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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美桦

有着童年在山区、知青在湖区、下放
在苗区独特经历的著名国画家郑小娟，
将湖上的生活与寨上的风情定格在她的
工笔画里，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6月24
日，“郑小娟中国画展暨《郑小娟画集》首
发式”在长沙美仑美术馆举行。画展展出
了郑小娟近60年的精品力作。

1957年，郑小娟插队到了安乡县，那
个时候她是业余画画。那年安乡洪灾，郑
小娟抗洪回来， 创作了一幅铅笔画《牧
歌》，寄到了《湖南日报》社。 没想到，报社
的美编给她回了信，称赞她的作品不错，
鼓励她在乡间多观察多创作。 更令她感
动和至今难以忘怀的是， 随信还收到这
位编辑亲手画的一幅《娃娃牧牛图》水墨
画。 郑小娟说：“那幅画画得相当有水平
呢，可惜没有保留到今天，也没有记住那
位责任感极强的编辑姓名。 ”当时郑小娟
还不满17岁，就在省级党报发表了作品，
更有编辑的热情鼓励， 心中别提有多高
兴了。

《湖南日报》发表的这幅作品，是她
艺术追求之路的真正起点。在1959年，郑
小娟19岁时就有工笔画《湖上新兵》参加
中国美协主办的“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
50周年画展”。

此次展览展示了郑小娟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作品。 其中有中国美术馆收藏的

《山雀》《晒辣椒》，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故园情》，还包括久违新年画创作、传
承精致的工笔画、 深藏千年的敦煌壁画

临摹品， 及部分水墨
画与速写素描。

大道通天地， 无
拘得自由。 郑小娟的
绘画坚守以艺术为
本， 创作时心态轻松
自如， 无雕琢痕迹，
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
语言。 郑小娟在绘画
上力求以民为本， 并
“以能与民众同行为
快乐”。 她的创作源
于生活， 灵泉溢发。
她重视速写和记忆
画， 形出笔端， 神采
飞扬。 她歌颂乡土、
赞美乡土， 画的构图
吸收了楚汉装饰图案
中流动迂回的云的表
现， 其装饰性的方法
赋予作品中更多情感
内容， 从勾勒、 渲染
到色彩的每一个环
节， 以谨严中不乏机
智的表现强化了女性
特质。

郑小娟历任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工笔画学会理
事、 湖南省美协副主席， 现为中国女画
家协会顾问。 她的代表作编入国家出版

社出版的 《新文艺大系1976－1982·美
术集》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新中国
美术史》 《建国60周年中国画名家作品
集》 等文献图书。 她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46年， 曾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
编， 在几十年繁重的出版工作之余， 坚
持艺术创作， 是画坛公认的高产出、 高
水平画家。

在郑小娟画展研讨会上， 中国工笔
画学会副会长、著名史论家牛克诚说，郑
小娟画作歌颂乡土， 赞美天人合一的自
然之美，富有流动感和欢欣的气息，给人
以阳光。 著名策展人、批评家杨卫说，不
管是作为出版家还是艺术家， 有着丰富
人生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修养的郑小娟是
湖南地方美术的推动者， 她从民间艺术
里面汲取营养，在生活经验中练就艺术。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 著名画家冯大中
则称她“人如其画”：“郑小娟的画简约、
单纯、朴素，一如她的人，体现了纯粹的
艺术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当代画家需
要这种精神取向。 ”

“我画了一辈子， 只是因为喜欢而
画。 不是为了显示自己， 更不是为了展
览。 ”在郑小娟看来，画画就像演员演戏
一样，“你一定要感动。 比方说陈道明，不
是好角色，他不喜欢，他就不接受，不为
钱去演。画画也是这样。”郑小娟认为，除
了情感的投入， 工笔画还要特别注意形
式感，不能太生活化，要有一种节奏和旋
律，会比真实生活浪漫一点，观众也喜欢
看一些。“戏剧全靠动作，其中的艺术处
理跟工笔画都可以对接。 所以我希望画
家爱好还要多一点，音乐、舞蹈、戏剧，都
要接受。 ”

素常人生里， 郑小娟如今站在80岁
的门槛外，白发苍苍，面目祥和。 而作为
画家的郑小娟，60多年来始终如赤子般
行进在她的艺术人生里。

妙笔丹青，风雨兼程。

“歌坛水美人”的
绿色情意
徐亚平 黄梅

“水美人， 美丽的水美人， 你轻轻走来穿
着爱的羽衣。 水美人， 美丽的水美人， 你悄悄
离去留下绿色的情意……” 6月4日， 在由中国
环境记协、 香港卫视和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主
办的“我用环保爱中国” 主题活动启动式上，
青年歌唱家王诗沂深情演唱了 《水美人》， 点燃
了现场观众的环保热情。

王诗沂是东方歌舞团一级演员、 中国节水
大使,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曾任山西电视台节
目主持人、 央视 《绿色时空》 主持人。 2001年
进入东方歌舞团，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 中国十大金曲奖。 其歌声具有刚柔相济、
朴中求巧、 清新隽永的特质， 既充满浓厚的传
统韵味美， 又融入快节奏的时尚美。

王诗沂的老家在山西临汾， 那里常年缺水，
“当地人一盆清水从老洗到小， 最后变成了泥
浆”。 这个画面深深烙在她的脑海里。 从小父母
就经常叮嘱她， “水一定要省着用， 能多用几
次就多用几次”。 节约用水的种子， 早早种在她
幼小的心田。

王诗沂有个好听的别名， 叫“歌坛水美
人”。 此名如何得来？ 诗沂与水有缘， “沂” 就
源自古水名。 她热心公益环保， 一边歌唱祖国
的美好山川， 一边参加爱心活动， 如“红丝带”
行动， 并不断呼吁保护水资源。 2006年， 她担
任“清水同盟” 保护水资源的形象大使， 先后
演唱了多首反映节水主题的歌曲， 如 《水美人》
《水润中华》 《雨露阳光》 《山清水秀》 《命
脉》 等， 呼吁人类保护好环境、 保护好我们生
存的地球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山水。

2009年， 云南这个被她认为山好水美如天
堂般的地方也发生了旱灾， 令她难以置信。 她
迅即奔赴灾区， 义捐10万元， 并参与为文山县
小坝子村村民挖水窖。 参与救灾时， 王诗沂亲
眼所见地裂处能塞进一条大腿、 百姓没有收成，
她的心被揪得生疼， 同时她也领悟到一个道理：
山清水秀的地方不一定不缺水， 不要觉得灾难
没有发生就可以高枕无忧， 保护环境一定要有
忧患意识。 节约、 保护水资源， 这是王诗沂发
自心底的呼唤。 “我将坚持用音乐传播节水之
声。” 2010年王诗沂当选为“中国节水大使”。
评委给她的评语是： 积极、 阳光、 上进、 热心。

王诗沂走进岳阳后， 耳闻目睹江豚保护协
会志愿者的故事， 对环保卫士的艰辛， 她感同
身受， “环保是需要耗费一生的时间和
精力去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一颗大爱
之心， 是很难将公益之路走下去的。”

此次岳阳之行， 王诗沂最大的感
触就是要珍惜和善待身边的动
物。 “留住江豚的微笑” “我的
江豚， 你的宝贝”， 志愿者这些
发自内心的呼唤深深地触动了
她。 “洞庭湖江豚仅剩100头，
比大熊猫还稀少， 我们去保护它
们， 可能收效甚微。 但如果不去
做， 就彻底没有希望。” 这位歌
坛“水美人” 俨然成了一名江豚
卫士,“作为文艺工作者， 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职业去传播环保意
识。 遗憾没有动物保护方面的
歌曲 ， 但这也是一个契
机。”

王诗沂说她好喜欢
湖南、 好喜欢岳阳。 在
岳阳， 她吃了一餐回头
鱼 。 她说吃了回头鱼 ，
自己还会回来的。
她要放歌洞庭、 放
歌长江。

艺苑风景

艺苑跋涉

我与《湖南日报》的文缘画缘郑小娟：

艺苑掇英

郑小娟《彩云飞》组画局部 2005年 作

1957年，郑小娟的铅笔画《牧歌》在《湖南日报》发表，这幅处女
作的发表，是她艺术追求之路的真正起点———

《牧歌》 郑小娟 1957年作

郑小娟

从1959年创作《湖上新兵》参加国
际妇女节的全国美展算起， 我从事中
国画人物画创作58年。 长期以来， 茶
余饭后凭着自己的兴味作画， 散步在
我的创作园里。

年少时， 命运的洪波曾把我生命
的小舟吹离喧哗的都市送到洞庭湖畔。
潇湘洞庭自古带有悲剧的色彩， 在浩
瀚缥缈的水乡泽国， 曾产生过娥皇女
英的传说， 留下了迁客骚人的忧患诗

句。 我居住的湖村小而又小， 出门一
把桨， 真可谓“玉鉴琼田三万顷， 著
我扁舟一叶”。 风和日丽的时节， 杨柳
飞絮， 湖草青青， 在采莲的笑语中，
便能听到粗犷豪放的渔歌， 充满了原
始的生命活力。 工余时， 我常自在地
躺在柳荫下， 望着连天的芳草， 追逐
着无迹的白云， 这是如诗如画的世界。
晚上， 画画便成了我无所为而为的生

活快慰。
年轻时的意趣， 形成心理定势影

响着我对绘画题材与形式的选择。 自
1972年以来我从事美术编辑工作， 根
据职业特点我选择了工笔画为主要创
作形式， 将断断续续的业余时间连起
来用。 通过反复学习和研究， 慢慢从
传统工笔重彩人物画中找到了自己希
求的艺术语言， 尤其是通过实地考察
学习， 临摹敦煌壁画和楚汉墓室绘画
及帛画， 受到身临其境的震撼与感动。
那些极富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艺术瑰宝，

那种大气派大气度的画面， 体现了中
华民族、 民间美术的博大深厚、 开放
包容的精神， 拓展了我创作思维的空
间， 使自己的创作理念得到极大的提
升，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中国历史的绘画长廊中， 上起战
国， 下讫清末， 有着无数优秀的工笔
绘画作品， 其精美的线描和辉煌的重
彩， 蕴含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传统工

笔画中白描的装饰意味， 画面里表现
的空阔流动的意境， 以及倾注在画境
中的势、 韵、 神的美感， 表现了画家
情感的真切和心灵的颖秀， 这是我所
喜爱的。

我曾沿着远古苗人的足迹， 由洞
庭湖到了大苗山。 昔日苗人跋山涉水
的古歌流传至今。 这种源自传说神话
的古歌如泣如诉， 有说有述， 笼罩着
浓厚的宗教色彩。 苗家歌声给我的印
象太深了， 也许与这大苗山起伏的山
峦、 密布的沟壑、 清澈的山泉有着某
种联系， 歌声是那样粗犷健美， 音调
高亢有力， 音程跳度大， 高音的任意
延长， 有震撼群山之势。 也许由于这
里生活艰难， 在高亢悠扬的歌声中带
有悲壮之情。 我特别赞赏苗家的苦乐
观， 不管生活道路如何不平， 他们总
是离不开歌声。 我喜欢看赶场， 尤其
是三月三对歌。 这时的歌特别有一种
淳厚朴实的风味， 歌的意境充满了人
间的爱恋之情。 对歌往往是风雨无阻，
通宵达旦。 我便在绘画中找寻着用音
乐的节奏感来表现我的感受， 创作了
《赶歌图》《草地上的舞蹈》《拦路歌》《苗
岭风》《彩云飞》《醉酒歌》等。 绘画的音
乐感， 不是单靠画面情节能企及的，更
多的还是靠画面的形式美。 因而线的
节奏、 构图的节奏以及造型的节奏，
成了我画工笔画时追求的艺术趣味。

山区的赶场时节， 常看到苗家总
离不开一个背篓一把伞。 圆形而五光
十色的伞， 便成了我一些画中构图上
的一个个音符， 形成了构图的音乐节
奏美。 在看对歌的场景时， 那充满情
韵的情歌和人群， 有着无限的生命活
力， 这种南楚之地浓烈的、 梦幻似的
浪漫情怀引发我在画上表现流动感的
线形构图， 如 《苗岭风》 和 《赶歌
图》。 有时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体， 我甚
至有意强调背景物象在特定时空中线
条组合的旋律， 来进一步烘托人物内
心情感， 以达到感人的诗情画意， 如
《山雀》 《杜鹃声声》 《晒辣椒》 《芦
苇地里》 《和谐》 等。 《山雀》 《月
下盘歌》 《红果·白马》 《初春》
《盼》 以及2012年以来的太极系列画和
《月亮·女人》 等作品的构图形式和意
境， 从无世俗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里
生化出来， 所谓“蝉噪林愈静， 鸟鸣
山更幽”， 追求的是超然的静的画境。
那种想融汇到自然中去， 以获得精神
的自在、 恢复生命活力的意念， 成了
我许多创作的潜在动机。 可以说， 对
音乐感和静的追求， 是我工笔人物画
创作中的一种偏爱。

那些年， 在繁杂的编辑工作的日
日夜夜里， 不可能有集中的时间作画。
然而， 我还是坚持作画。 深夜作画时，
反躬自省：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心告
诉我： 这是我生活的绿洲所在。

由于作画时间少， 便省去了起白
描稿的一步， 往往用木炭起粗略的轮
廓， 便直接勾正稿。 其实这并非我所

独为， 古时便大有人在。 我选择高丽
纸作画， 染色时只需几遍便画完了。
高丽纸纸质颇牢， 经得起“拖”， 墨色
易沉。 初画易灰暗， 然而掌握它的特
性后， 画面便能达到色彩厚重、 饱和
度强、 浸润含蓄、 光彩夺目的效果。
朋友们谑称我的工笔画是“写意工笔
画”。 我也毫不顾忌， 只是喜欢白描时
自由自在， 着色时痛快随意。 白日工
作已很繁琐恼人， 晚上作画若不随意
发挥， 人的精神负担太多， 定会受不
了， 大概这也是现代生活逼出来的吧。

我认为， 工笔画的“工”， 不是一
味地追求制作精细， 而是要站在当代
的视角对世界深入地认识和理解， 对
事物细心观察和感悟。 要通过对形式
美的研究， 把握整体的构图趋势和神
韵， 在画面整体概括的基础上讲究精
微之美。 意境作为至高的审美理念，
才是工笔画创作时最重要的。 无论是
中国画的“工笔” 或“写意”， 只要是
植根于中华民族、 民间的土壤里， 体
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特质和精神品
格， 中国画就将以坚实的步伐， 从传
统走向现代， 永葆青春， 在世界艺术
之林中展示其独有的魅力。

近几年来我的创作题材大都表现
了自己对母性温厚宽容、 坚韧不拔的
力量的理解， 对人和自然交融、 互动
的认知与渴望。 我珍惜易逝的时光，
尊重自己对艺术的执著情感。 艺术于
我是一种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魂牵画
笔， 梦萦丹青， 我酷爱自己耕耘的这
一片绿洲。

郑小娟作品《晒辣椒》 2006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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