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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斌

湘南的汝城县城， 是中国革命
史的特定坐标： 1927年11月， 朱德
与湘南、 粤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
汝城县衡永会馆召开为期三天的联
席会议。 此次会议在思想上、 组织
上、 军事上为1928年元月发动的湘
南起义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8年1
月11日， 朱德、 陈毅率领部队打响
了湘南起义第一枪。 李春祥， 作为
一个勇于担当有使命感的画家， 以
画笔为时代立传， 在史实基础上，
以视觉图像的方式， 为红色革命发
祥地展开宏大叙事， 不但给人以艺
术的熏陶， 而且能从中学习中国革
命史， 传承红色文化。 这是我反复
阅读他创作的 《湘南起义·汝城会
议》 等系列水彩画作品的所想。

作为一个画家， 李春祥的造型
能力强。 他遵循艺术源于生活的规
律， 满怀激情创作， 创作领域不断
拓宽， 笔下面貌日趋丰富。 他的
《晌午》《湘南风情看戏》 具有湘南地
域风土人情， 7幅画作陆续入选全国
水彩·水粉作品展。 近10年来他又
对发生在汝城的红军长征经过的史
实燃烧起热情。 1934年10月中央红
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 蒋介石急
令粤军在湖南汝城至广东仁华城口
设置了堵截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并
在汝城布下重防， 汝城成为红军长
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主战场； 中
央红军在汝城人民的支援下， 经过
16天的浴血奋战， 突破了国民党精
心部署的第二道封锁线。 1934年11
月7日， 红三军团主力占领文明， 中
央机关、 中央军委纵队及各军团部
队陆续抵达。 期间， 毛泽东、 周恩
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
彭德怀、 刘伯承、 叶剑英、 罗荣桓
等都曾在此驻足， 并在朱氏祠堂大
坪进行集中休整。 根据这个史实，
李春祥今年创作的 《红军过境》 水
彩画， 荣获“湖南省文化 （群众艺
术） 馆业务技能竞赛” 的金奖。 近
年来， 他陆续创作的 《湘南风云》
《湘南起义》《湘南起义之二》《湘南起

义之三》《湘南起义之五》等多幅作
品， 连续七届入选中国美术大展和
湖南百年美术工程。 他创作水彩画
表现湘南起义史实的巨幅画达17幅，
表现红军长征的有16幅。

在历史画创作中， 李春祥处理
繁冗复杂的史实表现时， 不是完全
采取“叙事 ” 的手法 ， 虽是画
“史 ” ， 但在创作观念上偏向写
“诗”， 着重历史情感的抒发。 他每
创作一幅画， 都要翻阅相关史料，
遍访健在的老辈人， 听他们诉说事
件发生时的真实场景， 尝试着再现
那个历史瞬间。 他认为， 重大历史
题材的艺术作品， 不是画家个人的
表现， 而是画家用诚实之心忠于历
史， 感知历史， 并用艺术手段把感
知变成具体的普遍认同的形象。 在
创作这些作品的技法技巧方面， 他
吸收西方油画写实的技术和美学观
念基础， 又融入了中国画传统的写
意精神， 重视“神” 的提炼和概括，
使他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风格。
在作品中， 对于朱德、 陈毅、 欧阳
毅、 张际春等起义时的重要人物的
肖像塑造， 不仅要像， 而且要“惟
妙惟肖” ， 这就要解决“形” 和
“神” 的问题。 他着眼于“神似”，
抓住表现对象的内在气质， 以神写
形， 采用意象造型手段， 大胆强化
水彩干湿结合形式语言， 把表现对
象的个人气质放在第一位， 给人以
“不似之似” 的艺术效果， 其艺术形
象更具情感的力量， 让这些革命先
驱者、 共和国缔造者的形象， 能穿
透人的心灵， 给人以启发， 为人所
领悟。 作品处理众多红军战士、 赤
卫队员和人民群众， 人物众多， 姿
势不同， 表情各异， 他通过角度的
穿插， 疏密变化， 背景设计， 适当
留白， 真实反映了这些人物饱满的
性格、 神采和精神气度。

通过 《湘南起义》 系列水彩画，
李春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他以一颗纯真、 虔诚之心， 融入了
他所热爱的红色土地和人民之中，
持之以恒地歌颂着红色土地上彪炳
史册的革命宏伟史诗。

谢枚琼

王奇志把目光从宣纸上抬起
来， 他的下巴微微扬起， 嘴角漾
过一丝一闪即逝的笑容。 印象中
似乎还真没见过他开怀朗声大笑
的时候。 自我10多年前认识他到
现在， 他好像就是那么一个人，
转眼间已是不惑之年了， 依然一
副邻家小哥的模样， 只是眼睛里
多了一层沉淀， 多了一份深沉，
那是仿如望穿秋水的澄澈， 映照
出他内心的平静。 暗揣， 做艺术
的人必得修为来这种心境吧， 否
则就扎不住根， 就难免随风飘荡，
随波逐流。 而当我细细品读他的
画， 便想着， 看似讷于言语、 不
喜高谈阔论的奇志， 一定是个怀
揣满腹阳光情怀的人了。 当然他
的阳光没有在脸上写出来， 他的
阳光你也不能从他那分明有几分
桀骜不羁的眼光里读出来， 但却
在他的画里明明白白地裸裎着。

常人眼里， 王奇志在艺术路
上怎么就走得那么顺风顺水呢，
难道命运格外垂青于他？ 这个15
岁起就在全国各大专业报刊发表
不少书画篆刻作品，19岁即成为当
时年龄最小的中国书协会员的书
画家，曾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
展览”“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
展”等全国性大展，斩获过首届“齐
白石奖”银奖， 作品在国内外展览
交流， 5年前即担任齐白石纪念馆
副馆长， 出版有多部作品集， 可
谓声名早著。 我寻思着， 这也许
得益于他的天赋， 更重要的肯定
是其勤勉沉潜使然。

打开王奇志的一轴轴花鸟画
图，一幅幅色彩明丽的画面展开了
一个充满蓬勃朝气的世界，不妨先
浏览一番他为画作题写的名字：
“追寻太阳”“拥抱阳光”“太阳每天
都是新的”“岁岁吉祥”，等等。 标题

里袒露的无不是阳光的情怀，他笔
下的向日葵花、石榴花、桐子花、芙
蓉花、海棠花之类花卉，无不绽放
得妖娆多姿。 那些人们常见的花骨
朵仿佛一经明媚的阳光浸润、渲
染，便开放得分外楚楚动人。 奇志
对于画面布局的构思，对用墨遣色
的掌控也精巧恰当， 让人眼前一
亮。 葵花也许是他笔下特别吸引人
的题材之一， 大朵大朵金色的葵
花，一如绽开的张张笑脸，在阳光
下灿烂着，青翠而宽大的葵叶随着
微风轻轻摇曳，透过画面，仿佛听
得到生命的喧响，连天空上掠过的
鸟儿的翅膀都披上了阳光的色泽，
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到宁静中的
曼妙，炫丽中的灵动，让你不由自
主地惊叹：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
也十分喜欢奇志笔下的石榴图，苍
劲的树干和茂密的枝叶使画面充
盈起来，看上去却又层次丰富而分
明，毫无零乱填充之感，画龙点睛
之笔自然还是那些饱满得绽裂的
果实，幸福的意蕴丰盈其间，树下
一两只憨态可掬的鸟儿悠闲自在，
我甚至可以想见得到它们的惬意。

奇志也许并不需要刻意去企
求一种所谓的笔墨语言的巅峰，
在他的心里一定铺陈着一片阳光
的底色， 在我看来这就足够了。
七彩的阳光幻化出他笔底清新明
亮的世界， 因而他色墨粲然， 玲
珑剔透， 充满激情和浪漫感性 。
他用心里的阳光轻轻地拨开了
世俗的浮云 ， 建构他感知的艺
术天地， 在不断的探索中一步
步洞悉与开垦着艺术深层的意
蕴、 内涵， 而他的这种建构又是
耐人寻味、 极富意义的， 它钩连
着传统、 现实与未来， 持久地、
执着地用他的笔墨语言去对自然、
对生命、 对艺术意义进行叩击与
追问。

心中充满阳光的人， 永远与
阳光同行。

杨福音

连环画，亦称小人书。 周作人先生在《小
人书》一文说:“马路边摆设一个摊，放着许多
横长的小册子，八分图画二分文字，租给人
看，看的偶然也有大人，但十九都是小孩，所
以称做小人书确是名副其实的。 ”可见，小人
书来历已久，读者面之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可与如今电视观众媲美。 那时，小孩子放学
后，先会去书摊，租一本一分钱，靠在街边就
可以知道“桃园三结义”“武松打虎”“薛平贵
的故事”，一直挨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我到出版社工作，干的正是连环
画的编辑出版。 那年头书荒，连环画十分走
俏，好的本子可反复重印。 开始出的是单本，
后来将名著改编为系列套装，一套十几二十
本，像电视连续剧，送去书店一抢而空。 逢年
过节买上一套送人，是颇为贵重的。

像我这种年龄画画的，在当年恐怕都是
连环画的疯狂作者。 那时的画桌上，摆上几
家出版社同时寄来的脚本(文字稿)，又都催
得急，于是每天几乎以分钟计算完成自己规
定的幅数，一月下来，稿子完成，人也像得了
场大病。那时的稿酬从6元到12元，一本稿子
可得近2000元，收入是可观的。 尤其是连环画最能锻炼
基本功，构图、人物造型、勾线、前后联系、整体风格等
等，均得到全面的提高。那时连环画画得好的画家，现在
几乎都是国画界的佼佼者。

我国连环画成就最高的要数贺友直。 他创作的《山
乡巨变》，是我国连环画事业的高峰，他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形成了崭新的风格。 这种风格，既为阅读者喜闻乐
见，同时也得到美术界的肯定。 可以说，贺友直的作品，
不但影响了一代连环画的创作， 而且对整个美术界也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到了后来，连环画创作有些脱离通
俗读本这个本质，过分讲究形式和表现方法，太靠近独
幅画和组画，有影响的作品便少出现了。

当时连环画最有影响的杂志， 要数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连环画报》，16开本月刊。 编辑童介眉和我很
熟，我出差到北京，总要到他那里坐坐聊天，顺便可见到
新朋老友。 离开时，老童要派给我任务，回去半个月完
成。 一个画家若常有作品刊《连环画报》，自己会觉得荣
耀，名气也就大了起来。后来，我的朋友庞邦本也办了个
《中国连环画》，我也为他画过稿子，也收到几期，质量都
是不错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调离出版社，到了画院，从此
告别连环画。 记得《连环画报》创刊40周年之际，童介眉
不忘老友，寄函来要我写篇短文刊画报以示祝贺。 我随
即寄了过去，短文的开头我动了感情，说我们这一代画
家都是在《连环画报》的摇篮里摇出来的。

连环画还有全国性的评奖，在美术界影响颇大。 我
参加过1991年的第四届评奖活动。 如今不知办到第几
届了。

李国祥

我出生在湖南宜章县城西的一个小村落，从小放牛、
砍柴，不是书生门第，也没有家学渊源，父亲是地道的农
民。 不知怎的，我从小就爱到处乱写乱画，把家里墙壁门
板都写满了，又到别人家的墙上门上乱写，为此事，没少
挨父亲训斥。父亲反对我写写画画，说是不务正业，搞不
到饭吃。 也许当时父亲用的是激将法，以致我后来上
学、当兵、下井挖煤都没有放弃这“搞不到饭吃”的书法艺
术。

我当了两次兵， 1980年复原招工到耒阳白沙矿务局
红卫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 “煤黑子” 工作艰辛且不
用说， 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 我仍坚持练习柳公权
楷书十余年。 在一次参加衡阳书协举办的中级书法培训
班上， 我写的柳楷得到书法家史穆、 蒋卓如高度肯定。
结业时， 我的成绩被评为第一名， 作品被衡阳书画院收
藏。 后来我又练魏碑、 篆隶、 行草书。 虽然工作单位几
经变动， 但一直没有放弃追求书法艺术， 尤其是拜张锡
良为师后， 他给我认真批改作业的态度和他自身追求书
艺的心路历程， 深深地影响了我。

老实说， 我学习书法艺术并没有什么目标追求， 只

想把字写好写像就行， 更没有指望靠写字挣钱。 但书法
艺术那种优美的结构、 沉实的线条、 深邃的意境、 美妙
的润色深深吸引着我， 时时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行动， 常
常挑灯夜战， 废纸三千而乐此不疲。 虽然资质平平， 但
我的学书心境却是虔诚的。 有一次我到郴州师专拜访书

法家刘岩石， 午休时分， 偌大一个
校区好不容易找到他家， 门上却挂
着一块小牌， 上写着“午休请勿打
扰”。 时值酷暑， 舌干口燥， 还是等
吧！ 可是等到下午4点还不见刘老师
出门， 一打听才知道他出差了， 我
只能扫兴而归， 后来又去了两次才
如愿以偿。

上世纪80年代， 我婚后和爱人分居两地， 后来调到
一起， 住在一间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里， 填得满满
的， 哪还有我写字的空间， 当时我急呀！ 为了保证每天
练字不间断， 只能把床铺当书桌， 这样一来， 铺盖搬来
搬去， 弄得床上四处是墨渍， 爱人有意见了， 说我这人
只能跟书法过， 我说， 床弄脏了可以洗， 字不写可就荒
废了。 那时我把练字当作吃饭， 早中晚都少不了， 家务
事全甩给了爱人。 贤内助也会有发牢骚的时候， 我只有
哈哈一笑说： “其实我练字也是‘做家务’ 哩， 有些家
务可做可不做， 但练字这个‘家务事’ 可耽误不得。”
那时书法资料少， 一本柳公权字帖写了十几年， 都翻烂
了。 一次我在书友家看到一本 《古代书法论文选》， 如
饥似渴地读， 后又借回家抄， 为了不影响老婆孩子休
息， 我每次都要等到他们睡着了才敢轻轻开灯抄书。

如今回想， 我与书法这点事， 已有40个年头， 甘苦
自知。 但终究验证了父亲的那句话， “靠写字还是搞不
到饭吃”。 付出多， 回报少， 即使这样我也初心未改。
如今， 书法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只是辜负了老师
的期望， 也对不住老婆孩子的付出， 欠了他们的债， 到
现在还没还清。 还了旧债欠新债， 看来一辈子也难以还
清了。

艺林风景 红的土地，红的史诗
———《湘南起义》系列水彩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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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志作品 《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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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法那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