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谦

年初，一个名曰“湖南美协水墨漫画研究会”（下
称“水漫研究会”）的团体低调问世。 在高手云集、门
派林立的湖南美术界， 俞成林等几名湖南漫画人走
到了一起，振臂一呼，拉起了这支以水墨漫画为旗帜
的队伍。

“胡司令”的经典唱词“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
条枪”，就是“水漫研究会”初创时期的最真实的写
照。 但这种格局很快有了变化。

水墨漫画从来不是一个小众的圈子， 是承袭古
人笔墨，展示当代价值的文人画之大成者，也就是丰
子恺、黄永玉们走的路子。 水墨漫画天生具亲和力，
其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水墨漫画背后有着博大的文化软实力。 谁拥有
了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谁就拥有了跨界影
响力。 文化软实力，能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 画会一

成立，便吸引了文人们、画家们
积极投身画会的工作和活动。
何立伟来了，任家蓁来了，陈新、
罗文中、 陈安民来了……有实
力的“长沙市大众文化公司”把目光投向“水漫研究
会”，并与之结成战略同盟。

让我们伴随着“水漫研究会”举办的主要活动，
来追寻一年来湖南“水漫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
轨迹吧———

春寒料峭的正月，在万代大酒店成功举办“戏墨
迎春”喜乐笔会；暮春四月，草长莺飞，画会一行7人
赴保靖县吕洞山下乡写生采风， 为希望小学的孩子
们送书籍文具；八月，赴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与京
剧演员、摄影家互动，现场舞台写生，开展文化联谊
活动……他们下剧团，临舞台，挥毫写生，铺纸创作，
画了许多生动的水墨戏曲作品。这些作品，皆有浓郁
的地方戏曲的情味， 亦旨在画出深具湖湘本土文化
特质的戏曲人物画， 走出我湘人画此类题材的独特
路子。

画家钟情戏曲，常进剧院听戏；戏曲演员不仅懂

画，还能挥毫泼墨。这些旧时代文化人的标配和显性
特征，至今被人称道，传为美谈。数十年前的梅兰芳、
关良就是这样的“跨界大师”，他们的艺术探索和实
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这对“水漫研究会”的
发展思路具有昭示意义。今年上半年开始策划的“戏
墨雅韵”水墨漫画艺术展，旨在弘扬传统文化，用水
墨漫画以及当代的图示来诠释传统戏曲，把“戏画”
的文章做足、做透，形成一个具有湖南特色、个性突
出的戏画艺术群落。 他们接古连今， 让湘地水墨画
界平地生出了一股新风。

如果把我们“水漫研究会”视为一列高铁，那么
车组人员是一群热爱水墨漫画的有志之士， 深厚的
文化积淀是坚实的轨道，社会的支持是强大的引擎。
“高铁”一经启动，没有任何理由不载着我们一路前
行，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湖南美协水墨漫画研究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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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靖芝

我自小就喜欢 《西游记 》， 也许
是受爷爷影响的缘故， 不论是书籍还
是电视剧， 都看了不少于十遍。 我认
为它是有强大吸引力的， 从剧中人物
的塑造 、 剧情的修饰 、 情节的神奇 ，
都是令人敬佩的。 随着年龄增长， 每
看一遍都有不同的感悟。 比如小的时
候喜欢孙悟空降妖除魔的打斗场面 ，
手舞足蹈地叫着：“厉害！ 厉害!” 长大
之后再看， 却被吴承恩在每件事每句
话中暗藏的深意所震撼。

现如今，唐僧师徒一个个成了“网
红”“段子手 ”， 一部部奇奇怪怪的关
于 “西游” 的魔幻片出现， 也许是为
了娱乐， 也许是为了吸引眼球。 他们
没有体会到吴承恩真正想表达的意
愿， 或是只看皮毛， 更有甚者是刻意
扭曲。 我认为， 影视作品要有敬畏之
心。 首先应该做到致敬原著， 致敬先
人为民着想的姿态， 致敬保存下来影
响后世的文学品质 。 最近听闻一趣
谈， 说是 “中国电视最大的收视群体
是沙发 ”， 这说明了什么 ？ 说明影视
剧的质量下滑， 还是只有消磨时光的
作用， 缺乏欣赏之功能？ 这个业界自
有定论 。 不可否认 ， 如今认真观看 、
领悟精华的人越来越少了。

影视剧是传播文化、 教化世人的
重要方式。 可以歌颂人性， 可以强调
道德， 可以宣传精神， 也可以爱国热
血， 但就是不能浪费时间和金钱去拍
颓唐人生的故事， 这是消磨意志、 不
负责任的表现 。 现在的事实是网红 、
小鲜肉泛滥， 商业片愈来愈多， 热热
闹闹你方演罢我登场， 宣传造势狂轰
滥炸。 如果追寻一下民族情怀、 文化
价值和艺术内涵什么的， 恐怕就经不
起推敲了。 最近看过的 《战狼2》， 想
来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不管是为吴京
饰演的冷锋为民斗争的揪心， 还是被
强大祖国海军 “开炮” 的那一声所震
撼， 抑或是在结尾一车伤员高举五星
红旗时的自豪 ， 每一刻都扣人心弦 、
激情荡漾， 表达了中国军民钢铁般的
意志和充斥骨血的爱国热情。 这种影
片才称得起向中国艺术致敬的态度。

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
《见字如面》 等节目十分受大众喜爱，
以新形式来承载传统文化的传播， 是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传播方式， 但本质
却没有改变。 这是荧屏向中华传统文
化致敬的最优美的姿态。

苏高宇

中秋之夜
许多人在画着梅花，暗喻自己是怀有梅的品格，我没有

这样的境界。 我画这树梅花的时候，正独自闷在长沙的一所
宾馆里。那一刻，我隐隐听见对面深巷里传出了二胡的声音，
柔情似水，迂回几次后，便往月色里溶去。窗外的月儿明媚姣
好，我心却怯得慌，多一眼都不敢窥的，只埋头画画。完成了，
本想将那会儿的心情也一并记录到画里，迟疑了一会，觉得
还是空着的好，单落了个穷款：

戊子中秋，愔愔堂高宇时客长沙。
愔愔二字，《说文》里的解释大约是这样的：愔愔者，缄默

不言也。
我就沉默了一夜。

蓬勃崖谷
作画能治病，你信么？
这里画的是我老家沅水流域立根在悬崖陡壁之上的兰，

野兰。
野兰不宜移植于花圃的。她在自然里长养着，自在，心里

畅快，她不为谁而开，或者谢。“空山狼藉春，半属野樵领。”她
的喜怒只有像我这样的山里人能够明白。 所以就说：打破盎
植盆栽，耻与凡卉争荣；我自蓬勃崖谷，颠倒十里春风。

写毕，精神就飒爽了。

曹隽平 李国强

有“字如其人”一说。而在当今湖
南书坛，有一位书法家，字如其名：王
超尘。

王超尘早年曾随张一尊习画，亦
通音律，后转习书法，数十年潜心修
炼，最终以隶书“超尘脱俗”。 2011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为其颁发“中国
书法荣誉奖”。 超尘先生篆、隶、真、
行、草五体皆擅，隶书尤精。自上世纪
80年代，即以隶书饮誉三湘，名播华
夏。 作品40多次入选诸如联合国举
办的“国际和平年美术、摄影、书法展
览”（1986年，北京、纽约）、“明、清、现
代中国书展”（1980年日本、东京、大
阪、福冈）等国内外重大书画大展并
流传至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数
十个国家和地区。 先生为炎帝陵、黄
帝和舜帝碑林、孔子博物院、岳阳楼、
黄鹤楼、岳麓书院、南岳大庙等全国
各地名胜古迹书写碑文、匾额、楹联
达数百处之众， 被海内外的纪念馆、
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单位以及
个人收藏的作品更是难以计数。他还
先后出版了《王超尘隶书》《王超尘书
法选》《王超尘隶书〈桃花源记〉》《王
超尘隶书〈岳阳楼记〉》《王超尘隶书
〈醉翁亭记〉》《王超尘书法》 等法帖，
流播艺林，惠及后学。

超尘先生的书法当属拙美一路。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把拙美
的书风演绎得令人瞩目。 特别是
2005年书写的巨幅长卷《醉翁亭
记》，章法布局横有列、纵成行，端整
严谨。 结体得《好大王碑》之朴茂，兼
收《张迁》之方正，打破常规，中宫部
分呈现出“内松外紧”的格局，雍容大
度、浑厚磅礴；纵向上以“上松下紧”
取势，重心下移，憨态可掬，大巧若
拙。 用笔以圆为主，却又变化丰富多
彩。 线条柔中寓刚，力透纸背。

王超尘隶书的墨法又是一绝，其

用墨浓淡相宜而以浓为主， 带燥方
润，将浓遂枯，淡而不薄，涩而不滞，
时而笔酣墨饱，时而夹杂飞白，虚实
相映，对比强烈，营造出一种意境苍
茫、物我两忘、散淡虚和的世界，既有
画意，又入化境。这种褪去人间烟火、
朴茂苍茫的意蕴， 这般结构寓巧于
拙、用墨浓淡相间浑然天成而臻化境
者，可谓当代鲜有。

王超尘书法艺术的精深造诣，首
先得益于他对传统经典的全面学习
和不断创新。先生早年即对书法达到
了痴迷的程度，数十年晨昏不辍。 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成为了湖南省
图古籍阅览室的常客，悉心钻研夏商
甲骨、两周金文、战国简帛、秦汉篆
隶、晋唐碑碣墨迹，临摹的历代名碑
法帖难于胜数。特别对清代书法名家
做过精深的研究。先生在致友人信中
深情地谈到：“回顾十几年来学书，有
所得也有所失，聊以自慰的是，性虽
愚钝，唯有勤奋二字不敢忘记，唯求
千虑一得。”超尘先生学古拟古，但绝
不盲目崇古泥古，总是在继承中不断
总结和反思。 他在《砚边随想》里说：
“临帖习书，乃博览历代碑刻遗墨，取
前贤之长为我所用，从《张迁碑》到郑
簠、何绍基、郑板桥及近代方家无不
反复揣摩领会，获益匪浅。”先生每过
几年就要把一捆捆不满意的习作付
之一炬，他在耄耋之年还真诚地评价
自己：“至今，我认为自己还没有一件
非常满意的作品。 ”正是这种永不满
足和不断否定的创作态度，成就了他
的艺术水准。

王超尘出生于1925年， 在书法
艺术的道路上奋进拼搏了半个多世
纪，他坚韧不拔的执着精神、老当益
壮的英雄气概、 积极豁达的人生态
度、高雅脱俗的书法格调，为我辈提
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何立伟

谭秉炎先生， 我们现在都称他
秉爹。 这也是大家对他的一种敬
重。

长沙城里， 餐饮业中最古久又
最有名的， 莫过于火宫殿。 那石牌
坊上的字， 便是秉爹题写的。 也可
以说， 长沙城里， 没有谁没见过秉
爹的字。 那石牌坊是永远矗立的，
因此那秉爹的字亦是勒石刻牌永存
永续的。

秉爹任过三届长沙市书协主
席， 如今住在湘江边上的湘江世纪
城， 推窗可望江水汤汤， 日夜江
声。 秉爹深居简出， 活在当代时
空， 眼里却尽是些古人。 今人来访
他， 不易寻到， 因世纪城乃大， 真
真是一座城。 我要拜望他， 他发来
短信， 说他那地方复杂， 不大好
找， “到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口
子再往西转， 找不到就打我电话，
我出来接。” 仁厚之君， 为他人计，
不好找， 就索性遣了他的一位弟
子， 开车来接我。 果然七转八转，
在地下车库的迷宫里寻到楼下， 这
才终于见着了他。 门开处， 灯照着
他瘦长身上一张谦谦笑脸， 一摆
手， 引我坐到书房。 书房不小， 一
整面墙的书架上， 全是历代名家的
书法册同各种碑帖。 另一壁墙上，
是他新作的字同山水画。 我说你现
在也画画了 ?他答道， 写字之余，
消遣而已。

还是他的字好。 尤其悬着的几
幅狂草， 凑近了看， 退远了看， 皆
是好。 我说我喜欢你的草书， 尤其
狂草， 比你的行楷要放得开， 放得
大胆。 他笑笑着递上茶， 默然首
肯。

我指了那几幅草书问， 新写
的?他答说写了一晌了。 挂上墙来，
反复看， 是为了看出瑕疵来， 下回
再写， 晓得如何纠错。 这是他的习
惯， 亦是他对书写的态度。 书法作
为一门艺术， 永远难求完美。 然不
断发现， 不断琢磨， 不断推敲， 便
是向完美寸进。 怕的就是自我欣
赏， 自我陶醉， 满足一技。 秉爹是
谦逊之人。 你夸他字好， 他永远是
笑笑， 但那笑里有一种自我的警
惕。 他对我说过， 他没有一幅字是
自己完全满意的。 这话说出来， 让
我听着心中一凛。

谈起他要我写序， 我想更多一
点地了解他。 他说你随便问。 我说
就是闲扯谈， 说想晓得你师从了
谁， 问问来路。 结果他说了一通
话， 让我明白他原来并没有拜过名
师， 他是眼观、 耳食， 遍览名帖，
临习古贤， 用心琢磨， 自学而成。
但他十七八岁文革时期， 喜欢上书
法， 却有幸认识了长沙的一些书法

名人， 如胡慰曾、 黄铁安、 杨蕴
山、 黎泽泰、 史穆等。 彼时书家亦
无社会地位， 只是多了一门技艺的
凡夫。 他与他们过从， 从只言片语
中领悟书法三昧。 他在水风井古旧
书店里淘到的第一本字帖是1975
年版的 《怀素自叙帖》， 自此爱上
草书。

他说着便从书架上伸手捉出这
本帖， 迅速而准确。 翻开来， 几十
年过去， 临习过无数遍， 仍是干干
净净， 点墨不沾。 我叹道， 爱惜得
好呵 !他点头道， 是的， 我好珍惜
的。

他说他虽然没有拜过任何书家
做老师， 但有一个人， 对他的书法
审美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
练肖何老先生。 练老最大的特点，
就是有一双鉴赏书法之美的眼睛。
他告诉谭秉炎， 一个人从艺， 最要
紧的是一定要有好的眼光， 识得个
中真趣， 才能取法乎上。 所以但凡
练老喜欢的历代书家， 秉爹便想方
设法买来他们的帖， 在家里拼命临
习， 揣摩练老说的种种的好， 然后
得之于心， 行之于笔。 秉爹习字极
刻苦， 除了草书着力最大， 其他各
种字体亦都仔细临读。 他临字， 亦
同别人不同， 不临全篇， 挑着临，
对一些关键的结体， 用笔， 章法，
反复临习， 反复体味， 重点突破，
了然于胸。 于是长进神速。

秉爹在他的书法作品集的后记
里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是爱上了
书法。 书法是神圣的艺术殿堂， 传
统经典和历代大师供我顶礼膜拜。”
他一生所寄， 唯书法而已。 每日学
习、 临习、 研习， 几乎成了他生活
中的唯一。 每日早早入睡， 亦每日
早早晨起， 习一路太极， 然后就是
书房里一人独自面对历代圣贤。 看
看他的书法集的“岁月留痕” 一
节， 可知他数十年来在书法一途上
的用功同成就。 那真是入展无数，
得奖无数。 尤其在1995年第六届
全国书法篆刻展上以一幅刘熙载
《艺概语》 的草书而斩获全国奖。
那是其时长沙本土书家所获得的唯
一一次最高级别的书法荣誉， 称为
登顶之作亦不为过。

秉爹的草书相当狂放， 仿佛醉
酒当歌， 忘乎所以。 实际上， 秉爹
是烟酒不沾之人。 而且平素里， 秉
爹给人的印象， 亦是谦抑、 平和，
几近拘谨。 俗语说字如其人。 所以
秉爹性格的另一面， 你只能从他的
草书中得窥。 他精神上的张扬， 他
情感上的宣泄， 只能在宣纸上淋漓
一尽。

秉爹跟我说， 如今他的书法美
学， 就是三个字： 简、 淡、 静。

简、 淡、 静， 这是书法的归
旨， 亦是人生的归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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