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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湘籍画家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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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健说， 他的理想很简单———前半生四海漂泊， 以画
修行； 后半生身体力行， 传播真善美。 “这座建在湘江边的
美术馆， 对于我的人生是一个重大转折： 从一匹为了艺术云
游世界的‘野马’ 回到故乡， 落叶归根了。” 然后， 他气定
神闲， 在这座艺术殿堂里， 继续践行他的人生座右铭———
“人性和爱”。

经英国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 权威认证： 长沙市

李自健美术馆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家个人美术馆。 7月16日，
世界纪录认证证书颁发仪式在李自健美术馆举行， 李自健、
丹慧夫妇郑重接过了世界纪录认证证书。

李自健告诉记者， 29年前离开身后这条湘江的时候， 他
带着简单的行装和几百美金去了美国。 那时候， 他两手空
空， 一片茫然， 前途在哪未来在哪都不知道， 根本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建个人的美术馆。 对祖国的挚爱， 对故乡的深情，
还有艺术家的那份自信， 给了他不灭的艺术灵感和创作激
情， 不管走到哪里， 他始终不改初心。 “我们靠着湖南人特
有的拼搏精神在海外不懈打拼， 带着作品四海巡展。 但这并
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和我太太的梦想是， 有一天， 要在家乡
建设一座美术馆。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甘愿付出辛劳。
几年前， 我们终于有了这个可能。 在故乡这块美丽的土地
上， 我们经过努力， 花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 建成了这座
美术馆。”

李自健美术馆位于湘江新区洋湖片区的湘江之滨， 三面
环水， 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周围湖
面绿地面积180余亩， 李自健独立投资2.2亿元。 美术馆落成
9个月来， 已经接待了36.6万观众， 举办了25场音乐会， 36
场文化交流活动， 9次大型展览。

李自健说： “美术馆虽然以我的名字命名， 但不是我的
个人财产， 而是留给家乡人民、 造福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
我们夫妇约定了‘三不’ 承诺： 永远不拿工资， 永远不收门
票， 永远不拿美术馆的盈利。 真正做到以众为我， 以舍为
得。 这也是我建馆的初衷。 我和我的太太都这样想： 就算将
来把这个馆送给了国家， 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在这里服务，
一直到我们走完生命的旅程。” 如今， 李自健美术馆已经成
为长沙地标性建筑， 艺术家李自健夫妇和他们的美术馆有如

一块强大的磁铁， 吸引着前来欣赏高雅艺术的人们。
美术馆A馆中挂满了李自健300多幅作品。 在这里， 你

会看到脸颊红扑扑的孩子躺在竹椅上， 盖着红花被酣睡， 黄
毛狗蜷曲着卧在一旁； 门前台阶上， 姐姐夹起一口饭菜， 放
在嘴边轻轻吹， 喂着比她小不了太多的弟弟， 鸡雏聚在脚
边， 捡食掉落的饭粒……

“生活是无穷的源泉， 偏远的山乡里， 那些原初的， 没
有虚伪、 没有矫饰的美， 我用画笔一笔笔画下来。 这些东西
是可贵的， 甚至是在不断消失的。 人们玩着手机， 玩着电
脑， 会慢慢地离这些场景越来越远， 那牛背上的少年， 泉边
的女孩， 一百年后看起来会很有价值。 只要人们在看完我的
画后， 心中有所触动， 触动到柔软的地方， 那就足够了。”
李自健说。

一个画家， 创作出这么多优秀画作， 居然还建成了一座
彰显个性的美术馆， 在许多人眼里，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情。 其实， 只要来到这里， 你看到的就不仅是琳琅满目的画
作和书法， 还有宽敞明亮、 方便阅读的图书馆， 更能体味到
一位湘籍画家的拳拳之心。 李自健， 这位自强且行健的湘中
汉子， 用他独特的文化视角诠释着绘画艺术的精髓， 以实现
自己艺术报国、 造福家乡的宏愿。 这种情怀时时激发着李自
健用画笔为祖国昌盛、 为民族复兴奉献一份心力。

有人探询： “为什么说英国人有贵族气质？” 得到的回
答常常是： “因为英国有很多美术馆和博物馆啊 !” 是的，
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 如果丢失了属于自己的文化， 就无异
于一个无魂的躯壳； 城市壮硕的躯体， 须臾也离不开包括美
术馆、 博物馆在内的文化魂魄。

湘江侧畔， 李自健美术馆以内化于心的艺术自信， 演奏
着撩人心扉的优美乐章。

卢泽华

邻居家10岁不到的小女孩最近迷上了传统的戏
曲，这让她的父母啧啧称奇。 在现代流行文化的冲击
下，少年儿童对传统艺术的“漠视”已成为普遍现象。
笔者细问原由，才得知小女孩喜欢上花鼓戏，是因为
看了某主播在直播平台上表演的昆曲和花鼓戏节
目。

窥一斑而知全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博大精深，
魅力不减， 并不存在年轻群体 “天生不喜欢传统艺
术”的问题。 而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间的“失落”，多
来自于传播载体上的“断层”。 一方面，许多传统艺术
拘泥于过去的舞台、作坊式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
年轻人早已习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主要通过
网络接触各类文化艺术作品。 两者之间就这样错过
了“相遇”的机会。

文化艺术界在互联网上“存在感”不足，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部分创作者患上了“互联网恐惧症”。 据
笔者观察，目前传统文艺界对现代网络的认识有3个
误区：一是认为传统艺术在天性上与互联网“八字不
合”、泾渭分明。传统艺术不适合在网络传播？这是个
伪命题。 网络世界包罗万象，现代网络文化本身就蕴
含着大量传统文化元素，事实证明，没有格格不入的
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 二是传统艺术是文化瑰宝，不
能在互联网上做“下里巴人”。 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
见。 艺术没有贵贱之分，传播渠道也不会导致艺术产
生贵贱之分，高雅艺术依然可以成为大众艺术。 三是
对互联网有抵触和懈怠心理，不愿尝试新事物、新渠
道，宁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许多传统艺术家深
耕业界多年，对于互联网的重要性也有充分认识，但
部分艺术家使用互联网的积极性有限， 导致错失传
统艺术焕发新生命的良机。

“曲高和寡”并非“阳春白雪”的标配，传统艺术
一样需要通过网络“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这样，才
能迸发出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 事实上，已有不少传

统艺术家开始尝试通过网络提升艺术影响力。 例如，近两年湖南省实施
的“戏曲动画进校园”活动，除了到学校面对面通过动漫画形式向广大
中小学生传播戏曲知识， 还通过网络直播戏曲动漫画的形式在互联网
上传播。 而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琴箫合奏曲目、古筝古琴演奏曲目深得
广大青少年喜爱，也有主播演奏二胡吸引超过20万人观看的“盛况”出
现。

这些尝试难能可贵。 然而，在网络与传统艺术的结合中，需要特别
注意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之间的关系。 传播载体对艺术的内容创作、呈
现方式、表达效果都有巨大的影响作用，选择新的传播载体，就意味着
艺术上的再创作。 传统艺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需要适当调整创新，既
要保持传统艺术的文化韵味，也要展现时代风貌，创作出深度融合、广
接地气的艺术作品。

总之， 解决很多传统文化遗产传承的困难， 不能一味靠政府扶持
“输血”。 传统艺术应该摆脱“养在闺中”的状态，大胆试水网络渠道，用
互联网思维打造自身造血功能。 一方面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探
索适合现代社会的艺术创新， 让中国传统艺术真正走到大众特别是年
轻人中间。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适应网络时代的
传播规律、创作规律，中国传统艺术才能长传常新，永葆活力。

李自健美术馆展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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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辰
河高腔的传承轨迹， 笔者日前走进了
泸溪县辰河高腔传习所， 恰逢该所正
在排练辰河高腔折子戏 《破窑记》。
年轻的演员们跟着老师傅们一招一
式、 一腔一调认真地学习着， 笔者被
曲腔悠扬、 婉转动听的辰河高腔深深
吸引。 该县辰河高腔传习所所长刘江
华说， 此次排练的 《破窑记》 是辰河
高腔中非常著名的一折， 时长70分
钟， 排练完成后将进行大型展演， 还
将在浦市中元节等大型活动上进行表
演。

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 的辰
河高腔在泸溪县沅江浦市、 白沙一带
红红火火。 这里的老百姓， 每当逢年
过节， 或者家中大喜事， 总要请县辰
河高腔传习所来演上一场。 说起湘西
老百姓对辰河高腔的喜爱， 可谓历史
悠久。 它曲腔优美， 表演朴实， 富有
乡土特色， 演出剧目内容健康， 艺术
性强， 常令观众如痴如醉， 流连忘
返。

辰河高腔经历了围鼓坐唱的初始
期、 矮台班木偶戏的发展期、 清雍正
年间高台演出的成熟期和兴盛期， 后
加进了笛子伴奏 ， 从此长盛不衰 。
1957年， 泸溪成立了县辰河戏剧团，
在泸溪、 辰溪、 溆浦等地极为著名红
火。 但是， 辰河高腔也和许多古老戏
曲一样， 进入上个世纪中叶后也走入
低谷。 尤其是“文革” 期间， 专业剧
团被解散， 人员全部下放农村， 剧团
名存实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恢
复县剧团， 但人员老化， 资金短缺，
剧本陈旧， 加上剧目缺乏新意， 一直
没能走出低谷。 正当该剧濒临失传之
际， 泸溪县委、 县政府作出重大举
措： 2003年安排30个全额编制， 以招
聘的形式引进了一批年轻文艺骨干，
改变了以前自收自支、 留不住人的局
面。 2006年， 辰河高腔被列入国家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泸溪县辰河高腔传习所是一个以
辰河高腔为主， 兼演民族歌舞的综合
性艺术表演团体。 传习所成立以来，
致力于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工作
方针政策， 开展文艺演出和经常性的
下乡巡回演出活动， 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 抢救收集整理传统剧目， 继承传
统艺术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辰河高
腔， 年均演出达百余场， 遍布省、 州
及全县各个乡镇。 曾获得多项殊荣，
1998年， 泸溪辰河高腔赴法国、 西班
牙演出， 赢得了“东方戏曲艺术瑰
宝” 的美誉； 先后荣获全省“服务农
民、 服务基层、 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连续6年获湖南省“好剧
团” 称号。

2012年以来， 泸溪县辰河戏剧团
划转为泸溪县辰河高腔传习所的同
时， 还成立了辰河高腔演艺有限责任
公司， 从内容到形式， 对戏曲进行创
新，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如《粉妆楼》
《搜宫逼诏》《挡夏》《贵妃醉酒》《破窑
记》《目连救母》等。 对30多个辰河高腔
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创新，重新
搬上舞台， 还创作了《辛女赋》《乾坤
换》《情满桔园》 等一批富有现代气息
的新节目。 形式上则引进现代元素，
配备灯光、 音响、 服装等现代设施、
设备， 改变了过去简单划一的表现形
式。

如今， 经过“改造” 的辰河高腔
再续传奇： 场场演出爆满， 个个剧目
受欢迎。 有的剧目演了一场又一场，
观众百看不厌。 辰河高腔传习所多次
应邀赴江西、 四川、 贵州等地演出，
观众好评如潮。

易先根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 今年是鸡年。 鸡年纳福，
鸡年吉祥， 中国人民对于鸡寄托了太多的祈愿与期
盼。 聂运省画鸡， 定然是“鸡鸣夜半， 鹤鸣将旦”
的灿烂辉煌， 是诗情的激荡， 更是画意的飞扬， 充
满了蓬勃的朝气与青春的活力， 昂扬向上， 豪情奔
放……

聂运省笔下的鸡形鸡态， 全是浓墨重彩的氤氲
迭起， 款款欲飞， 有如“长鸣入青云， 扇翼独翱翔”
的跃跃欲试， 飞黄腾达， 将鸡的生活与生命全过程，
展现得淋漓尽致， 生存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得到了
深沉雄阔的诠释， 透出深厚的人文底蕴。

他画的鸡有些特点， 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形象的绰厉风发。 形象是绘画艺术最基本

的语言。 聂运省的绘画语言是生动的。 这种生动性
表现在他线条的流畅与造型的准确， 画鸡像鸡， 是
鸡， 而且是生动活泼的鸡。 中国画对形的要求历来
有“似与不似之间” 之说， 这是指的大写意画， 至
于工笔画是来不得“似与不似之间” 的， 必须要求
似， 而且要真似。 聂运省显然是写意画， 不过有兼
工带写的成分在， 故“似” 的成分居多， 生动具体，
情趣盎然，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度。 你看“斗鸡” 的
挥羽激清风， 悍目发朱光， 气势与姿态何其逼真，
真是力透纸背， 气冲云天。 至于平常生态的摹写也
是突出了诗的情怀与画的意境。 因此， 聂运省笔下
鸡的形象意气风发， 是积极向上、 奋发进取的时代
精神的写照。 他以鸡喻人， 画鸡写人， 用形象表现
精气神， 以感性透出理性。 鸡的形态， 既是鸡的自
我生态， 又是画家的心态， 聂运省的鸡正是这二者
的结合物， 从本质上达到艺术的真实， 形神兼备。

二是气韵的笔酣墨畅。 纵观聂运省的“鸡” 系
列， 可谓酣畅淋漓， 飞扬骄纵， 其笔墨意趣全在
“返璞归真”、 对自然的讴歌。 画中大鸡小鸡、 公鸡
母鸡、 斗鸡走鸡， 摄取了美好的自然空间与和谐的
生命时间， 构筑为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生活图像。 笔
墨功夫的浓厚老到， 全是“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
而知还” 的出风入雅。 大自然永远具有无穷的魅力，
聂运省深知此中真意， 他笔参造化， 墨涵真情， 悟
出了天籁地韵的律动与节奏， 激发了画意的绚烂绽
放。

三是色彩的视觉冲击。 聂运省的鸡群造像均为
浓墨重彩的高华流响， 生气勃勃， 蕴含着浓郁的时
代审美情趣。 其色彩的斑斓缤纷透射了画家热烈而

丰厚的感情， 表现了作品积极上进的精神境界。 色
彩有温度和音响， 墨亦分五彩， 常显情浓意浪的起
落沉浮。 聂运省在色彩的运用上注重“如逢花开，
如瞻岁新” 的突如其来， 显示了画家的大胆与大气，
如鸡冠的夸张与鸡爪的特写， 有着独到的思考， 用
朱红大写鸡冠， 突现其精神抖擞、 神采飞扬， 用墨
线勾勒鸡爪， 表现它的孔武有力， 具有战胜强敌赢
得胜利的生存本能， 有资本昂首阔步， 卓尔不群，
充满生命的蓬勃朝气。

聂运省的鸡画， 生活气息很浓， 接地气， 纳文
气。 他用鲜活的形象， 写出了自己的胸中气象， 构
筑为绘画意象。 并用意象转化为意境， 用笔墨绘制
为心画， 再用意境与心画表达自己的艺术心态。 这
样的作品也就有了文化厚度。

翰墨飘香

聂运省：
抒胸中气象 绘笔下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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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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