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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争光

京剧从产生到如今已有200多年的历
史， 在这段历史长河中， 它从表演、 写
意、 虚实等不同的方面， 超脱舞台局限，
达到了至真至善的艺术境界， 因而被称
为 “国粹”。 京剧要不断发展， 就必须依
靠传承和创新， 促进其生命力的不断增
长 。 前不久 ， 一出新编 “湘味 ” 京剧
《辛追》 唱响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大舞
台， 有观众说： “湖南的京剧原来这么
美！”。 《辛追》 之美， 是湖南京剧传承
与创新一次成功展示。 京剧在湖南如何
发展？ 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
考。

一是继承与创新两条腿走路。 京剧
创新确实很难， 步子太大不像京剧， 一
成不变也不行。 京剧的本质， 体现在表
演的形态上 ， 如唱念做打 、 四功五法 、
西皮二黄的基本功等 ， 不能随意丢掉 。
京剧的特征， 在于程式化和写意化。 京
剧的舞台是虚拟的， 布景就在演员身上。
从演员的身段、 姿态、 神色， 观众可以
看到千军万马和千山万水。 可以说， 追
求气韵生动的写意， 就是古典审美的本
质。 拿掉这些， 自然不像京剧。 京剧传
统的继承不能放松， 但是这不代表京剧
不需要创新。 我认为， 京剧与相关产业
的融合跨界发展， 是京剧创新的强大引
擎和推动力， 京剧完全可以和杂技、 音
乐、 影视、 互联网、 动漫、 旅游等结合
起来， 使京剧走出传统的狭小的内循环
体系， 与市场共舞， 实现京剧发展的市
场化、 规模化。

二是大力培养京剧人才。 京剧艺术
的发展， 人才是关键。 如一些业内人士
所说， 京剧演员的成长、 成熟离不开舞
台。 通过舞台实践， 演员找到自己的艺
术定位 ， 深刻思考观众与时代的要求 。
唯有这样， 京剧才能成为一潭活水， 充
满生机活力。 因此， 我们必须不拘一格
地起用年轻演员， 让他们在老艺术家们
的精心指导下， 担纲主演优秀传统剧目。
通过着力培养和个人的辛勤练习， 让一
批批青年演员在京剧艺术界脱颖而出 ，
得到观众的认可 ， 成为新一代台柱子 ，
保证湖南京剧舞台的未来能长期繁荣和
绚丽多彩。 不仅是京剧表演人才， 还有
编剧、 导演和舞美的服装、 化妆、 道具、
盔箱以及京剧器乐中的打击乐人才目前
也陷入十分短缺的境地， 这一问题需要
得到重视。 京剧化妆、 京剧服饰是分工
非常精细的专业， 这些在京剧演出中都
是必不可少， 他们是幕后英雄， 是艺术
家离不开的人。 因此， 我们也应该注重
对于这些人才的培养， 这样才能支撑起
京剧这一综合艺术的继续发展。

三是以丰富的形式吸引观众。 多年
来 ， 我们通过送戏下乡 ， 戏曲进校园 、
进社区 、 进工厂等多种方式培养观众 ，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并成功吸引到
更多的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我们还要注
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观众： 首先是与
票友联动， 举办京剧票友艺术节， 以专
业京剧演员与票友同台演出的形式， 吸
引票友走进剧场； 开展艺术培训， 提高
票友的水平和欣赏能力。 其次是开展京
剧艺术进校园活动， 通过活动培养京剧
坚实的观众， 使京剧国粹真正走入老百
姓的心里 ， 扩大京剧在湖南的影响力 ，
带领和扩大一批京剧票友、 培养一大批
京剧爱好者， 使京剧传承和市场效益达
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再次是开展京剧普
及活动， 今年湖南省京剧传承保护中心
开展的 《走近京剧》 系列活动， 打破以
往单纯表演的模式， 采取 “表演+讲解+
互动” 的新方式， 主动贴近大众， 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 京剧艺术的发展传播应该适
应时代潮流， 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
优势， 运用微信、 微博等多种平台， 视
频 、 音频等多种手段 ， 拓展宣传范围 ，
并从多方位加大对于京剧艺术内涵的挖
掘和表现， 让更多人欣赏到京剧之美。

曹恺予

湖南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范沧桑，
影响我青少年时代最重要的老师， 于2017
年5月28日在广州去世。 悲伤于心，不能言
表。

范沧桑先生祖籍安徽， 少年时代在东
北黑龙江的部队农场读书学习， 成长于湖
南。 现在长沙的岳麓山、左家垅，已经成为
广大湖湘艺术考生心中耳熟能详的考学圣
地，其始作俑者，就是当年湖南“85美术新
潮”的领军人物范沧桑先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他大学时代的作
品入展全国第六届美展并获奖， 因此而留
校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 后来办了美术培
训班，培育了无数湖湘子弟，如蒋志（中国
美院，著名当代艺术家）、曾辉志 (中央美
院）、毛继鸿(北京服装学院，例外服饰、方
所书店创始人）、马一丁(著名地产策划专

家）、贺江晖(广州美院）、王斌(广州美院)、
刘小非(中央工艺美院)、刘瑛(浙江丝绸学
院）、杜安(广州美院)、于力(中央美院）等。
不夸张地说， 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湖
南从事美术工作的或沾美术工作边的，基
本没有不知道老范的。

上世纪80年代末， 在资讯极为不便的
情况下，先生多次创造条件，邀请写生路过
湖南或回湘探亲的中央美术学院易英、毛
焰、肖立(当年还是学生)等，为湘地学子讲
座，传授技法、经验，培养学生们的眼光、见
识。 他和1989年回湖南师大教书的中央美
院毕业生段江华，对学生的培养，完全是因
材施教。 一个补习班的同学， 有学达芬奇
的、荷尔拜因的，也有学伦勃朗、珂勒惠支
的，你愿意学啥，老师都不干涉，反而会和
你一起研究技法， 整个高考补习班弥漫着
自由而崇尚研究的气氛， 仿佛是一个大师
研究生班，师大的本科生看了我们的作业，

也都瞠目结舌，甘拜下风。
1989年春天，范先生曾带我们近30人

去南昌考试专业。 虽然每个少年都在为高
考和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 但是和范老师
一起，大家都十分兴奋与快乐，住在2元一
晚的旅社里，互相做模特，模拟第二天的考
试题目，此情此景，宛若眼前。 先生为人十
分豪爽， 不少家庭困难的同学亦得其物质
资助。

上世纪90年代初， 范先生自己在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进修， 湖南的二位
老学生蒋志、曾辉志去北京看望先生，几人
挤在先生那间租来的小平房里， 先生竟然
卖掉一双新买的耐克鞋， 用来招待学生吃
饭喝酒， 剩下的钱据说买了二张北京电影
学院的观影套票送给学生， 让他俩提高艺
术修养。后来这二位同学不负师望，先后考
入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 并在艺术上取得
很大成就。

数年前，先生因心脏病而置六支架，后
又因直肠癌做了切除手术，依然神采飞扬，
依然嗜酒如命。 少年时代好友龙珠先生三
个月前去拜访范先生，他俩把酒言欢，还电
话我，笑言玩牧马人改装车之乐趣，并约我
五月中旬大家一聚。我很痛快地应诺了。未
曾想，端午前夕，范先生竟然去了。

我于范先生门下受业一年多， 影响了
我一生的价值观、艺术观 、人生观 ，先生
不仅仅教我们画画的技巧 ， 更言传身
教，教我们做事、做人的方法、品格。 用
当年同学刘瑛的话说， 范老师的学生，
没有坏人的。

用朋友写的挽联， 来缅怀英年早逝的
湖湘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范沧桑先生———

先生教我做人，松石襟怀，低也砥砺，
高也砥砺

君子模山范水，风云气度，来亦沧桑，
去亦沧桑

黄祖示

我与禹安平相识近30年，
有空经常到他那间简陋的画室
里，看看他那一幅幅新作品，翻
翻那一叠叠的写生手稿。 看到
他从奇山秀水间归来时喜悦的
脸色， 听他讲一路的趣闻和感
慨……我每每感动和震撼。 他
的那种勤奋耕耘、谦卑为人、低
调自我、安静平和的工匠心境，
令人钦佩。 他是我难得的朋友。

禹安平1955年生于湖南新
晃，1987年考入中国画研究院，
受何海霞、李可染、龙瑞等名师
指导学习和创作中国山水画。
1988年就获过湖南省“洞庭湖
杯中国书画大奖赛”一等奖。 多
年来他的生活就是一个模式，
除了安安静静作画， 就是奔波
于山水间写生。 笔墨表现上，他
不是承而不化。 在长期的探索
和写生中， 他崇尚以线为上的
理念，将线赋予了生气和灵魂。

现在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新论：
由线写转为沉稳的线游。 长期
的积累，他的画、他的线有了自
己的个性语言。

禹安平凭着坚强的毅力，
40多个年头里用双脚丈量万里
河山，用双手表现山水清韵。 他
坚持深入生活， 登临山顶阔胸
襟，步于平川展视野。 他的创作
注重以文化作支撑， 对于古典
文学，尽心去读，去领会、去悟
道。 长期思考如何融入画中，使
画作苍茫里呈博大， 玄冥中见
精神。 他作画时把调息运用到
过程之中，心指手、手握笔、笔
随意念而生境， 基本达到无我
之状态。 他淡泊名利，很少与外
界往来，孤独于画室，思考、练
习和探索，在自己的境界中，充
实而又自得其乐。

我已故老友陈白一先生生
前撰写过《师造化，得心源》一
文，介绍禹安平的人与画。 今年
两会期间， 此文刊登在了由全

国政协主管的《中国经济社会
论坛》两会特刊中，引得注目，
获得了一些影响和关注。 我为
之高兴，并祝贺！

禹安平散淡内敛， 厚道善
良，朴实无华。 以我军人的眼光
来看，他就像猎人，精确射击，
一笔一划，沉稳而又通畅。 他这
耐得寂寞的行为， 很多熟悉他
的人都是这么评价： 是沉寂在
闹市为艺术而努力的一位隐
者。 我认为，他用一生精力去悟
道，去探索，境界不断升华，笔
墨日益高尚。 在艺术创作的道
路上， 定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
远。

有目标的人才会想得深，
看得远。 最近有位文化圈的朋
友， 看了安平近期画作说：“我
一直以为国画是反映人与自然
的关系， 自然是表达天与地的
关系，地是表达山与水的关系；
水生气，山养气；山水画的精髓
在于对虚无飘渺、 捉摸不定的

气的理解、领会、沉淀、把握和
表达。 万物因气而生，植物也有
光合作用。 气宜生不宜死，宜静
不宜躁，宜虚不宜实，宜自然不
宜生硬……”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将
水喻于兵，则山类于城，安营扎
寨，收兵束马，各得其所，各司
其职，像静而势雄，动而不乱，
静而有力，观之不敢妄议妄动，
是为“和合”。 因此，国画最难就
在山水关系的表达。 至于在山
水之上安排什么样的光景，比
如桥船亭路等等， 合理表达天
地人相生相合的关系， 就更需
悟性和匠心。 悟性是悟出来的，
与慧根有关；匠心是练出来的，
与勤奋有关。 是所谓“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

比起当下一些以艺术为
名，钻营浮华红尘的画家，安平
显得沉稳安静。 安平说：“一生
一事。 艺术探索无止境，永远在
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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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当代漫画出
作品、出人才最繁盛的时期，谢丁玉先
生就是这个时期我国漫坛最有代表性
的漫画家之一。谢丁玉先生于2009年7
月4日悄悄地走了，但却留下许多令人
追忆的事。 先生忌日又至，许多和他相
关的记忆浮上心头……

1993年初，我借著名油画《父亲》
作背景，创作漫画《父亲的新烦恼》送
省评审， 当时任省漫画学会会长的谢
丁玉正在医院住院， 便由谭谷泉老师
代笔专门为我的作品写了一封信：“父
亲的新烦恼：谢老师意见‘碗里画成摊
派物’。 说明‘父亲’得了摊派物，与烦恼
有矛盾，必须把‘烦恼’改成‘收获’……”
后来此作品入选“1993年中国漫画大
展”。 1995年3月，我创作漫画《未来长
跑赛路线》，在《人民日报》举办的第三
届“奇星杯”全国体育漫画大赛中获一
等奖。 谢丁玉先生得知后， 打电话给
我，问我多大年龄，在哪里工作，过了
几天， 他又写了一篇评论我这幅获奖
漫画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上。

谢丁玉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开办
的“刺玫瑰”漫画函授班，是改革开放
后全国最早的漫画函授班之一。 1980
年他又创办了《刺玫瑰》漫画报并任主
编。 该报是当时除人民日报社《讽刺与
幽默》 外， 全国第二份有影响的漫画
报。 那次在中国廉政漫画大赛活动中，
有幸见到我国第一个出国担任国际漫
画大赛评委的著名漫画家郑辛遥。 提
起谢丁玉时，郑先生激动、深情地说：
“我就是谢老师办的漫画班的学员。 ”

现在许多改革开放后出名的漫画家，
曾受益于谢老师。 谢丁玉主编的《怎样
把漫画学到手》《漫画技法与构思》等
漫画知识书籍，深受漫画作者厚爱。

谢丁玉是湖南漫画学会创始人，
并任湖南省漫画学会第一任会长，曾
担任第六届全国美展漫画评委会副主
任。 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湖南的漫画很
火爆。 当时的省领导给予他高度评价。
特别是通过他的努力， 使改革开放后
全国第一次美展的漫画展放在湖南长
沙展出， 并在长沙召开改革开放以来
首个全国漫画创作学术座谈会。 此次
会议有38名漫画家联名致函中国美术
家协会， 建议在中国美协领导下迅速
建立“中国漫画研究会”。 会议结束时，
全体代表草拟了《向全国漫画家的致
意信》， 号召全国漫画家：“携起手来，
共同为繁荣漫画艺术事业而努力奋

斗!” 这次会议对我国漫画创作和理论
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谢丁玉先生一直在湖南日报社工
作，也是个高产的漫画家，更是一位有
思想有水平且与时俱进的漫画家。 当
时漫画界有“北有丁聪，南有丁玉”一
说。 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做每一件事都
经过深思熟虑。 省报是党的喉舌，舆论
导向来不得半点含糊。 漫画界的元老、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在长沙考察工作
时，称赞谢丁玉“办事认真”。 1985年11
月，他创作的漫画《一叶障目》在《湖南
日报》 首次发表， 继而由香港报纸转
载，并得到中宣部的表扬，也受到业内
高度评价。 这幅漫画即使放在今天看，
也不乏新意和教育意义。 他的漫画作
品《无题》参加了第六届中国美术展，
这在当时的漫画界是极难能可贵的。

退休后, 谢丁玉先生身体一直欠
佳。 2006年，原省漫画学会秘书长余立
新搞画展，请谢丁玉老师去，并告诉他
湖南省美协漫画艺委会已成立， 谢老
师从广东惠州回来后， 家人说他身体
一下子好起来了。2006年12月19日，湖
南省首届漫画大展在省美术馆开展。
这天，谢丁玉精神特好，在女儿的搀扶
下参加了开幕式和座谈会， 第二天又
由妻子扶着来到展厅， 将全部漫画仔
细看了一遍， 对在全国漫画展中两次

获奖的娄底漫画家陶益源和他在中央
电视台获奖的漫画《根》赞叹不已。 第
三天是结束展出的一天， 这天谢老师
独自一人来到展览厅， 又详细看过每
幅作品。

谢丁玉先生对漫画特殊的爱，使
我想起漫画大师华君武所说的，“锲而
不舍” 是一个人干任何事情都不应缺
少的精神。 谢丁玉先生对漫画事业的
执着精神， 永远值得漫画同仁怀念和
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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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丁玉，
一代漫画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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