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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10月15日发表
的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 和 2016年
11月30日 《在中国文联
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
幕式上的讲话》 等系列
重要讲话， 集中体现了
关于文艺创作与建设的
重要思想， 以战略家的
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 总结了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的正反面经验， 深
刻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
文艺的性质、 功能和任
务， 文艺工作者的职责
和使命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 形成了具有内在系
统性的理论构架， 既继
承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精
华， 又丰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
东文艺思想， 针对我国
当前文艺创作出现和存
在的问题， 提出了新思
想和新要求， 将我国社
会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
想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
艺思想。

一 、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家要坚定文化
自信， 坚持艺术
创新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
族、 一个国家以及一个
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
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
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
的坚定信心。 在国际环
境千变万化的形势下，
坚定文化自信， 提振民
族精气神， 显得尤为重
要。 文化发展的实质，
在于文化创新。 这是社
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
求， 也是文化自身发展
的内在动力。 中国的改
革开放已进入非常重要

的关键时期， 为文艺发展提供了很多题
材和资料， 需要我们创造出更好的艺术
形式和更好的艺术作品。

二、 作家要有责任感和使
命意识， 讲好中国故事， 书写
中国精神

作家是特殊的文化创造者， 其文化
倾向的形成依赖于时代精神、 民族心理
和文化传统， 既受社会文化制约， 又创
造社会文化。 要创造伟大经典， 就需要
作家投身社会实践， 把握时代脉搏和人
类社会运行规律， 揭示社会的发展趋势，
准确表达人生的意义。

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 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
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这给我们
的文化创造与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
阔的空间。 我们的创作要弘扬爱国主义，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歌颂真善美，
坚决反对亵渎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 强
化文学创作的历史感， 处理好宏观与微
观、 历史与现实、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三 、 作家要坚守艺术理
想， 把人民利益和社会效益放
在第一位

文学是一种心灵的文化， 关注人的
心灵和命运， 关注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
愿望。 “热爱人民” 既是我们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 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重要的
力量源泉。 文艺创作不能忘记初心， 应
该赤诚地表达人民的愿望和诉求， 竭诚
为人民大众服务。 热爱人民， 就要坚持
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坚持与人民群众
同心声、 共命运 ， 尊重人民创造历史
的伟大实践。 作家要从内心里热爱人
民， 虚心向人民学习， 记录他们的喜悦
与欢乐、 矛盾与冲突、 困惑与忧伤， 发
掘生活中的真善美， 创造文学的永恒价
值。

只要我们认真学习， 提高修养， 潜
心生活， 融入群众， 就一定能够对现实
做出超乎常人的观察、 感悟与描述， 就
一定能够建构起我们民族的精神大厦和
灵魂家园， 就一定能够使我们的文学成
为一轮温暖万千大众的永远不落的太阳。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怀化学院教授）

美，
若能如阳光普照
肖欣

7岁的小郝俪 ， 穿一件黑白格子
衣， 站在第一排最右边 。 一家人过年
拍全家福的喜气里， 唯独她一双大眼
睛严肃甚至凌厉地斜看着镜头 ， 透出
一股子要面对整个世界发问的倔强劲：
我是谁？

细细看过郝俪画作， 我回过头来，
重新凝视这位山村女娃的大眼睛 ， 仿
佛再次听到她的发问： 我是谁？

42岁的郝俪 ， 幸运地用画笔作出
回答， 并让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国的
人们， 听到了这位中国农家女的答案。

贫穷， 卑微 ， 其实特别容易让人
找不着自己， 特别容易被生活厚厚的
尘埃迅速埋没、 吞噬 。 所幸在艺术面
前， 没有身份高低， 贫富贵贱， 天分、
坚持、 真情才是她所需的信物 。 在见
惯了种种被矫饰、 扭曲的所谓艺术之
后， 郝俪才格外打动人心 ， 也令人们
蓦然发现， 艺术的本来面目 ， 源自朴
素而悠长的真情涌动与生命告白 ， 掺
不得半点虚情假意。

郝俪是幸运的 ， 在绘画中找到了
“我”， 救赎了 “我”。 像她一样有着种
种天赋的山村孩子， 其实并不少 。 一
位朋友曾去偏远的乡村学校 ， 教留守
儿童学摄影。 一堂课下来 ， 她发现从
来没有摸过相机的孩子们 ， 画面捕捉
与构图的能力令人吃惊 。 一位名叫彭
心圆的女孩子叫她念念不忘 。 彭心圆
不太说话， 但拍出来的照片 ， 感觉真
好。 在郝俪的画作前， 我想起无数个
生长在偏远村庄里的彭心圆 。 5月31
日， 彭心圆和她的小伙伴们的摄影作
品， 在长沙一处繁华的街市展出 。 大
幅的海报悬下来： “山里娃也有追求
美的权利。” 孩子们羞涩的笑脸， 也让
我想起那个当年梦想飞翔的小郝俪。

美， 若能如阳光般普照 ， 每一朵
性灵之花， 若都有机缘盛放天地 ， 可
是世间的大欢喜？！

记者手记

郝俪的画 ， 第一眼就强烈地
吸引住我， 粗犷笔法， 斑驳色彩，
质朴画面 ， 野性宣泄 ， 折射出画
家的不凡人格与艺术自信 。 尤其
是画中人物的笨拙自由的表现 ，
让我清晰感悟到一个女性艺术家
对人性独特的感受 ， 对生命极富
张力的艺术表现。

———湘籍旅美画家 李自健

声音

她艺术的全部资源， 就在生存体验之中
郝俪的画之所以感动人， 除了其作品本身具

有一种原生态的质朴以外 ， 还真实地表现了都
市边缘人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 但他们是
一群有信念的精神漂泊者 ， 为着某种执着的追
求而努力活着， 拼搏着。 郝俪艺术的全部资源就
在她自身的生存体验之中 ， 生活本身已经为她
提供了最真实、 最可靠、 最富感染力的题材， 因
此， 她的艺术也必然能够让观众受到感染， 这也
正是郝俪艺术的价值所在。

———美术评论家 贾方舟

郝俪的成功是个奇迹。 她出生在
闭塞的小山沟， 可她有超出城市女性
常规对生命的思考。 她以自强、 自信
的独立精神， 完成了从一个乡村人向
城市人身份的转换， 完成了一个村姑
向一个艺术家身份的转换 。 惟有画
画， 她感到自己的存在， 感到自己生
活的意义。

———策展人、 批评家
陶咏白

《ADAM我的家在哪里？》

郝俪雕塑作品《小羊肖恩》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郝俪穿过展厅，画作从四面八方簇拥过
来。 衣裙上大朵粉色的花，被挑染得霞光明
艳：“俺有点恍惚，好像在看别人的画。 画了
23年，头一回这样清晰地看见自己。 ”

4月15日到6月11日，李自健美术馆举
办2017年首次个人大型画展，主角是一位
从北方大山走出来的女画家。 从村姑，到
打工妹，到艺术家，郝俪数次遭遇生命之
危，而艺术的救赎，催放了这朵高山坡上
的性灵之花。

“有没有人说过你像一个诗人他叫海
子。 目击众神荒芜的草原野花一片。 ”4月
19日，郝俪画展的第4天，一位观众在留言
本上写下海子的一句诗。

“我怒放地活过，不曾向命运妥协。 ”
郝俪说。

“羊吃饱了，我会飞啦”
“远去的飞机，飞哪里呀？ ”

“羊吃饱了，我会飞啦。 ”
“那日我爬上了最高的山，望

望山外的世界……”
发黄的素描纸上，一幅幅铅笔

画的小格子里， 有个扎小辫的女
娃。 郝俪弯下腰贴着玻璃橱窗，慢
慢读出几行歪歪扭扭的旁白，笑
了：“这次办展览，翻出了好多压箱
底的宝贝。 这是我头一次拿起笔来
画的， 画小时候在山上捡柴、放
羊。 ”

1994年，19岁的郝俪去北京八
一电影制片厂美术师孙老师家里
当保姆，没有工资，但可以学画画。
一天，孙老师的助手拿来一张白纸
一支铅笔， 要她想画什么就画什
么。 郝俪从没画过画。 老家在河北
西柏坡附近、太行山脉深处的一个
很穷的小山村，村里只有四户人家
和两个光棍户。“我从小就不太爱
说话， 上山捡柴放羊常一个人发
呆，小脑袋里装满了问号。 人家要
我画， 这些情景一下就冒出来了。
你看， 这一幅我还来了点夸张，我
贪吃桃子，差点掉到山崖下，幸好
草筐筐挂在树枝上救了我。 画完我
取了个标题叫《童年的摇篮》。 ”

此时的郝俪，是14岁初中毕业
就跑到城里打工，喂过鸡，当过棉
纱工、服务员的小保姆；是想找个

城镇户口的男人嫁掉的打工妹。 但艺术女
神已在拐角处等着她。

中秋晚上，全家人都在看电视，她打
扫房间。 画室里没有人，她悄悄拿起一支
油画笔，在孙老师正在创作的画作上点了
一下。“我实在忍不住好奇，那是我第一次
拿起油画笔。 老师后来发现了那一点，非
常惊讶，开始教我素描，临摹。 ”

偷偷点下的这一笔油彩，似乎正点在
了命运的神秘眉心上。 从此，郝俪不仅是
打工妹郝俪，更是爱上画画的疯狂郝俪。

高山坡上那个童年的自己，成为她最
喜欢的创作题材之一。“我最喜欢春天，山
坡上开满了蓝白色的山药花。 我喜欢从山
坡上奔跑下来， 山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我
觉得自己就要飞起来。 ”

跨过生死一线， 命运仿佛
转动了一个小齿轮

画画像魔术一样，开凿了郝俪的性灵
之泉，也翻转了她的人生。

“画了23年，4600多幅作品，这是第一
次做大型个人回顾展。 我好像是在看另一
个人的故事，也好像将这23年重新过了一
遍。 ”

从处女作开始， 郝俪在180幅画作前
停留，细看。 画里的郝俪走出来，画外的郝
俪走进去，生活与艺术此刻浑然一体。

1999年，做梦都想进入中央美院的郝
俪，抱着自己的油画找上门去，版画系的
苏新平和王华祥老师觉得她的画里有一
种不可教的灵性，破格让她进入研修班。

如愿以偿的快乐后，是差点将她压垮
的艰难。“我的基础差。 有一次素描课，老
师当众说我：你怎么进来的？ 任何一个同
学都可以给你改画。 我一下子愣住了，但
我知道老师说的没错，只能自己拼命学拼
命画。 我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几
乎整晚不睡，人家叫我‘女鬼’。 饿了就泡
碗方便面， 如果方便面已被老鼠吃掉，就
只能饿一晚了。 ”

冬天的雪夜，郝俪曾住在美院的版画
工作室或教室里， 画累了就随便睡一会。
保安检查教室，她就关灯，等他走了再开
灯画画。2000年1月，郝俪在出租屋里生着

炉火画画，煤气中毒倒在地上，迷糊中她
拼命开了一下门闩：“下午4点多晕倒，深
夜两点多醒来。 那晚我边哭边画，一口气
画了《双眼含着泪的少女》《迷茫的红衣少
女》等好几张画。 ”

跨过生死一线，她的内心深处仿佛转
动了一个小齿轮， 带动一个又一个齿轮，
惊喜与奇迹接踵而来：

一直关注她的王华祥老师，有一次带
同学去她的小屋，看到她的墙上挂满了油
画，当场将身上带的2000元掏出来，收藏
了两幅画。 从那一刻起，她对画画有了一
份自信。

2000年6月， 她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的版画系研修班毕业展，七幅作品被收
藏，版画《向往》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5
年8月，她应邀参加德国波恩画展，开幕式
上即有7幅作品被收藏；2008年，法国总统
萨科齐、瑞典国王、《狮子王》等好莱坞电
影的美国导演， 都成了她的画作收藏者；
2009年，郝俪艺术中心在798艺术区成立。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心脏地带，一直漂泊的
郝俪终于有了一扇自己的窗，像一架飞机
有了起飞的跑道。 2011年，曾收藏她的《童
年的摇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画作的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和夫人，即将离任时
特意写信给郝俪，表达对她画作的喜爱之
情：“你的每一幅作品都讲述着一个美丽、
触及人类灵魂的故事……”

“画画就是我的命，我的修行”
2016年4月11日黄昏， 郝俪正在798

艺术工作室布展， 一块大画板突然倒下
压向她， 幸好有一幅大画为她支撑起一
个小角落， 她的腰脊受到严重伤害， 在
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至今身体里还留下
了七根钢钉。

“这就是那幅救我命的画， 2015年
我为儿子ADAM创作的大画 ， 取名为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去向何处？》。”
“救命画” 挂在展厅右墙上醒目的位置。
天使一般坐在羽毛摇篮中的小男孩， 一
双大眼睛像极了母亲。

郝俪渴望爱情。 最终， 她在画画与
爱情中作出选择， 成了一名单亲妈妈。
母爱， 开启了她对灵魂更深处的探究与
反思。

2014年惊蛰， 遭遇艺术创作瓶颈的
她， 突然被惊了魂似的， 在剧烈的撕扯
中重新找到自我， 完成了一幅装置加油
画的新作 《惊蛰魂》。 画面中央， 那位睁
大眼睛偏头望天的女人， 似乎是幻化出
二十四节气的“元神”， 女性生命的意象
与自然天地， 达成奇妙的感应与融合。

而这一次的遇险与得救， 使她唯有再次
感恩艺术的救赎： “画画就是我的命，
我的修行。”

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郝俪似乎
调快了她的人生时钟。 2016年秋天， 伤
情刚刚好转， “小胖看世界系列艺术展”
在北京798艺术节推出。

小胖， 名叫李三妮， 郝俪大姐的女
儿。 她的母亲小时候发烧影响了大脑，
后又患上癌症； 父亲去挖矿时被滚落的
巨石夺去生命。 2007年夏得知小胖父亲
去世的那一天， 郝俪画下油画 《小胖追
忆往日的家园》， 并开始创作以小胖为主
题的系列家庭纪实作品， 包括一系列油
画， 12组200个主题雕群， 多角度展现农
家女孩小胖的微距人生。

这次来李自健美术馆做个人展， 是
她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

“4月12日， 我带着儿子做完慈善回
到工作室， 碰上李自健老师。 他是我非
常尊敬的画家， 他在北京举办的三次展
览我都去看了。 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
没想到第二天我接到李自健美术馆副馆
长的电话， 说美术馆决定为我办一个大
型个人回顾展。 我更没有想到只花了30
天， 这个展览就开幕了。”

在李自健看来， 郝俪把不可能变成
可能， 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 做好这个
展览， 她对艺术的追求与顽强的奋斗，
会激励天底下和她一样的追梦女孩。

5月20日， 50个爱画画的小朋友来到
郝俪画展现场。 孩子们像花瓣一样围着
她， 听她讲自己的绘画故事。 她的身后，
是“小胖看世界” 的雕塑作品。 几十个
小胖蹲在地上， 抬眼看天， 就像小时候
那个在坡顶上看着飞机飞过的郝俪， 就
像从坚硬的山坡上， 顽强开出的一朵朵
春天的花。

从放羊娃，到打工妹，到艺术家。 郝俪数次遭遇生命之危，而
艺术的救赎，催放了这朵高山坡上的性灵之花———

追梦，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郝俪画展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