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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辉

萧沛苍进入我的视线，是上世
纪80年代那些具有乡土美学特征
的绘画。他以湘西民居变化丰富的
花窗为创作母题，创作了一系列被
称为“流年”意涵的作品。他以细微
的笔触绘写了富有民俗寓意的木
制窗棂以及各种富有造型感的窗
楣与窗口， 而这些造型奇特的窗
孔，总是被镶嵌在风雨剥蚀的砖墙
上。 显然，画家对于这些富有民俗
特征的窗棂的描绘，是和对于历史
沧桑的感慨糅为一起的，细微的笔
触似乎能够让人们去触摸那斑驳
砖墙的粗粝与老旧窗棂的油光。那
些民俗的窗孔及民居建筑本身无
时无刻不弥散出一种浓稠的乡土
气息，但这种乡土味道最终又被画
家深沉的思考带进某种哲学式的
玄秘空间。这种艺术思维让他能够
从日常物象中感悟社会与人生的
哲理， 并以此寄寓某种生命的意
象。

20世纪90年代末， 萧沛苍画
的“南塘莲池”为母题的系列油画，
虽不乏秋色的斑斓绚丽，却更富有
死灭涅槃的秋意美学特征。在这些
画面里，他追求宋词长短句那般婉
约舒缓的意境，具有禅意的简淡幽
远，但又不乏油画色调的高华和微
妙。萧沛苍绝不使画面形象仅仅停
留在自然主义的描绘上，寻常之物
最终都成为他精神思想表达的符
号，承载了他对于社会、人生与生
命的求索。 他总是在具象与抽象、
表象与内涵、意境与哲理之间寻找
着某种平衡。

《南塘系列》使萧沛苍的创作

从乡土写实跨越到文人画式的荷
塘意象的表现，他从那些残荷描写
中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画幽微而淡
远的寻觅，也让他脱离了油画写实
的再现性而进入意象油画探索的
美学范畴。 此后，他对于山石溪泉
的描绘，其实已不再属写实油画概
念的风景画，而是一种中国文人画
式的对“景”与“境”的某种内心的
观照与自省。 在这些画面里，画家
滤除了树绿溪蓝的世间色相，黑夜
月色下那种只能朦胧辨识的形象，
更显得画面境界的荒寒与深沉。那
些半透明的、映着天色之黑的潺潺
溪水，反衬出那山石流溪的一派静
谧天籁，为他的画面增添了身临其
境的真切却也虚幻的感受。这些画
面都被设计了大面积的黑色，仿佛
溪泉才是发光的来源，由此而映照
在岩石上， 发出幽冷而暗淡的光；
那黑色也不是简单的平涂，而是多
遍施彩形成的幽深而透亮的一种
深远空间。 作为一个油画家，萧沛
苍对于油彩的色相与色调有着某
种天赋的敏感度。这种敏感正是他
捕捉这些风景的兴奋点与艺术创
作的归宿。他感悟的是色相之间在
那一瞬的变幻，着眼于对这些物象
在彼时彼地重新构成的一种整体
性色相的捕捉，以大的色彩关系来
构筑画面整体色调， 不拘小节，这
或许才是萧沛苍对油画最本质的
理解。他的画面整体追求某种灰扑
扑的调性，并用偌大的毛涩的笔触
去概括、转换对象的色相，及色相
与色相之间的衔接，色相的饱和度
被降低到某种恰到好处的临界点，
从而使画面显得沉着而厚朴。

我在研究写作萧沛苍油画之

际来到湘西， 对着他的油画再观
景，蓦然间感悟出萧沛苍画的许多
湘地村景乃至描写他故乡记忆的
《琼湖纪事系列》等，无不出于对潇
湘之地色彩关系的概括与提炼，也
部分阐释了他画油画较少将色彩
用到饱和的缘由。 这里水汽重、湿
度大， 看景往往像隔着一层薄纱，
再鲜亮的色彩在这样的环境里都
会被弱化； 而从油画的调性来说，
进入光色环境中的色相都与相邻
的色彩构成一种关系，因而，油画
色彩的魅力并不在于画出固有色
的纯度，而在于画出色彩之间的微
妙关系。 或许，正是湘地富有湿度
的光色，才最终形成了画家对于色
彩与色相的某种习惯性的表现方
法，而使得他自觉与不自觉地去追
求一种灰调之中的灿烂与绚丽。

应当说， 乡土意识是萧沛苍这
代画家永远都不会忘怀的一种审美
记忆。 这种记忆，既浓缩了这代人所
经历的巨大的中国社会变迁， 也积
淀了这代人在经历城市化浪潮之后
有关曾伴与成长却难以缓解的故土
乡愁。 不论萧沛苍画故土民居还是
画荷塘山石， 他其实都没有离开乡
土， 也没有离开这片乡土后来发生
的社会变迁。 他对于画面主题的表
达无疑是含蓄的， 但含蓄之中不乏
优雅的感伤。 他油画意境不事热烈
的静谧、色彩不求饱和的微妙、笔触
不露斧痕的朴厚， 其实都是幽微之
境审美追求不可或缺的风格构成因
素， 无不体现了中国油画本土化复
归心性品格的至高境界。

（作者系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
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
主编）

肖正民

历经两载打磨修改， 小峰终于在北京将他
近年最得意的两首歌曲录制完成。 作为朋友，
我向他祝贺； 作为合作的词作者， 我为他点赞！

这些年， 小峰在歌曲创作上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日积月累，深入生活，贴近生活。 从《知
己》《母亲的爱》《祖国恋歌》《党旗颂歌》《和和美
美一家亲》《湘水亲亲》《心醉侗乡》《爱在中国》《为
了你》《中国岀彩》《怀化，我可爱的家乡》，到近段
的新作《每当我唱起国歌》《走在复兴路上》，一首
接一首，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显示了小峰
音乐创作的实力，更展示了小峰歌曲创作与众不
同的艺术理念。

小峰有才华。 他的歌曲旋律不是哼出来的，
而是燃烧出来、 喷发出来的。 他看中一首歌词，
会酝酿许久， 一旦找到歌曲创作的主导动机，
整支歌曲的旋律会在钢琴上流淌， 伴随着他的
才情和激情一气呵成。 在省里几届音乐创作笔
会上， 新作吟唱是一道风景， 而小峰的吟唱更
是风景中的风景。 他全神贯注投入其中， 身体
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表现音乐的律动， 似乎他就
是为了音乐而生。

小峰爱较劲。 这一点， 我深有体会。 一首歌
曲的流行在于曲， 而一首好歌曲的流传在于词。
小峰深谙此道。《每当我唱起国歌》 是我为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写的一组歌词的第一首，
已发表于多家报刊， 并有多位作曲家谱曲发表。
小峰看中并认可此词， 从写出初稿到录音定型，
我已记不清他给我打了多少电话， 电话就一个
主题： 切磋商量歌词每一个字每一行词的准确
性。 我曾经烦过他这么无休无止地“轮番轰炸”，
但又为他的这种精神感动。 是啊， 一首好歌应
词曲唱俱佳， 不能因为歌词中某一字某一词不
顺不对而影响整首歌曲。 《走在复兴路上》 也一
样， 为副歌中的一句词， 也是电话不断， 反复商
量， 打磨修改， 直到定稿录音。 小峰是在为艺术
较劲呢！

小峰有音乐大情怀。 他的歌曲旋律很开阔、
很大气。 艺术作品能反映出作者的胸怀与情怀，
这与作者的人生观、 艺术观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纵观这10年里小峰的音乐作品， 家国情怀主旋
律的作品占了大部分， 爱国主题始终是小峰创
作的动力。 在这喧嚣的世界， 小峰不为钱财， 不
计名利， 用音乐的符号编织、 营造着他的情感，
他的情怀。

小峰的歌曲拥有气象，含有抱负。《每当我唱
起国歌》深沉而又有激越，昂扬向上的大调式，让
人听得泪水盈眶；《走在复兴路上》也是一首大调
式的群众合唱歌曲，气势磅礴，催人奋进，为盛世
歌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小峰全名周小峰， 怀化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他正以他辛勤的耕耘、诚实的创作，脚踏湘西南
的山水，以他一首接一首的“小峰之作”，攀越着
歌曲创作的艺术高峰！

十月礼赞
邹正

长空展翅有雄鹰，
水水山山又沸腾。
喜看金秋多美景，
千红万紫复春兴。

鹊声报喜
彭崇谷

破晓鹊声惊梦来，
京都报喜焰花开。
呼朋痛饮三杯酒，
一撸轻衫把鼓擂。

谢子元

主旋律电影是用来受教育的，
这是一般的观众心理。 带着这种心
理， 我观看了新片 《十八洞村》， 却
得着了出乎意料的艺术享受。

如诗如画的风景。 青山绿水、
弥漫山间的薄雾、 金黄的梯田、 旋
转在盘山公路上的黄色小车、 飘浮
云间的矮寨大桥， 铺天盖地的强烈
的色彩， 美得令人担心它是虚幻。
影片从头至尾展示的湘西山村， 镜
头语言丰满、 绚丽， 却又干净、 静
穆， 仿佛世外桃源， 仿佛走进了沈
从文的小说世界， 仿佛观看的是国
家地理的纪录片。 当然影片并不仅
仅带你欣赏美景， 它还要带你走进
村民的日常生活， 带你去感动。

淳朴自然的习俗令人向往。 村
中的水井盖上有一只碗， 过往的行
人都要驻足喝上一碗沁甜的山泉。
不知为什么， 总觉得那应该是一把
竹勺， 却换成了菜碗。 包谷烧是每
天离不得的， 有喜事要喝， 伤心时
要喝， 劳动要喝， 休息时也要整一
碗 。 寂静的山村之夜 ， 突然传来
“啊啊啊” 的苗歌， 那是口不能言的
杨英连， 因为想念外出打工的子女，
坐在门槛上举着塑料鼓桶给自己灌
包谷烧， 灌得他发不出声却要唱歌，
边灌边老泪纵横。 看上好的树材，

可以做屋梁的那种， 可以不经主人
同意伐去， 然而礼性不能少， 一瓶
酒、 一块红布包裹几张钞票， 就放
在树根那儿。 这是砍屋梁的习俗。
苗家人谈恋爱、 娶婆娘是从赶场踩
脚跟开始的， 看上中意的姑娘就去
踩一脚。 女儿家要是不反感， 就会
跟你走， 一路手牵手， 就是谈爱开
始了。 在村公路开通庆典上， 杨懒
踩了一个俏女子的脚， 也许他已经
走上“桃花运” 了罢。 这些习俗与
十八洞这个偏僻的苗家山寨是那么
切合， 有点原始， 有点野性， 但并
不落后、 野蛮。

大爱人性、 大美人情演绎得荡
气回肠。 影片主人公退伍军人杨英
俊， 高大英武， 性情深沉而刚强。
他是见过世面的， 当过飞机修理师，
本来退伍时可以去当石油工人， 那
时刚好实行包产到户， 他爱土地，
就回家种地了。 他安分守己种了几
十年， 除了自家3亩田， 还为村民种
了7亩多田， 却种成了贫困户。 面对
“贫困户” 这个帽子， 他觉得是一种
耻辱， 觉得会被战友耻笑， 拖了国
家后腿。 他在村里、 族里都是说得
起话的， 那些堂兄弟对他有几分尊
重、 几分畏惧， 所以他顺理成章地
当上了脱贫杨家班班长， 他带领杨
家兄弟与贫困干了一仗， 上演了一
回当代“愚公移山”， 填土造田， 改

造尾矿， 解决了地少人多的矛盾。
他既改变了自己的境遇， 更改变了
杨懒、 杨三金的精神面貌， 让他们
长了精气神 ， 当回了“农民的样
子”。 这是一个硬汉， 他身上流淌着
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基因。 他像火
种，扶贫队员来点上，他就燃烧，并且
点燃他人。 影片中，不仅仅在主人公
身上，在他温婉贤良而又坚忍的妻子
麻妹身上，在薇薇身上，甚至杨懒身
上， 我们都能感受到不屈的精神、善
良的人性， 感受到人间温暖和大爱。
小南瓜这个脑残儿人物的设置，既是
为了解释杨英俊一家致贫的原因，更
是为了表现爱的主题。 麻妹一句台
词：“小南瓜，我们永远守着你。 你活
一岁， 我们活五十岁； 你活五十岁，
我们活一百岁； 你活一百岁， 我们
活一百五十岁。” 这句台词重复了三
遍， 像摇篮曲， 更是爱的誓言。 麻
妹在薇薇家做酸菜时， 小南瓜一转

眼失踪了， 麻妹在石级上奔跑的镜
头， 令人动容。

追求唯美、展现人性是潇湘电影
制片厂的光荣传统。从《那山那人那
狗》开始，这个传统一直在延续。影片
在人们通过各种新闻报道熟知背景
的情况下，讲出了新的故事，进行了
唯美的艺术表达。片中轻度的幽默也
增添了影片的趣味：“（汽车）背过去”
“我被识别了（为贫困户）”“你自封为
班长，为什么不封个连长当当”“不能
再多说了，这是国家机密”，冲口而出
或娓娓道来，却平添轻松、欢愉。

看似不可能处书写奇迹。这是地
道的中国故事， 也是经典的中国表
达。影片的成功应归因于创作者深入
生活、 用心用情体验和艰苦的提炼。
生活永远为有勇气有出息的文艺工
作者开辟道路、提供舞台，在他们的
努力下，主旋律影片既可以用来受教
育，也可以用来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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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沛苍：
萧沛苍布面油画《石响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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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享受的主旋律影片《 》

小
峰
攀
高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