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魁正

朱戊扬，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
新宁县农村。 近几年来从师于我学习
中国画， 他给我的印象很深， 其为人
厚道， 朴实真诚， 生性恬淡而不事张
扬。 古人云“画如其人” “人品即画
品”。 诚然， 朱戊扬的中国画， 给人
的感受是真率、 清雅， 有一种深刻的
真实感和恬淡和谐的画面魅力。 这说
明他具有良好的艺术潜质， 外朴拙内
深秀， 其作品就是他人格的精神物
化。

朱戊扬之中国画， 无论是工笔画
还是写意画， 大多以田园水稻丰收场
景为题材。 我曾问及过他， 生活中绘
画题材很广泛， 为什么对水稻情有独
钟？ 他给我做了三点答复： 一是他出
生于农村， 在半饥半饱中长大， 吃饱
饭是儿时的梦想； 二是兰花之叶的形
态长势与水稻禾苗很相似， 自古以
来， 以兰赋诗作画者多不胜数， 画稻
者却少之又少； 三是当今城市少年远
离农村， 只知盘中米， 不知农夫之艰
辛。 故而， 朱戊扬对水稻格外热爱，
尤其是感恩于以杂交水稻闻名并解决
人民温饱问题的袁隆平院士的科学成
果。 得知戊扬倾情于水稻画创作之初
衷我很高兴， 同时亦对他的中国画创
作相当关注， 戊扬也不时带来一些近
作请教于我， 作为老师， 主要是传道
授业解惑， 其中最关键的是启智开
慧， 因人施教， 充分发挥其特长与优

势。 抑或戊扬在我的讲解中受到了启
发， 近年来， 他的一些创作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一是在物象造型上吸收了
宋画的一些特点， 注重物理物态； 二
是在构图章法和表现技法上， 吸收了
西方绘画的优长； 三是画面意韵上得
到了很好的升华。

他的工笔画《惠风》《牧归》《香域》
《当代神农袁隆平》等在国家权威性大
展中入展或获奖。 这些成绩的取得，
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画创作的勤奋执

着， 同时也是由其道德、 品格和修养
等因素自然熔铸而成的。 因为， 中国
画最本质的核心即画品、 境界、 风格
与精神的凝炼。

最后我借清代书画评论家戴熙之
语“识到者笔辣， 学充者气酣， 才裕
者神耸， 三者备而后画道成”， 与戊
扬共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笔画学院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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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艺术作品的美 ？ 业界认为艺术
的本质在于美 ， 在于欣赏 。 艺术的宗旨
是 “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 ， 生活的美 ，
心灵的美”。 艺术家在创作中就应积极弘
扬这种精神。

湘籍艺术家黄永玉创作了一幅画 ，
画中一老翁悠然自得坐于一靠椅上 ， 一
老娭毑正撒谷喂鸡 。 黄老画上题款是 ：
“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 老婆一个
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充分体现了一种崇
尚亲情的民族精神 。 我曾画一 《铁树
图》， 画中两棵开着显目黄色花朵的铁树
昂然挺立，我在画上题五言绝句：“何惧风
霜冽 ， 长吸日月华 。 经年多砺炼 ， 铁树
亦开花”。 借自然界客观存在的铁树开花
这一实例 ， 说明人们只要 “经年多砺
炼”， 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和目标。 从
而彰显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至于作品的艺术性 ， 这就要求用精
湛的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 ， 运用精美的
色彩线条和科学的构图来表达作品的主
题。 在这方面唐宋及其以前的艺术作品，
尤其是十大传世名画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作品画面内容从选题 、 构图 、 线条 、 色
彩、 手法、 技艺等方面使人看了很舒服，
感觉到是一种美 。 所谓赏心 ， 是指作品
所表达的思想能使人的心灵或为之鼓舞，
或产生愉悦， 或激发情感， 或明白道义、
或经受洗礼 ， 或为之共鸣等 。 一件作品
如果能使观众既赏心又悦目 ， 这无疑是
上乘之作了。

创作美的艺术作品还有一个如何符
合大众的审美情趣问题 。 如人们常常用
红色象征喜庆 ， 白色象征圣洁 ， 黄色象
征高贵 ， 黑色象征庄严 。 因而凡婚庆寿
诞或节日人们便喜欢披红挂彩 ， 凡哀丧
之事则戴白披黑……艺术家创作的艺术
作品必须符合人民大众公认的这些审美
理念 ，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 人们会觉得
啼笑皆非 。 由此可见 ， 艺术作品的美必
须建立在人民大众认同的基础之上。

值得关注的是 ， 现在艺术实践中有
这么一种倾向 ， 有的人为了追求所谓个
性和创造所谓特色 ， 在创作中不顾真善
美的艺术标准和违背广大人民大众遵循
的审美情趣。 如有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或丑陋 ， 或粗俗 ， 或怪异 ； 有的迎合低
级情趣 ， 作品取材格调庸俗 ； 有的甚至
鄙陋低劣 ， 不堪入目 。 此等作品 ， 不仅
不能登大雅之堂 ， 反而有伤风化 ， 贻害
社会。 这里有个艺术创作如何创造特色
突显个性的问题 ， 毫无疑问 ， 打造特色
和个性是艺术创新的努力方向 。 但这种
特色和创新不能背离彰显美的艺术准则，
更不能违背人民大众共同的审美情趣 。
只有在坚守真善美的艺术标准和适合人
民大众审美观的前提下的艺术创新和艺
术特色才有艺术价值。

鲁迅先生认为 ， 要改造国人的精神
世界 ， 首推文艺 。 举精神之旗 ， 立精神
支柱 ， 建精神家园 ， 都离不开文艺 。 因
此， 不断创作真善美的艺术作品以优化
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 这是广大艺术
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小样

《急诊科医生》中， 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故
事都能唤起观众的共鸣。

第一集中那位得了急性肠穿孔的孕妇，
她的家属在孕妇面临危险时那副先保孩子的
紧张模样确实让人心绪难平， 这种情况现实
中是不罕见的； 农民工过来看病却因为医药
费而一筹莫展， 这在中国也很常见。

那位大火中的救人英雄， 不过是火锅店
老板的弟弟， 本来应该去汽车站接新娘的，
却想要留下来帮忙， 不料遭遇大火， 为救一
位小姑娘他放弃了逃跑的机会， 导致全身
80%以上烧伤。 临死前他哭着说自己本来可
以逃跑， 真的有些后悔， 而后悔的原因是没
能结婚， 临死之前也没能见到新娘子最后一
面。 这样的表达反而能更戳中观众的泪点，
也更加真实立体。

那位得了癌症的老母亲辛苦地把四个孩
子拉扯大， 没想到却养了一群白眼狼， 妈妈
病了都相互推脱， 医生护士都看不下去了，

老母亲也彻底寒了心。 往大了说， 老人养老
的问题一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这
位老人的故事绝非小概率事件。 我身边的
朋友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好好的一家人就
是因为母亲生病及房产而闹得老死不相往
来。

除了这种触及人性的故事， 一些看似闹
剧式的生活化故事对普及医学常识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例如那位因好奇心而吞灯泡的患
者。 这也是取材于真实事件。

剧中， 医生对一些特殊病患的处理方式
也耐人寻味、 值得深思。 那位警察和人贩子
一同进医院的故事引发大家对医生是否该救
犯罪者的思考。 警察在抓捕人贩子的时候，
丧心病狂的人贩子为了自己逃命， 竟把婴儿

直接扔到地上跑路， 警察一气之下狠揍人贩
子， 在医院当警察得知婴儿被摔得脑损伤
时， 他又想要揍人贩子 ， 但被医生制止
了。 事后该警察被告暴力执法， 他希望医
生能帮他说话， 医生却告诉他： 虽然这个人
贩子真的很可气， 但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
人。

除了急诊科医生的日常工作， 本剧也描
绘了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 医生何建一与前
妻之间除了三观的渐行渐远， 不幸的婚姻与
两人高强度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工
作而严重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 最明显的是
江珊饰演的刘慧敏和她丈夫。 刘慧敏几乎没
有时间与精力花费在家庭上， 孩子的生活和
学习都是爸爸在料理， 终于有一天爸爸爆发

了， 他的控诉很犀利很直接， 但每句话都能
戳中刘慧敏的心。 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们看
到了刘慧敏不尽如人意的婚姻、 家庭生活以
及她的过去。

急诊科其他人也都能代表当下医护人员
的生活现状。 护士长不仅要总揽急诊科的各
项琐事， 家里还上有老下有小； 年轻护士的
婚姻问题因工作性质变得棘手； 网上有人评
论： “看 《急诊科医生》 感觉比战争片还刺
激， 每天都跟打仗似的。”

《急诊科医生》 已接近尾声。 剧情中很
多故事真实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状， 大部分
故事来源于生活， 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 一
些观点引发了观众对于急诊科医生、 医患关
系等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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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福初

个人书风的完成， 归根到底与地域有
关， 地域包含地方的水土和水土之上的人
文。 所谓一方水生养一方人，字如其人。 而
传统的书法文化格局又是由众多的地域性
书风、不同的书法观念综合发展形成的，地
域性书风的此起彼伏会不断形成新的书法
文化格局，这也就是书法的传统。

湖南人的书法，自铭文、简牍、帛书为
代表的浪漫楚骚时代，中经大唐欧阳询、怀
素，直到何绍基、谭延闿、齐白石、毛泽东，
从不缺少才气和霸气，或灵动激越，或风雷
激荡，或精严之致，或浪漫之极。 这也是湖
南书法的传统。

唐大历六年六月（771年），元结请颜
真卿将《大唐中兴颂》书于湘南浯溪摩崖，
真力弥满，气势恢弘，字里行间有金戈铁马
之气，拳拳报国之志，并映射着时代的进取
精神。 清代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云：
《中兴颂》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 自此，
湘南浯溪成为一个文化道场， 历朝历代的
文豪、书家都曾相继朝浯溪集结，他们从四
面八方而来，穿越千山万水，以独特的人文
精神和奔涌的文艺才情聚合浯溪， 作一次
又一次超越时光的对话和心灵的碰撞。 而
个性刚毅正直、 大气磅礴的颜真卿与富有
天下情怀的湖湘气质天然相通，流风所被，
化及千年， 雄伟的颜书则成为湖湘书风欧
阳询、怀素之外的又一重要传统。

后世学颜大家钱南园在湘为官多年，
其书摹颜，笔力雄劲，结构严谨，气势开阔。
湖南人何绍基学颜取其结体的宽博疏阔之
气，同时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
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 参以《张黑女墓
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从而使他的书法不
同凡响。 谭泽闿取法颜真卿，气格壮健，力
度刚强。 谭延闿学颜锋藏力透，近钱南园，
而笔画更为厚重、 雄浑， 挺拔之气跃然于
纸， 结构严正精卓， 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

堂，被誉“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
湘潭刘振涛先生书法很好地继承和发

扬了湖湘人学颜的传统。 刘振涛出生于出
土四羊方尊的宁乡，学习、工作于老湘潭，
自古以来这里都是人文荟萃之地， 民风刚
劲而又务实，讲究传承而又不惧创新。 其幼
承庭训， 自小受湖湘文化熏染， 早年临习
颜、柳、欧、褚诸家碑帖多年，于颜体情有独
钟，用功尤深，起笔沉稳，顿挫有力，貌丰骨
劲，味厚神藏。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转而钻
研何绍基书艺文论。 何绍基用异于常人的
回腕法写出的字个性极强， 后人学何绍基
大多不究其理，取貌遗神，画虎成犬。 振涛
先生不为何氏习气所缚， 行书隶书都深得
何氏沉雄和苍茫之妙，用墨润燥相济、变幻
莫测，用笔驱转灵巧，雄秀健雅。 何绍基尝
云书“贵有气有血”，一味雄强，未必就是大
丈夫， 故喜见振涛先生近书于大气磅礴之
中藏疏雨点花枝之境，书道艰难，人生易老
书难老， 振涛先生能悟得人书俱老这样一
个果位，自当欣然，亦有喟叹。 刘振涛为人
谦逊平和，德艺双馨，数十年的修炼，雄健
开阔的笔致中寓宽博温厚之气，可谓苍秀。
苍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秀者，文人本色，
长者之风。 他的书风和人品对当今书坛正
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后学书者，当珍视之。

袁伟杰

龚高翔从二十几岁开始创作二胡曲，
现有《担黄土》《资水船歌》等60来首。 十里
八乡的乡亲都亲切地称他为“农民作曲家”。
《资水船歌》是龚高翔融一生的艺术体验创
作的二胡曲， 在创作出初稿之后的20年内
反复修改，最近推出定稿作品，引起业内一
片叫好。

遇见二胡
龚高翔1950年8月出生于新化县白溪

镇。 上小学必经居士巷，这里集中了许多算
命先生，没事时就拉二胡，巷子里各种调子
的二胡曲此起彼伏，煞是动听。 经过这里，
龚高翔每每要驻足听一会儿，久而久之，涌
起了拉二胡的冲动。 他从山上砍了一根竹
子，把最大的一节锯下来，刨得光滑溜圆，
又找到一张挂在树枝上的蛇皮蒙起来，又
做了弓弦， 就这样用自己做的二胡凭感觉
拉起了二胡，居然有模有样。

1964年，14岁的龚高翔因有二胡特长
被选到大队宣传队， 大队给他发了一把1.2
元钱买的二胡。 他高兴得心都要跳了出来。
一有时间他就拉二胡，各种没学过的歌曲，
他只要听几遍， 就能用二胡流畅地伴奏。

1963年他参军后当宣传队长，1973年他参
加修建车田江水库当宣传队员，用的都是这
把二胡。

1976年， 他到白溪镇五七中学当了一
名音乐教师， 两年后又调到白溪镇文化站
当站长。 为了过二胡瘾，他常常跑到长沙卖
二胡的店子里去蹭二胡拉。 某天，在长沙城
里转了很久， 他看上了一把二胡， 非常喜
欢。 一问价钱，要420元。 豁出去了！ 回去之
后，他狠心卖掉840斤大米，硬是将这把二
胡买了下来。

资水曲调
白溪是一块文艺的土地， 很多人开口

就能唱。 这与这里的人们长年驾船、放毛板
船有关。 因而，资水河边的人们都会唱歌。
龚高翔是白溪人， 他的文化的根深深地植
于资水河畔这块土壤。 他的二胡曲调都是
原创， 每一个曲调和音节都是沐着资水从
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刚从部队回来时， 龚高翔每天跟农民
兄弟一起挑大粪， 汗爬水流， 累得气喘吁
吁，但坡是必须要过的，一松劲就可能连粪
带人跌下坡去，为了爬坡过坎，大家在临近
坡时就张口唱歌， 唱的是“东南风来呀
哦———荷———！ ”“南 风 扯 起 北风 来 呀

哦———荷———！ ”“打哦荷”在新化农村被看
成是招鬼的，但挑粪的人就爱“打哦荷”，一
“哦”—“荷”发出奇奇怪怪的变音、怪音，往
往能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 龚高翔觉得，挑
大粪是光荣的劳动，为什么没有人写曲子歌
颂这些劳动者呢？ 我也是个挑大粪的，就让
我来歌颂他们吧。 于是，龚高翔怀着深情创
作了二胡曲《挑大粪》。

《挑大粪》在新化县公开演奏之后，赢得
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事后，一位“专
家”级人物评论说：最好改个名，《挑大粪》这
个名称太丑了，换个名称，就叫挑肥料吧！龚
高翔一听火冒三丈高：“我们吃的大米、蔬
菜、面食，哪一样不是靠大粪来滋养？大粪为
题何丑之有？”那位“专家”先是大惊失色，继
而满面通红。

《资水船歌》诞生记
《资水船歌》最初的灵感源头来自于少

年时候。 那一天，龚高翔与童年小伙伴张福
云在山上割牛草， 张福云边割草边唱歌，龚
高翔听听得入迷，听一遍就完全记住了。 张
福云说，这是摇橹的号子，还有拉搭包（拉
纤）的号子……

这是龚高翔第一次听到完整的船工号
子。 他很怀念放毛板船的资江，怀念清清河
水的资江。 他想，一定要写一首曲子来怀念
从前的资江。 他以船工号子为主旋律，用声
音对放毛板船的紧急情况进行模拟，对河水
进行艺术化的模拟，模拟急风、暴雨、急滩、
恶浪、漩涡以及船工紧急避险，模拟背纤、摇
橹、 划桨， 甚至连纤绳勒得转绳的滚筒

“嗟———呀”做响的声音也都模拟了出来。
2015年12月24日， 湖南省文化厅的年

度联欢晚会在长沙举行，主办方邀请的二胡
手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某高校二胡教授梁老
师，另一位就是龚高翔。 参加晚会的娄底市
副市长甘跃华提议：“你能否拉一首《杀年
猪》？ ”龚高翔于是准备了两首原创二胡曲：
《资水船歌》《杀年猪》。

梁教授先上场拉《赛马》，娴熟的技巧，
高贵的装扮，高雅的气质，赢得了热烈掌声。
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悄悄问龚高翔，你跟
教授PK，怕不怕？ 龚高翔说：不怕！ 就上去
了。

他先拉《资水船歌》，弦一拉开，观众鸦
雀无声，被这首陌生的原创曲优美的旋律征
服了。 当他用二胡模拟船工背纤时，绳子勒
着巨大的转盘发出“节———节———”的音时，
全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把后面的
曲调都打断了。 他的原创曲《杀年猪》演奏
完，全场同样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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