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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

自湖南卫视反腐大剧 《人民
的名义》开播以来，围绕该剧的讨
论便刷爆朋友圈。 之前很多人预
料到了 《人民的名义 》会火 ，却没
想到会火到这地步；更没想到，率
先成为流量担当的， 竟是吴刚饰
演的达康书记。 扮演者吴刚这几
天上了好几回热搜了， 而且网上
还有了专属粉丝 “ 达康粉 ”，并
推出了大量“达康表情包。 ”

成为达康粉，需要理由吗？ 我
们貌似听到了声量洪大的 “不需
要”。 也许触动大家的，是对达康
式官员的期许， 对他身上最闪亮
品质的赞赏。

看点一：突发事件处理时，敢
担当。 拆迁队伪装成警察，以“政
府”的名义拆迁。 工人进行阻止，
不小心点着了火。 一时间，“强拆、
血拆”的流言充斥网络，国内国外
皆知， 群体事件瞬间变成了一起
恶性事件。 市里立即召开新闻发
布会，市委书记李达康亲自上阵，
全程站着回答问题， 风格斩钉截
铁，话语掷地有声，让人信服。

剧中这一事件， 堪称现实的
缩影。 在信息快速传播的网络时
代，马克·吐温那句 “当真相还在
穿鞋的时候， 谣言就已经跑遍半
个地球了”再形象不过。 群体性事
件的处理，确实棘手。 达康书记做
了一次正确示范。 首先，“一把手”
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 敢于站在
台前而非躲在幕后， 本身就显示
出了诚意。 其次，召开的时间足够
及时，姿态足够给力，不避热点敏

感点，增加了可信性。 “一把手”主
动站出来，敢于发声，远比藏着避
着更能取信于民； 也比某些掌握
信息不全面的新闻发言人的回
应，更能让谣言止息。

看点二：群众权益受损时，敢
维护。 李达康的表妹兼保姆杏枝
原在企业幼儿园工作， 退休金却
一直得不到落实，多次上访无果。
李达康无意间问起来， 杏枝当场
演示了上访过程， 并苦恼地说信
访办的窗口只能跪着说话。 于是，
李达康坐在工作人员的椅子上 ，
让区长孙连城到信访办， 在上访
群众的位置， 保持着半跪的姿势
交谈良久。

这段看来相当解气！剧中信访
窗口的设定，本就没安好心———让
上访群众在极不舒适的姿态之下，
只能三言两语匆匆结束谈话。如此
一来， 接访的所谓效率是提升了，
可效果怕要直接减到负了。许多政
府部门设有办事窗口。在接待群众
时，不仅工作人员的态度代表着政
府形象，窗口设计得如何，也是一
种潜在语言。 不亲民的窗口，是另
一种形式的“门难进”“脸难看”，无
异于在政府与公众之间人为砌上
了一堵厚墙。

涉及群众的事都不是小事 ，
都需要以为民服务的真心来解
决。 有网友近日称，简阳市的公交
站牌太高， 是给长颈鹿和姚明看
的。 经记者走访发现，市内的两种
公交站牌，一种高约2.6米，一种高
达3.48米……现实中这高高在上
的站牌， 简直跟剧中信访窗口一
样“缺德”。 类似于此的，还有持续

两秒的绿灯， 几乎只有博尔特才
能跑过去； 还有连着电线杆的盲
道，堪称专坑盲人……

这些不便民的设施， 似乎不
那么显眼 ，有些 “细枝末节 ”的味
道，但确确实实伤害公众利益。 所
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它
提醒着，维护群众利益，能做的还
有很多。 也只有真正怀着一颗为
民服务之心 ，类似的 “缺德 ”设施
才能避免。

看点三：遇见有污染的GDP，
敢舍弃。 李达康任林城市委书记
时，时任副市长受贿被抓，一夜之
间，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许多高
污染的低端产业想要进驻。 达康
书记没有接受， 于是林城的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 一下滑到了全
省第五， 他也失去了率先进入省
委常委班子的机会。

很 多 网 友 将 李 达 康 称 为
“GDP书记”。 确实，李达康是坚持
不懈、敢闯敢干地追求GDP，但他
所求的并非只是GDP数字。 于生
态有害的、 于原则不符的GDP不
能要，哪怕有损政绩。 敢闯敢干，
也敢舍弃 ，这是一位 “改革闯将 ”
应有的姿态。

从根本上讲， 观众们喜欢李
达康， 其实体现出对实干精神的
赞赏与呼唤。 人无完人，达康书记
并不是没有缺点， 他也曾因急于
求成酿成悲剧， 甚至还有一些独
断专行的时候。 但这位改革闯将
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实干精神 ，那
种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的简单直
接，就是他身上最闪光的品质，足
以戳中观众们的殷殷期盼。

借来彩笔
写诗话
向本贵

谭伟平，博士、教授，书卷气十足，却又
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他在那个职位
上，能不忙碌么！ 前不久，我听到了由谭伟
平作词的歌曲《山背梯田云中画》《侗歌走
世界》，女高音的婉转，悠扬，甜美，让人如
痴如醉。 索了他写的一些歌词来细细品读，
不由地钦佩。 以前只读过他的一些学术论
著，如《跨越与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
形态》《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课程》， 还有
《未来文学形态探析》， 觉得他的学术研究
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有的观点还很前卫，
却不知道他的艺术感觉也这般的好， 写出
的歌词这样的美。

《侗歌走世界》是谭伟平为新晃侗族自
治县成立60周年庆典写的一首歌词：“靓丽
的侗妹多情的哥，侗族生来爱唱歌。 阿妹巧
手织锦绣，阿哥芦笙对天歌，千人唱来万人
和，缠缠绵绵到心窝。 歌是醇醇的酒，酒是
甜甜的歌。 侗歌走世界，醉了你和我。 浑厚
的芦笙闹年的锣，侗家合唱和谐歌。 大地报
春铺锦绣，高山飞瀑向天歌。 千人唱来万人
和，甜甜蜜蜜到心窝。 ”歌词紧扣侗族儿女
能歌善舞及织锦吹芦笙的特点， 自然，明
快，流畅，简洁，真诚，亲切，语言朴实，不加
修饰，更具有质感的美，韵律的美，更能营
造出悠远的意境。 真是歌声缠缠绵绵，生活
甜甜蜜蜜。

更喜欢他的《父亲的记忆》：“记住了您
的威严，淡忘了您的慈祥。 绕膝的欢乐，只
停留在幼时，嗷嗷待哺的瞬间。 记住了您的
平凡， 淡忘了您的苦痛……记住了我的索
取，淡忘了您的奉献。 一生的苦难与荣光，
有许多遗憾，来世不说再见，要留下，永永
远远的挂念！ ”这首歌词，看似写得收敛而
简约，却潜藏着发自肺腑的深沉情感，字字
句句是父爱的回肠荡气， 是儿子在漫漫人
生路上对亲情的咀嚼回味， 和对慈父的歉
疚，慈祥而严厉的父亲跃然字里行间。 父亲
已然逝去，只留下永恒的父爱，沉甸甸地挂
心头。 忧伤如水，感恩永驻。

《山背梯田云中画》：“山背梯田云中
画，千层万叠天上挂。 借来彩笔写诗话，翠
肥红瘦谁最佳？ 夏染一身绿，春播万朵花。
冬披银饰衣， 秋穿黄金甲。 朝看新日霞满
天，暮观夕阳山外山。 雨来万簇射泥丸，雾
去千岭亮金箭。 山高不过天，水高不过山。
梯田叠罗汉， 蜿蜒到云端。 山背梯田云中
画，千山万壑脚下踏。 人在景中景醉人，登
高处处向阳花。 ”位于溆浦县龙潭的山背梯
田，就是谭伟平的家乡，他自然熟悉山背的
景色：春的百花争艳，夏的绿浪连接天际，
秋的累累果实，冬的银装素裹。 我思忖，他
在写这首歌词时， 心里早就铺展了一幅美
妙的画儿，情生于景，景寓于情，明快的语
汇，铿锵的动感，加之比兴其中，清新而灵
动，营造出韵律之美，意境之美，将山背梯
田的自然之美定格在蓝天白云之下， 山水
林莽之间。

而《龙舟飞歌》是刚为非物质遗产沅陵
传统龙舟写的一首新歌， 着笔与遣词造句
又是另一种景象：“……攥紧手中桨， 龙旗
指方向，桡起风云变，槌落天地惊……两千
年历史铸造的精神， 道不尽传统龙舟不灭
的灵魂，我们是龙的传人，滚滚沅水流淌着
民族的自尊。 ”歌词慷慨激昂，情景交融，是
肺腑的倾诉， 又不失对沅陵龙舟比赛情景
的真情描绘，充满了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
精神，诠释了信念的力量，传递出中华儿女
浸透在骨子里的不屈精神和血脉传承，也
体现了作者多样的词风，显得大气磅礴，激
越慷慨，极富感染力。

一首好的歌词，就是一首好诗。 品赏歌
词，既是品赏韵律之美，节奏之美，也是品
赏语言之美，意涵之美。 谭伟平初涉歌词创
作，就让我惊艳，相信他还能写出更多更好
更美的歌词来。

邵大箴

读了赵溅球的画，很是感动。
在绘事上， 为了追求自己的艺术
目标，他是如此地顽强和执着！ 他
画故乡洞庭湖畔的景象，民居、渔
家、船舶、山岩、庄稼等，痴迷于它
们外在的形和内在的美， 思考它
们存在的价值， 发掘它们的人文
意义， 用他制造的特殊画具和探
索的笔墨技巧， 创造出一幅幅场
面宏大、 震撼我们视觉和心灵的
画面。

从踏上绘画创作之路那天
起，赵溅球脑子里考虑的，便是如
何有所作为，如何创新。 可是当他
真的接触前卫圈子时， 才发现那

些呼风唤雨的前卫弄潮儿们对绘
画的技艺是不屑一顾的， 他们沉
醉于不着边际的随意涂抹， 而把
认真的观察自然和严肃的创作视
为保守。 在失望之余，赵溅球重新
回到绘画原点上进行新的探索。

赵溅球原来有较为坚实的油
画基本功， 掌握了纯熟的造型技
巧。 他之所以转向工笔水墨山水，
一方面是出于对传统艺术的浓厚
兴趣， 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中西
绘画的一种认识。 在他看来，中西
绘画各有自己的体系和不同的表
现方法， 但同时也有共同的审美
追求，在技艺上也可以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 近十几年来，他的主要
精力用于对中国画的研究， 并努

力把自己掌握
的写实造型技
巧融入工笔水
墨 画 创 作 之
中 ，《洞 庭 系
列》 便是他这
一时期创作的
丰硕成果。

他笔下一
幅幅十分写真
的工笔画，表
面上看是洞庭
八百里自然景
象的写生，细
细琢磨更是艺
术家的心中之
物， 他把自己
的主观思考赋
予客观之物 ，
他在穷尽这些
物象的精微之
美的同时，也
把他感受到的
它们身上的历
史 和 自 然 沧
桑， 用带有冷
峻感情色彩的
笔 触 加 以 描

写。 那些坚实、稳固的砖墙拱门上
面残缺的痕迹， 那些不知已有多
少年代的瓦窑，那些密集排列、错
落有致的民居， 还有那些经历了
霜雨的玉米丛， 暂居于芦花河上
的苗木， 秋风中的茅寮……与其
说他是在向我们呈现洞庭湖畔的
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毋宁说是
他在赞叹它们身上存在的力和美
的同时， 更多地倾叙他对自己故
乡人造之物与自然之物的深沉思
考。 他的许多作品出自于直接写
生，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生，
而带有内在的观念性———对存在
和生命的思考。

西画的块面造型与工笔画语
言的有机结合与融为一体， 是赵
溅球绘画语言的特点所在。 他十
分重视细节的描写， 他说：“一砖
一瓦的形态，一草一木的仰揖，木
屋的榫卯结构，小巷的斗拱残壁，
山石土丘的纹理质感，细研觅察，
去发现那里最美的细节元素。 ”多
年来， 他精心研究中国的笔法墨
法，在此基础上，从实践中总结出
适用于自己创作的一套笔法，诸
如斜砍、竖劈、横刮、乱剁、提挑、
托扫、敲打、锤顿等，用来构建自
己的绘画语言。 在精细描写与整
体把握的结合上， 赵溅球显示出
不凡的才智， 他多用满构图把握
所写之景的气势， 更在墨色运用
和轻淡的敷彩上注意画面的统
一。

他关注笔墨语言诗性表现。
作为湖湘画家， 也由于他个性的
强悍， 他放弃了温文尔雅的表达
方式，而采用几乎是“极端”的方
式追求他的艺术理想，真可谓“语
不惊人死不休”。 他艺术中的这种
“霸蛮”之气，调和了他对自然的
真诚和感情的真挚， 而使人感到
亲切。 我在他的画作中体会到的
是一种博大与精微巧妙结合的诗
意。

荧屏看点艺苑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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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伏清

我爱好剪纸，源自童年朦胧的爱。
我的母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剪纸巧手。 我的童年正是人民

公社时期，母亲白天要去出集体工，晚上做完家务之后，就坐在
煤油灯下做女工。 常有附近人家因儿女结婚请母亲剪喜花，那时
我就依偎在母亲的怀中，默默地看着母亲剪着喜花。 有时趁母亲
放下剪刀的间隙，我就拿剪刀胡乱地剪些图案，剪后得到了母亲
的夸奖，对剪纸朦胧的爱便产生了。

进入青年时期，忙于求学与工作，疏远和尘封了我对剪纸的爱。
人到中年，尘封于生命血脉中的剪纸，像一颗种子，在我对艺术的

追求中开始萌发。 我努力以赶超的步伐，追回淡忘了的爱。
民间艺术重新回归到时代的舞台。 1996年我在塞波镇中学

任教美术课时，学校成立了剪纸兴趣小组，我担任辅导员。 但我
对剪纸并不专业，只好随需而学。

1997年，我指导学生刘红的剪纸作品《绣中华》在沅江市迎
接香港回归剪纸作品竞赛中获一等奖。2003年，我调入沅江市职
业中专工作，担任专业剪纸课教学。 几年来，我边学边教、边研究
边创作，掌握了剪纸的理论知识，提高了剪纸的创作能力。 2011
年，沅江市教师进修学校开设幼师专业班，聘我担任剪纸专业课
教师，我在教学中编写教材，经过反复的修改，终于编成了《剪纸
艺术》一书，2012年7月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4年11月，我组建沅江市剪纸艺术协会，并当选为协会主席。
近几年来，我努力学习，潜心创作，指导学生王佩创作的剪纸

作品《和平赐福》在“第二届全国儿童剪纸作品展”参展作品中获
优秀奖；我的剪纸作品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韶山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福文化全国剪纸邀请赛中获银奖。2015
年“美丽中国梦”全国校园剪纸邀请赛中，我指导学生张芳的剪
纸作品《金玉满堂》和刘雅妮的作品《读书是福》分别摘得金奖和
银奖。 2015年10月，我的剪纸作品《洞庭渔歌》获“第六届湖南省工
艺美术品博览会”优秀奖。 2016年9月我的剪纸作品《花开富贵》在
第七届湖南省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中获铜奖；剪纸作品《宁静好
读书》获2016�“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优秀奖；剪纸作品
《水乡谣》在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首届“手动之情 镂空之美”社区剪
纸大赛暨全国非遗传统美术剪纸大赛作品展中获二等奖。

剪纸艺术，在我的生命中开花结果。 而我，惟愿做这个美丽
事物的探索者、传播者，乐此不疲。

艺术地图

雄豪深邃 隽逸空灵
———邹宗德楹联欣赏
傅海清

邹宗德是当代楹联创作家和楹联理论家， 现为中国楹联学
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湖南省楹联家协会副主席兼
学术委员会主任，邵阳市楹联学会会长。他的楹联作品有1000多
副， 有对联著作《对联散论》《对联快速入门》《邵阳历代名联鉴
赏》《邵阳古代楹联集》《邵阳现当代楹联集》等，与人合著有《湖
南楹联》《湖湘楹联七子作品集》等。

雄豪之气是邹宗德作品的艺术特色之一。 其对联题材丰富
多彩，表达方式也各有变化，但都大气磅礴，气势豪迈，格调昂
扬。 如他最近题湖南城步南湖公园文昌阁联：“为儒林悬挂一千
年明月；送巫水激扬八百里洞庭。 ”城步县城曰儒林镇，文化底蕴
十分厚重，联语既紧扣文昌阁，又紧扣儒林镇，阁之雄伟，文化之
悠久，尽在短短十字之中，其雄豪之气已臻高致；下联更上层楼：
文昌阁矗立于巫水河边，就像一位城步长者，目送城步子弟们像
巫水一样汇入洞庭，激荡着八百里洞庭。 这是多大的气魄呀！ 这
种雄豪之气，真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
又如其题湖南新宁崀山八角寨云台寺杨公殿联：“云海翻腾，将
军正欲骑鲸去；烽烟激荡，明月曾经寄信回”，以及题湖南隆回白
马山联：“故事如烟，烟树几重藏白马；峰巅有我，我心万丈仰青
天”，都流露出一股浩荡的奇气。

邹宗德楹联作品的第二大艺术特点是深邃。 他传承外叔高
祖魏源公“默好深湛之思”之衣钵，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多社会
人生之思，蕴含深厚，哲思深刻。 如题岳阳君山联：“几度过君山，
每欲满倾洞庭水，岁岁年年，洗去千秋斑竹泪；三声敲橘树，相道
曾传柳毅书，寻寻觅觅，流来一脉爱情泉。 ”亦幻亦虚，亦真亦切。
又如题怀化洪江古商城联：“溯千载时光而上，若遇古人，问财富
如何聚起，再如何散去；携四方山色而来，似翻新史，看繁华怎样
衰微，又怎样重生。 ”一句假设，使人穿越于今古时空之间而感叹
世道沧桑。 游人至此，更应思考沧桑变化的原因，体现了独到、深
邃的思考。

黑格尔说：“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
找出相关的特征， 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组合在一
起。 ”邹宗德特别注意动词的运用，把一些异常的词语巧妙地连
接起来， 产生妙趣横生的效果。 如题四川江门古寨联：“寨挹风
情，古看盐马今看竹；帘开画稿，窗挂梯田门挂川。 ”联语十分雅
切，下联尤其隽逸灵动，一个“挂”字描绘了一幅美妙的画稿。

楹联作品以意境美为上乘， 而将空灵美视为意境美的最高
层次，意境超脱，不着形迹。 邹宗德许多联语写得十分空灵，如题
长沙市白沙古井公园茶艺馆联：“一园月色和茶煮； 万古泉声带
韵流。 ”刘宝田评曰：其境之阔大，月色无边；其情之悠深，流韵万
古。 一壶煮茶，也煮月色；一泉流韵，也流万古。 茶耶？ 月耶？ 今
耶？ 古耶？ 井耶？ 泉耶？ 声耶？ 色耶？ 景耶？ 情耶？ 世事沧桑，
人生变幻，风物盛衰，皆在14字中。一盅在手，是品茶，还是品画，
品诗，品人生，品哲理机趣？ 天地悠悠，感叹无限，混沌太极，含蕴
无穷。苍凉隽美，均在舌头尝遍，均在心头涌流。邹先生题湖南新
邵龙山药王殿联营造的又是另一种如梦如幻的神仙境界：“药王
安在哉？ 四十八面山中，隐看紫气萦锄，白云入篓；我辈今来也！
一千三百年后，犹见峰峦壮丽，草木精神。 ”

雄豪、深邃、俊逸、空灵这四种艺术特点有时又是互相交错
的，天马行空，自然流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悠然有
出尘之致”，真是“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

（作者系《对联》杂志社副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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