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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旭东

宁远籍画家刘应雄， 生长于潇水之源九
嶷山下， 钟情山水， 研习水墨山水多年， 于
斯道孜孜以求， 近年来更立志以“潇湘八景”
为创作主题， 力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
突破与创新。 其心可佩， 其志可嘉。

历代画潇湘八景， 多为造心境而写意趣，
少有以八景实景为依凭者， 应雄决意以此为
切入口， 立足于潇湘八景实地写生， 从实景
中汲取原型养分， “从生活中寻找纯正的真
山真水”， 创作并建立新的“潇湘八景” 艺术
样式。 为此， 他对湘江全流域进行考察， 反
复观察、 写生、 分析自己生于斯、 长于斯、
心系于斯的山水景观， 力求搜尽奇峰打草稿。
心诚力至， 必有所得， 他观察到潇水发源地
的山形、 瀑布、 云烟与湘水发源处的山形、
瀑布、 云烟颇有不同， 他揣摩八景实际景观
的各自个性特征与水墨技法、 表达要素的关
联与分别， 他力求在现代化浸染后的实景里
仔细体味、 寻觅、 还原八景的地形风貌特质，
寻求用不同的笔墨技法、 构图等进行表现。
应雄为人实在， 画风踏实沉稳， 写实意味较
为浓厚， 典型的老实人做扎实事， 他走实景
创作“潇湘八景” 之路， 可谓得其所哉。 事
实上， 在这一过程中， 应雄也自觉不自觉地
同时开始了对自己以往山水画创作的突破与
超越， 在我看来， 这对于作为艺术家的应雄
才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

对于艺术， 艺术家必须诚实于内心， 而
笔墨则切不可太老实。 我素来认为艺术创作
的最高境界是“得意忘形”， 以形传神、 形神
具备固为要事、 妙事。 但是， 得其意而忘其
形， 进入艺术创造的自由王国， 方能由技入
艺， 由艺入道。 这当然是艺术境界修为上的
大难事， 然而即使不能至， 也必须心向往之。
应雄以往的创作多注重写实塑形， 疏于空灵
写意， 神、 气充足而韵致、 意趣稍显不足，
且所写画面中多置房舍亭塔等建筑及渔船、
鸥鸟、 人物等， 致使山水景象难以向画外悠
然延展， 限制和凝滞了画面的意境与格局，
因此， 对于应雄这种性格气质和创作风格习
性的山水画家， 能“实” 更须能“虚”， 擅加

法尤需善做减法。 可喜的是， 应雄通过湘江
流域的实地写生， 外师造化， 在笔墨、 造型、
构图、 意境等诸方面都已开始有所突破， 他
2012年以来创作的潇湘八景题材作品及其他
作品中，已多有变化、精简化笔墨之作，开始增
益空蒙灵动的意趣，如《江天暮雪》《渔家夕照》
《空中田园》《秋韵》《春到九嶷山》《武陵春色》
及一批扇面、瓷画等。尤可喜者，是《潇湘八景》
八条屏，能浓缩八景，总成全貌，又各具其旨、
其妙，大气，苍茫，雄浑，是应雄探索重启“潇
湘八景” 传统、 于湘江实景写生后集大成之
作， 亦可谓新时代“潇湘八景” 创作不可忽
视的新起点 。 它既是应雄对自己以往数
十年水墨山水创作的总结， 又是开启他新一
重艺术境界的起点。 更令人欣喜的， 是他
的四条屏 《苍严老柯蟠龙藤， 乃知造化无
穷尽》， 它对应雄以往的水墨创作实行了真正
的超越。

应雄已经且将继续进行他的潇湘实景写
生和新“潇湘八景” 创作。 我想， “搜尽奇
峰” 仅仅是为了“打草稿”， 而只有打出众多
的草稿后， 才能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艺术创造
境地里去。 《潇湘八景》 八条屏和 《苍严老
柯蟠龙藤， 乃知造化无穷尽》 四条屏， 还仅
仅只是最初的“草稿” 而已。 应雄要走的路
还很长、 很艰难， 必须不断地突破自我， 超
越自我。

古代的“潇湘八景” 图多属写意， 而写
意或曰造境写心实乃中国画、 特别是文人画
之本质特征， 且“潇湘八景” 之景从一开始
就并非确切的实指， 大抵多是一种心绪情思
意境的外化与景象映照， 故太求“落实”， 必
反失其旨。 因而， 实景写生只是突破明清以
后只师古人、 不师造化的山水画积习， 让
“心源” 获得更加丰厚基础的一种手段与路
径， 绝非目的本身； 应雄的新“潇湘八景”
创作如何承继、 发展写意写心、 传统， 同
时和谐、 平衡地加入八景的实景元素， 开
拓出新的“潇湘八景” 艺术前景？ 如何回
归、 重建“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的中国画
传统， 开拓新的绘画空间与艺术可能性？ 这
是应雄和新一代中国画艺术家们的责任与使
命。

木华

时隔5年，冯小刚携《芳华》再度回
归贺岁档。《芳华》上映后，全国涌现“银
发族”观影热潮，许多年长观众第一时
间走进了影院。 12月15日，冯小刚执导
的《芳华》和徐克监制的《奇门遁甲》两
部华语电影同日开场，今年电影贺岁档
正式登场。 除这两部电影外，陈凯歌打
造的《妖猫传》、成龙主演的《机器之血》
等多部大片也将在月底相继上映。与往
年相比，今年的影片很少打出“贺岁档”
的噱头，档期营销大战不见硝烟。 佳作
不少，观众、片方不再“唯档期论”，“老”
电影人回归，品质为王，中国电影或将
迎来近十年来最好的时光。

今年贺岁档虽然进口片的数量明
显增加，但总体依然是国产电影“一统
市场”。以12月15日为分水岭，进口片主
要集中在12月上旬， 数量达到11部，是
去年这个时间段的两倍。而在12月下旬
至2018年春节期间， 共计上映45部的
新电影里，国产电影达到39部。 在贺岁
档已公布档期的影片中，奇幻类以徐克
的《奇门遁甲》和陈凯歌的《妖猫传》为
首， 两部影片将分别于12月15日与12
月22日上映。与《妖猫传》同周末对决的
是悬疑片《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和成龙
主演的科幻电影《机器之血》。

陈凯歌自《道士下山》后一直未有
新作，大众对《妖猫传》的期待可想而
知。 新片改编自作家梦枕貘的小说，黄
轩和染谷将太联手探寻一段尘封的悬
案。陈凯歌花了6年时间，为影片打造了
一座城，种了一城树，按真实比例还原
了古唐建筑。他和编剧王蕙玲还花了近
5年的时间打磨剧本。 此前《妖猫传》已
经发布了多款海报和预告片，呈现出的
华美视觉效果称得上震撼。

成龙的新片《机器之血》是贺岁档
唯一一部“动作＋科幻”的影片，作为娱
乐圈的“老劳模”，成龙在新片中将未来
科技、冒险、悬疑、动作、喜剧等元素组
合到一起，影片的许多枪战、爆破场面
也都全部采用实拍， 此前曝光的海报
中，成龙更是手执绳索高空飞跃悉尼歌
剧院的房顶。这部影片能否成为成龙又
一部票房佳作，值得期待。

1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不少喜剧片
选择在这一档期上映。 将在12月29日
上映的影片有吴君如导演的处女作
《妖铃铃》和刘亦菲主演的新片以及
韩庚主演的《前任3：再见前任》。 在
扎堆上映的喜剧片中， 王俊凯主演
的《解忧杂货店》令人期待。 影片改
编自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畅销
小说，王俊凯饰演的小波在“奇幻之
旅”中不仅为他人解忧，更为自己打开
了心门， 给人温暖的同时获得自我治
愈。《妖铃铃》由吴君如自导自演，汇聚
了吴君如、沈腾、岳云鹏、张译、吴镇宇、
方中信、焦俊艳等十几位喜剧人。

曾几何时， 贺岁档非常看重票房。
随着今年年底贺岁档的到来，我们或许
可以亲眼见证影坛真正繁荣起来。陈凯
歌、徐克、成龙等老电影人的回归，他们
给电影市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诚
意”。 出品方不再靠“贺岁档”的名头捞
钱，观众们也不用再遭遇“有档期没好
片”的困扰。事实证明，好的影片无论在
什么档期，都能票房口碑双丰收，而观
众真正想看且爱看的，是那些可以让自
己思索回味的好影片。

淡化档期、提升影片质量，老电影
人回归。 今年的贺岁档银幕令人期待。

李婷婷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当天， 长沙李自健美术馆进行了一系
列公祭活动，沉痛纪念80年前惨死于侵华日
军屠刀下的30万无辜中国同胞。

李自健现场讲述《南京大屠杀》巨画从创
作缘起到作画过程，从日本右翼施压到国际
广泛回响，从艰辛负重到走向非凡……其过
程跌宕起伏，传奇曲折，感动人心。

上世纪90年代初，李自健在美国洛杉矶
创作《南京大屠杀》。 20多年时间里，他三次
创作，并带着巨作巡展世界。目前，这三幅《南
京大屠杀》 原稿， 分别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
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长沙李自健
美术馆陈列展出，震撼着无数观众。

1991至1992年，旅美画家李自健在美国

洛杉矶，受“南京大屠杀”惨案见证人星云大
师委托创作，为“南京大屠杀”这场旷世浩劫，
留下警世之作。 作品完成后，从1992至2013
年的20余年间，该作品随着“人性与爱·李自
健油画环球巡回展”先后于美国、德国、法国、
英国、荷兰、瑞典、香港、台湾等全球六大洲、
30余国家和地区进行了70多次巡回展出，均
得到强烈反响，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

巨幅历史画作《南京大屠杀》先后完成三
稿：第一稿 1991年创作，213cm×290cm，
2000年收藏并陈列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第二稿 2003年创作，
235cm×336cm，2013年收藏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并陈列于该馆中央大厅；第三稿2015
年创作，445cm×315cm， 现为著名企业家
谢子龙收藏， 永久陈列于长沙李自健美
术馆。

这是一幅震撼视觉的大型历史画作，整
幅画面由“屠”“生”“佛”三联组成，画家用两
个狞笑的日本军官、 一个哭喊的中国婴儿与
一名收拾尸体的僧人，真实再现了1937年日
军在南京实施的惨绝人寰的暴行。 画面主体
是堆积如山、 交错挣扎和相互保护的死难者
的尸体，四处流淌的暗红色血液。在凝重的冷
灰色调笼罩下，远处硝烟弥漫、低沉灰暗的天
空，共同营造了强烈而厚重的悲剧气氛，如此
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窒息压迫之感。 左
侧为“屠”：在一群血肉模糊的尸体左边，站着
两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 其中一个正狞笑
着擦拭沾满鲜血的军刀；中间一联为“生”：在
尸山的上面， 一个婴儿正趴在裸露着胸膛惨
死了的母亲身上昂首哭喊着， 隐含着中华民
族巨大的悲怆， 同时也寓意着中华民族不屈
的精神和希望的未来， 并赋予了画面纪念碑
式的庄严；右侧一联为“佛”：一位僧人躬身不
语，正拖起一位惨死的老人，衲衣上已沾满鲜
血， 僧人对众生的无限悲悯与昂首哭泣的婴
儿同样蕴含力量， 又与残暴的日本军官的姿
态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看到
这幅巨画感慨道：“凝睇《南京大屠杀》，瞬间
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心哭泣了。而且我的
心燃起了火焰……日本军残虐至极的野蛮
行径，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一些不可一世
的当权者否认、歪曲残暴的历史，恣意妄为，
我们要坚决与之战斗下去。 ”

李思诗

杨应修、莫立唐、徐照海、曾
晓浒 、黄定初 ，这五位湖南当代
画家都已故去 。 伫立在他们的
遗作前 ，用心读画 。 杨应修的
明媚 ，莫立唐的细腻 ，徐照海的
旷远 ，曾晓浒的潇洒 ，黄定初的
禅意……剥开昔日尘垢，记忆之
花在岁月的画卷中绽放。 “山高
兮水长———湖南五人山水画展”
让我领略到浸润着深厚湖湘文
化艺术底蕴的画卷。 方寸之间，
山高水长。

杨应修、莫立唐、徐照海、黄
定初与曾晓浒诸位名家生前交
集不多，但他们献身于艺术之心
却息息相通， 皆视绘画为生命，
对绘画事业无比热爱，泼墨挥毫
异常勤奋， 创作热情极为高涨，
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精美的绘画
作品 。 这使我想起了李白和杜
甫。 李白和杜甫虽然都生活在盛
唐，却擦肩而过。 然二人的诗歌
一起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留
给世界的最响亮最美妙的声音。
李白和杜甫相处的时间极短，却
互相倾慕 、互相理解 ，并将文人
间这种珍贵的友谊保持终身。

杨应修、莫立唐、徐照海、黄
定初与曾晓浒诸位名家的绘画
艺术道路不尽相同，绘画风格各
异，对相同的意境用不同的风格
表现出来，把自己的理解用艺术

手段突显在画面上，留给人不同
的感受。 他们的绘画成就如同清
澈的流水，在三湘大地上起伏流
淌。 我们仿佛看到他们还在艺术
的旅途上行走，美景在他们的笔
下蔓延 ， 花朵在他们的笔下绽
放， 百鸟在他们的笔下和鸣，山
水在他们的笔下生辉。

静静地欣赏他们的画作，犹
如面对着水色潋滟、风光旖旎的
山水，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他们
的作品中。 欣赏画作的人恐怕不
会去计较画家的身份，重要的是
作品本身，如果画家在作品中阐
述了对美的特殊理解，倾诉了美
妙的真情 ，那么 ，他的画作就会
长久地拨动欣赏者的心弦 。 我
想 ，他们留下的作品 ，是美好感
情和艺术的结晶，不会因为岁月
的流逝而消失，也不会因为世事
的更迁而褪色。

远去的背影 ，留下的 ，是沉
思与怀念。 高山巍巍，流水潺潺。
能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徜徉于
美妙的高山流水，真是我们的福
分。

策展人李创是藏福美术馆
馆长 ， 他用了两年多时间来寻
觅 、收集 ，最终有了这60幅大大
小小能够代表画家水平的作品。
李创说：“五位画家笔墨、线条功
底深厚 ， 传达出真正的文化自
信。 他们视绘画为生命，留下了
不少精美的绘画作品。 ”

艺路跋涉

开启新潇湘八景艺术之门

刘应雄， 号九嶷山人、
枫林斋主， 1963年生于湖南
宁远。 自幼酷爱绘画、 书
法， 美术科班出身。 1986年
开始从事山水画创作和中西
美术理论研究， 多次参加国
内外大型美展获奖并被收
藏。 2010年获得“湖湘画坛
十大年度人物”。 2012年在
长沙举办“刘应雄新潇湘八
景中国画展”。 现为湖南省
美协会员、 湖南省中国画学
会理事、 文萃报美术馆馆
长。

影视风云

“贺岁档”：
老电影人回归值得期待

艺苑掇英

李自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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