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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军

8月23日下午， 在世界自
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
武陵源核心景区的水绕四门，
土家族画家李军声正式启动
了《百米长卷绘武陵》的创作。
作为有史以来最长的巨幅砂
石画作品， 运用大自然的砂
石、芭茅秆、杉木片等材料，以
艺术的手法全景展现张家界
“三千奇峰、八百秀水”的恢宏
画面。现场吸引了国内外几百
名暑期随家长来张家界旅游
的青少年参与。

李军声将在约4个月时间
里用巨幅砂石画描绘世界绝
版的风光，不是简单的临摹和
写实，而是凭自己数十年对张
家界山水的浸润、感悟，深度
感知张家界山水的抽象肌理
和灵魂，在与大自然的交流和
对话中，艺术地表现张家界山
水的灵与魂， 以自然表现自
然，与大自然激情碰撞，完成
这幅恢宏的画卷。

李军声这次大胆尝试创
作巨幅作品，源于他对家乡灵
山秀水的深情。这幅巨幅砂石
作品完成后，军声画院将申报
吉尼斯纪录，还将用它把张家
界山水风光和砂石画艺术带
出湖南，带出国门，让世界各
国的人们感受张家界世界自
然遗产的绝版风光，感受砂石
画的独特艺术魅力。

李军声是张家界的一位
传奇人物。 张家界绝美的山
水，让他自幼萌动着一份对艺
术的渴望。一次见到用打碎的
彩色砂石在墙面作装饰，给了
他灵感和创意，让他产生了用
大自然色彩丰富的砂石来作
画， 把民间版画雕刻艺术、中
国画的工笔和写意、西方油画
技法融为一体的绘画创意，他
从此走上砂石画创作之路，执

着的追求成就了他，他的绘画
被艺术界认定为一门新型画
种———砂石画。

为了传承砂石画艺术，李
军声和孔菁萍1997年创办了
“砂石画研究院”， 2001年创
办“军声画院”。在他们不懈的
努力下，砂石画艺术成为张家
界旅游文化市场的独特名片，
李军声的砂石画先后获中国
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被
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收藏，两
次作为“中国文化名片”，被日
本爱知世博会和意大利米兰
世博会中国馆展览和收藏；砂
石画作为湖南省政府的礼物，
被选送到昆明园艺世博会中
国馆珍藏。 多年来，其砂石画
作品还先后参加由国家文化
部组织的“巴黎·中国书画
展”、 沙特“中国文化周”等活
动， 受邀到世界各地举办画
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王镛撰文：“李军
声创造的砂石画取得了与西
方现代画家的综合材料艺术
异曲同工的视觉效果，而且更
富有中国本土特别是湖南张
家界本地的艺术特色。 ”中国
当代艺术家张仃先生为砂石
画题词“根深叶茂”。

军声画院以传播砂石画
艺术为己任，这项艺术在当地
已“根深叶茂”，有300百多名
当地人在军声画院学成这门
艺术，还有美国、加拿大、意大
利、日本等国家的艺术家前来
学习考察。

以传播砂石画艺术为
己任的军声画院，还创新出
陶画、七彩砂石画 、便携砂
石画和隐画等砂石画新技
法， 有5项成为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产品，军声画院也成为
“湖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

王明义 徐达顺

痴情民俗民画， 淡墨雅调写
风物。 这是人们对覃仕泉的评价。

提起覃仕泉， 人们自然会想
起那些反映本土民俗极富生活温
度的风俗画作品———“打铁的 ”
“说书的”“赶集的”“拉纤的”等民
俗画， 画面语言那使人回味的民
俗风格， 成了覃仕泉独特的艺术
名片。

认识画家覃仕泉还得从上世
纪70年代说起， 一日在合口镇十
字街口看到一位摆画摊、 做招牌
的青年人，他的字画使我们一惊，
县里还有这样的高手， 便走上去
与他攀谈。

那时， 覃仕泉家庭经济负担
很重、 不得已在合口镇摆牌匾摊
子为生。 覃仕泉的绘画能力很快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先后被聘请
为国风荆河剧团、县电影院、县卫
生局健康教育馆做舞台美术、电
影海报宣传等工作， 受到当地文
化局的青睐，1989年作为特殊人
才，被县文化馆录用，正式从事美
术创作。 县委、县政府及各级主管
部门协调为他配备宽敞的覃仕泉
工作室。 覃仕泉辛勤耕耘，以先后
创作出了《三国演义》《天仙配》
《雍正皇帝》等8部连环画，及反应
临澧风土民俗的《嫁女图》《厚土》
《闹正月》《梦风》等30余幅大俗大
美、至真至善的人物画作品，多次
参加全国举办的画展， 受到专家
的好评并获奖， 一举成为国内知
名画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导师、南开大学教授杜滋龄评价：
“覃仕泉的作品以十分诚挚的严
格和平静、质朴的心态，去感受和
关注他身边人物的命运， 并痴迷
地捕捉各行各业人物的神形，他
的作品是反映湘西北那片厚重土
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生存状态的
真实写照。 ”

覃仕泉善于从平凡事物中发
现美、表现美、弘扬美，以民俗写

人，以人承载民俗，寻求两者的统
一， 并在这种统一中展示湘西北
淳厚的风土人情， 用画笔记录湘
西北那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
民俗民风和民情。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覃仕泉
说：“我喜欢画风俗民俗画， 主要
是我在这些鲜活的底层人物中，
看到了他们的朴实、真诚，我喜欢
他们，愿意去讴歌他们！ 他们对生
产的执着，对期望的执着，对人生
的执着，像碑刻一样，刻在我的心
里，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要用我画
笔去描他们，画他们，用我的一切
精力去研究挖掘民俗文化人文价
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只有
加倍努力创作， 画出更多的优秀
作品，才对得起生我、养我、培养
我的这片热土和关心支持我成长
的人们。 ”覃仕泉凭借着对民俗文
化的热爱和责任感，倾其精力，多
方考证，走访基层，把看到的、听
到的经过精心构思， 创作出很多
风俗绘画作品，有鲜明艺术风格，
又独具人文情怀，令人耳目一新。
覃仕泉的画，就那么有意无意、信
手勾画几根线条， 随便点染一些
浓淡墨，却显得那么有趣，那么松
灵散淡，那么天真烂漫。

杜滋龄评价覃仕泉的画：讲求
简洁明快， 细微到一个动作甚至
一个眼神，都似有风情万种，令观
者悠悠神往。 2006年覃仕泉应邀来
到北京中国艺术院研究生院“杜滋
龄工作室”，跟师1年，得到杜滋龄
教授的真传。 这次深造可以说是
他美术生涯的一次飞跃， 他找准
了自己美术风格的定位。 凭着自
己草根画家的特殊身份和湘西北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把
创作风格定位在民俗人物上，他的
民俗人物被收入《新中国礼艺术大
师·精品六人集》， 并被制成国礼挂
历赠送世界各国大使馆。

（覃仕泉 ，土家族 ，湖南常德
临澧县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常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

万春 林灏先

今年原本不温不火的暑期
档 ，终于被 《战狼2》引燃到爆 ，票
房4小时破亿、85小时破10亿、一个
月超过53亿， 影院排片和口碑持
续居高不下， 不仅稳拿国内目前
上映影片票房第一， 而且领跑全
球票房榜。

从拍第一部 《战狼 》起 ，吴京
就坚持不向商业妥协，《战狼1》前
后准备6年时间，还在特种兵营训
练了18个月 ， 最后成就了5亿票
房，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火遍大江南北。 《战狼2》，吴京依
旧坚持自我， 兑现了自己在央视
《开讲啦》栏目上许下的豪言：“拍
一部纯爷们的电影。 ”一镜到底的
水下肉搏、 精彩酷炫的无人机空
袭、 漂移的坦克大战……不愧为
一部“让男人看了，更想做真男人
的电影 ”，一句 “在你身后有一个
强大的祖国” 又成了让无数观众
荷尔蒙爆表的经典台词。

很多观众看了以后， 大呼过
瘾，有的干脆刷了二场刷三场，有
的年轻人自己看了， 还带着父母
看。 《战狼2》成了继《人民的名义》
之后又一部捕获老中青三代人的
影视剧， 成了主旋律影视剧的现
象级大爆款、大IP。

在仙侠奇幻剧、爱情片泛滥，
非主流当道 ， “花样美男 ” “小鲜
肉”霸屏的影视世界，吴京却用资

本和投资人都不看好的动作片 ，
用 “主旋律 ”为主题主线 ，用 “对
味”的“老戏骨”扎场，出乎众人所
料地实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相比近年来拍摄的一些抗日
“神剧 ”、 主旋律 “大片 ”， 《战
狼2》 的成功做法十分值得学习
借鉴 。 《战狼 2》 用事实证明 ，
不是我们的70后、 80后缺少家国
情怀， 更不是我们的90后、 00后
缺少英雄热血， 而是我们的主旋
律影视剧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跟
风 、 生硬叙事 、 情节粗糙等问
题 ， 为弘扬主旋律而刻意 “弘
扬”， 很难打动观众。

我们拥有全世界唯一没有间
断过的、 历经5000多年的华夏文
明积淀， 拥有从积贫积弱中战胜
外来强敌的近现代坚强不屈的抗
争史， 拥有改革开放30多年由极
端落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光辉岁月， 有太多的生动故事
可以讲， 有太多的主旋律亟待我
们传播与弘扬。 要是我们的主旋
律影视剧都能像《战狼2》这样，故
事构设上不仅有情怀、有担当、有
血性 ，还强调顺形势 、重内涵 、接
地气；拍摄手法上不仅讲场面、讲
演员 、讲特效 ，还强调重质量 、看
演技、有水准，就一定能够引发观
众共鸣， 就一定能够真正释放出
主旋律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凝
聚力，产生更多的现象级大爆款、
大IP。

艺苑掇英

桃花源里好作画

覃仕泉作品《送粮图》

影视风云

主旋律电视剧
应多塑立榜样“精魂”

艺林风景

百米砂石
画长卷

土家族画家李军声在张家界景区
现场创作砂石画百米长卷。

李军声砂石画作品《古城》

徐刚

我与赵国同年生，一起在宜兴生活工作，已有十年之余。 常有
人问我，赵国的字怎么样？直白说，他这个字一打眼并不好看。但你
会越看越有味，且越安静。 像赵国本人，为人低调、真诚。

书法，文人的笔墨游戏。 有人写技法，有人写法度，有人写境
界。 记得星云大师曾在一笔字展览上说过一句话，不要看我的字，
请看我的心。

在大师看来， 笔墨只是一个载体， 内容及心境才是要传递的
道。赵国的字，大概便是如此。他没有完全拘泥于传统，去把一个帖
写到规规矩矩。 世间那么多写帖的人，又何缺一个赵国呢？

写点内心的东西，需要勇气，也需要心境，更需要坚守。赵国的
每一幅作品都仿佛是有生命的、灵动的个体。 耐人寻味，又有些意
趣，有些禅意。 赵国的画，大致也是如此。

他的研究生导师卢禹舜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画有才气，有
灵气，字较文气，笔力不错，是在写自己的想法，有一定的当代意
识。 ”著名美术评论家谢海先生评价他的画：“用墨、用水、用纸、印
泥，都十分讲究。 画中有文人气质，且有人文精神。 ”

近乡情怯，游子归家。自从离开湘潭外出求学，到娶妻生子，事
业小成，不知不觉已经十多年了。赵国此番回到湖南，把他《笔近梵
歌》个人作品全国巡展的首站放在了长沙如艺馆，他说要向家乡人
民做一个汇报，接受父老乡亲们的检阅。 祝他的画展圆满成功。

杨福音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里有篇
文章叫《我对小说的看法》，说他
在40岁时发现就是写过一些名篇
的现代小说家， 平常写的小说也
是很一般的， 由此说明现代小说
家也不是一群超人。

提出王小波的一段话， 并不
是说我要来谈小说， 我喜欢读小
说不亚于画画。 但我并不真懂小
说，这是实话。 我只是想借他对小
说的这个态度来看看画画的事。

画画的朋友在一起聊天，话
题多半是谈这一百年来哪些画家
真正解决了问题的事。 我觉得这
样聊天有好处， 用王小波的说法
是“让人放心”，由此也就会找出
自己努力的方向。

大家比我清楚，20世纪的中国
画家走了两条路：一是学西方，徐悲
鸿、刘海粟为代表;一是守本土，吴
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 结果
是守本土的一方占了上风，吴、齐、
黄成为本世纪中国绘画高峰的代
表人物。对此，大概大家不会有不同
的意见。 学西方的一路最后没有走
到高峰。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说代表
上个世纪高峰的这三位画家。

我如今害怕争论， 尤其是在
这样一个失去了权威的环境里，
任何看法一经讲出， 便会有各种
奇怪的看法与你相对， 还要拖着
你到大街上去吵， 最后热闹一场
不了了之。 这样的热闹没有什么
意思。 因此我不打算说服别人，只
是想自己从中找出努力的办法。

在我国，20世纪真正称得上
绘画大师的， 就数吴昌硕、 齐白
石、黄宾虹。 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山
仰止，这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他们
的原作，我曾在上海、浙江、湖南

系统地看过。 反反复复地看了多
次以后，一方面，我觉得这三位确
确实实站得住脚， 其他人的画摆
在一起，只能是众星拱月。 另一方
面，我又有些感到不满足，总觉得
还是有些话可以讲讲。

在吴昌硕画前， 觉得他用笔
大胆，整幅气势大。 也觉得文人气
有余才子气不足。 若转背看徐渭
的画心情会激动些， 画里会透出
汪洋恣肆无羁无绊任性为之的才
子气。 我想，如果我现在用吴昌硕
的画法画画， 画出的东西会显出
一种老气， 而如果用徐渭的办法
画画，就会显出一种生气。 绘画有
生气比有老气好些。

齐白石作画的依据是“似与
不似之间”。 我看他的画多数还是
比较靠近“似”，而一看到更靠近
“不似”的画，我就更喜欢。 例如齐
老在98岁画的牡丹， 我就觉得花
卉画到这个分上没得说了。

那年我在杭州看了黄宾虹的
山水画展，数十幅中，我最喜欢五
六幅。 这几幅都是未完成品，画的
是局部山水，也未上色。 后来我又
花了几百元买了《黄宾虹抉徽画
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我买
这本画集的原因， 是里面用了大
量的篇幅印制了黄宾虹山水画的
局部， 觉得蛮合我的口味。 我以
为，宾虹老人的山水画，是局部的
现代，整体的传统。 换句话说，从
整幅来看，仍属于传统山水，从局
部来看，很有一种现代味道。 看出
这一点，我心里很高兴，画山水时
就有意抛开他的整体， 着意将他
的局部放大，让局部变成整幅，就
有了一点点的收获。

艺术上的事就是这样， 真正
体会到前辈大家中的一星半点，
一辈子受用无穷。

翰墨飘香

从左至右依次为吴昌硕、 齐白石、 黄宾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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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声：

说说三位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