禀赋。

胜文的山水国画， 行内多有评价， 大家对其书法根底、
诗词素养在画中的辐射和演绎称赏有加， 对此我也非常认
同。 而我更看重的， 是他注入笔端的云水情怀和自如心性。
每读胜文的山水， 总是不由得心襟为之阔大， 心境因之平
和， 心情藉之欣悦。 而他最能动人抓人的炫彩之处， 集中
于一个“韵” 字。

一曰气韵宏阔。 画图布局所呈现的格局和气韵， 是画
家胸襟、 心相的体现。 品胜文山水， 无论是 《江流天地外》
等长卷巨幅， 还是 《云梦溪山》 等小品， 给人的感觉都是
山重水复、 烟波浩渺， 格局宏大壮阔。 这种大气宏阔里，
既有他的逸兴壮思， 更有他的人生历练。 曾观胜文现场作
画， 总是执笔濡墨， 于画案前沉吟良久， 然后于一端下笔，
即再也无需踌躇， 很快进入顺境， 给人舒筋展骨之感。 待
画作完成， 则溪山之际现十方大千， 尺幅之间有山高水长。

二曰意韵雄厚。 赏胜文的山水， 最为活泼入眼的即是
山。 不同形状、 不同风格、 不同神态的山， 有的层峦叠翠
如友人结伴， 挨肩搭背， 参差可人； 有的孤峰突起如君子
独行， 高高耸立， 令人肃然。 写实写意， 层次分明， 浓淡
相宜。 主角则用墨浓郁， 笔调细密， 雄浑扑面； 衬者则用
笔清淡， 氤氲飘逸， 引人入胜。

三曰情韵悠长。 胜文的山水画作， 多以书法线条入画，
间或濡墨晕染， 构图严谨， 落笔从容， 设色清丽， 气势磅
礴而境界悠远。 更有可观者， 往往在铺就大山大物之余，
他又会在某方某角添上一两只静观山水的雀鸟， 或一两行
横空飞过的鸥鹭， 或一两位散淡张望的人物， 或一两间人
烟袅袅的山居， 甚至也可能是一株枝叶真切、 花团锦簇的
春树， 烘托出物我相融、 清幽与温暖同在的宜人胜境， 彰
显出画家敏感多思、 浪漫多情的韵致。

彭小罗

学习书法十余载，我坚持每日提
笔练字， 每每沉浸在笔墨的惬意之
中， 努力从深处去理解书法的实质，
乃至于痴迷。 初时感触最深的是乏
味、迷茫，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书让
我不仅收获了书法的技艺，更重要的
是锤炼了持之以恒的毅力。

书法体现书者的修心品行。在我
国传统的书法理论中，书家习惯把写
字与做人完美地结合起来。早在西汉
晚期，扬雄就在《法言》中说过：“书，
心画也。 ”至东汉晚期，赵壹在《非草
书》中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 心
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
手”的观点。宋代苏轼说：“作字之法，
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
妙。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写
道：“笔性墨情， 皆以其人之性情为
本。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
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其实学书
法，就是在历代书家的高风亮节中熏
陶自身、提高自身的内在修为。

书法体现书者的高贵典雅。人常
说“字乃人之衣冠”“学养不高，落墨
无法”。书法是高雅的艺术，抽象了天
地万象之形， 融入了古今圣贤之理，
有净化人的灵魂、 驱逐邪俗之气、提
高审美素质的作用。 书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修行。 她
足以让灵魂有了寄托和栖居之所，变得高贵典雅。

书法体现书者的文化素养，表露性格心性、心理素
质、意志品格，因为书法，你的人生会更加自信。要写好
字并达到书法的高度， 就必须老老实实学习前人的宝
贵经验，认认真真地临摹前人碑、帖，并持之以恒、一丝
不苟地按前人笔法、点画、墨韵、结体、章法、气韵等，不
断修正自己随意的书写习惯。 博采众长，锲而不舍，在
不断提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让自己的书法进入更高
境界。

当代“草圣”林散之与桑作楷谈：“做学问要踏实，
不为虚名，不要忙于应酬，要学点真东西，能站得住，要
站几百年不朽才行。 若徒慕虚名，功夫一点没有，虚名
几十年云烟过去了。”诚然，书者必须注意书写之无讹，
保持良好心态，丰盈文化素养，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感触
书法的精髓。

（彭小罗，现供职于新宁县交通运输局，作品入展
湖南省第三届公务员书法大赛。 ）

反腐大剧

《人民的名义》
集结“老戏骨”
雷萌

2017年度反腐巨作《人民的名义》重
磅来袭，该剧将于3月28日荧屏首播。大剧
未播先火，成为年度观众期待的电视剧之
一，相关热搜话题更是长期居高不下。

《人民的名义》演员阵容强大，由陆
毅、张丰毅、吴刚、许亚军、柯蓝、张志坚、
胡静、张凯丽、高亚麟、冯雷等领衔主演，
联合出演不乏王丽云等资深“老戏骨”，
还有侯勇、 沈晓海等巨匠先锋的友情出
演，无论角色大小，戏份轻重，40余名“老
戏骨”们都非常用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

著名演员张丰毅，2012年凭借电影
《白鹿原》获得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佳男主角提名，2014年在传奇大剧《武
媚娘传奇》 中饰演唐太宗李世民一角，

“硬汉”张丰毅一直保持着练腹肌、健身
材的好习惯，在《人民的名义》片场也一
直不间断，可谓横扫千军。2009年因热播
剧《潜伏》中陆桥山的精彩表演，吴刚同
时斩获BQ红人榜最具突破男演员奖和
第一届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表彰大典
优秀男配角奖。在《白鹿原》中与张丰毅
合作，饰演鹿子霖一角，荣获第49届台湾
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以及第13届华语
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叱咤风云。两
人再度合作，能否擦出不一样的烟火？

岳秀清和吴刚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
夫妻， 而在诸多作品如《无名者》《全家
福》《强者风范》中也都曾同台演绎。此次
《人民的名义》两人更是饰演夫妻，但这
对夫妻却有着各自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样的问题竟让这对夫妻反目， 答案都在
这部年度大戏里。

2008年， 张志坚参与合作出演电
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饰演国民党
元老级人物董建昌， 虽然戏份并不太
重，却演活了一个秉持实用主义、深谋
远虑、有民族气节、对爱忠诚不渝、顺
应历史潮流的人物， 在观众心目刻下
深深的烙印。此次主演《人民的正义》
又该刻画出怎样的一位角色， 为何在
剧中会被戳脊梁骨？

“老戏骨”们飙演技，且看众资深艺
术家如何演绎《人民的名义》。

丰子恺的“风筝”
王东峰

风筝是丰子恺非常喜欢的题材， 他一生
画有多幅风筝漫画。

图①， 远山灰暗， 衬托出近景的青松绿
草愈发清新， 一间带篱笆的素洁瓦屋， 使得
画面上出现的人物有了依托。 右上首题“儿
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画面中的
儿童系着红领巾， 表明了他们的学生身份。
一只蝴蝶风筝， 被两名儿童高高放飞在空中，
身后一男童， 背着手在凝望。 右边姐弟二人，
只顾低头走路， 无视空中的风筝。 远处一蹒
跚学步的幼童， 看到放风筝的哥哥姐姐， 急
于挣脱母亲的双臂走过来。 整幅画透露出一
种远离尘世烟火的宁静和简单。

图②， 作品题名 《都会之春》， 但作者并
没有绘出青草、 绿树、 红花等春天景色， 仅
画一只蝴蝶风筝， 高高飘舞在半空中， 下面
则是鳞次栉比的厂房和住宅楼。 一人俯在高
楼的阳台上， 旁边摆放一盆花草， 正望着风
筝出神。 这幅作品的立意， 与齐白石先生的
名作 《蛙声十里出山泉》 非常相似。 齐白石
以蝌蚪表现“蛙声”， 而丰子恺则以春风中的

“风筝” 暗示春天， 都可谓绝妙之至的绘画立
意。

图③，创作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8
年4月初至5月中旬，丰子恺寓居武汉，期间正
好目睹了著名的“四二九”武汉空战。 此次空
战，中国空军英勇顽强，打下日军飞机20余架。
作为见证者的丰子恺欣然题写了一阕《望江
南》：“闻警报，逃到酒楼中。 击落敌机30架，花
雕美酒饮千盅，谈话有威风。 ”又留下了这幅题
为《汉皋春望》（汉皋是当时汉口的俗称）的漫
画。画面上没有战机和硝烟，只有一家三口，在
河桥的绿柳下放风筝，先生放飞的是“和平”，
太太放飞的是“胜利”，一旁的孩子高举双臂，
和父母一起，仰望空中的风筝。 这幅笔墨简洁
的漫画，却深刻地表达了饱受日寇侵略的中国
人民盼望胜利与和平的美好心愿。

“竹马踉蹡冲淖去， 纸鸢跋扈挟风鸣”
（南宋陆游 《观村童戏溪上》）； “结伴儿童裤
褶红， 手提线索骂天公。 人人夸你春来早，
欠我风筝五丈风” （清孔尚任 《放风筝》）。
杨柳依依， 芳草萋萋， 莺歌燕语， 风和日丽
的春日， 触目皆景。 走， 放风筝去！

向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将我介绍给别人时，有了这样
的说辞：“这位是著名书法家向彬先生，是书画大师！ ”弄得我
惊出一身冷汗。 天啦！ 他们知不知道“书法家”是个什么概念？
还是“著名的”！ 还补充称呼为“书画大师”！ 像我这样的人，居
然被朋友介绍为著名书法家和书画大师，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
么社会上遍地都是大师了。

2003年12月份，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就开始有人称呼我
为“向教授”，当时我老是解释：“是副教授”。 后来叫的人多了，
懒得解释，直到2010年晋升为教授后，也就不再解释了。 自从
200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又有人称呼我为博
士，虽然我不知道能否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但心里很坦然地接
受了“博士”这称呼，至于2009年千辛万苦获得博士学位后，我
就真的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博士”，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
博士。

博士学位是自己努力学习所获得的， 以博士论文为基础
而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还获得了“第四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二等奖”“第六届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等多项奖励，也能欣然接受被人
称呼为“博士”。 教授这个称呼的获得也大致如此，也习惯了被
人称呼为“教授”，心里也就不多想了。 其实更合适的称呼应该
是“向老师”或者“向彬”吧。 但很多人不这么称呼，可能是“老
师”这个称呼太普通，或者说，朋友们又不是我的学生，为什么
称我为“老师”呢？ 至于“向彬”这个称呼，除了老婆、长辈、同学
和送快递的，一般人不这么叫，可能是直呼其名不太礼貌吧。
以前担任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和书法系主任时， 很长一
段时间还被人称呼为“向院长”或“向主任”，现在这些职务都
没有了，朋友们总得给我找个称呼吧。 我比较能够接受的还是
“向博士”或“向教授”。

但是现在，有人称呼我为“书法家”，甚至称“书画大师”，
我真的不喜欢。 其实，朋友们都是好意，给陌生人介绍时，尽管
可以介绍“博士”或者“教授 ”什么的 ，但陌生人还是会好奇 ：
“是什么专业的博士？ ”“是什么方面的教授？ ”如果介绍为“书
法家”，自然就没人再问什么专业了，如果介绍为“书画大师”，
那似乎就更高大上了。但我内心会为这些称呼深感不安。称呼
为“书法家”，如果放在古代书法家这个层面 ，我还远远不够
格。 如果放在当今那些拿着
毛笔写字就可以称为“书法
家 ”的这个层面 ，我又觉得
自己有点委屈。 至于称呼我
为“书画大师”，那就真的是
忽悠了。 现今的书画界，除
了敢忽悠的，谁敢承认自己
是大师？ 谁又真的是大师？

朋友们以后介绍我时，
请不要叫我“书法家”，更不
要叫什么“书画大师”。 如果
真要给个称呼，那还是叫我
“向博士”或“向教授”吧，虽
然水平有限，但至少这两个
称呼是真的。 其实，就直接
叫我“向彬”，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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