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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彬

当地时间3月21日上午10时， 一场特殊的对话
在西班牙马拉加市乔治兰多美术展览馆举行。

对话的双方是东西方的两位画家，一位是来自
中国湘潭的画家陈小奇，湘潭市齐白石美术馆第五
任馆长；一位是西班牙画家乔治兰多，西班牙新表
现主义代表人物。 对话的方式是两人合作共同创作
一幅油画。 对话起源于两天前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
的一次采访。

3月19日，西班牙时间下午7时许，中国中央电
视台《齐白石对话毕加索》摄制组在马拉加采访中
国湘潭画家陈小奇与西班牙画家乔治兰多。 两位画
家在马拉加乔治兰多美术馆进行了一场关于东西
方绘画艺术的深度交流，重点是就齐白石与毕加索
各自的艺术和文化背景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 陈小
奇就中国水墨的精神和技法，融入中国的哲学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诠释。 乔治兰多就表现主义和新表现
主义进行了解读， 他认为绘画艺术发展到今天，表
现主义和新表现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绘画的滚滚洪
流，其影响力已波及到音乐和文学。 他希望中国的
水墨画家能在继承和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融入表现
主义的一些表达方式。 陈小奇表示，现在的中国画
家大部分都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以开放和包容的
心境自觉地融入世界艺术的洪流，并取得了卓越的
成就。 双方真诚地交换了各自的创作心得，觉得彼
此在艺术上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乔治兰多提
议，两人发挥各自特长分别创作一幅作品，互相感
受彼此的文化气息。

21日上午10时，东西方两位画家在乔治兰多美
术展览馆的创作室如期见面。 乔治兰多建议不如两
人一起合作创作一幅油画，由陈小奇先生开头。

陈小奇瞄了一眼早已换上沾满油彩的工作服
的乔治兰多先生，见盯着自己的眼睛里放着温暖而
诡秘的光。 乔治兰多摊开手，耸耸肩，用略为沙哑的
嗓音说了一通西班牙语，并做出邀请的姿势。 他的
助手伊丽莎递给陈小奇一件沾满五彩斑斓油彩的
白大褂。

一旁的翻译说，乔治兰多看了陈小奇前一天在
中国湘潭书画家作品展开幕式上现场创作的扇面
水墨画《梦里家园》，非常喜欢。 他希望陈小奇用油
画笔和油彩， 将其复制到早已准备好的油画布上，

然后由他来加工，将中国画家有形的风景化解成无
形的新表现主义作品，仍然表达原来画作要表达的
意境。

此时的陈小奇别无选择。 他想，正好借此机会
尝试与乔治兰多先生进行一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
真正交流与融合。 面对着中央电视台《齐白石对话
毕加索》纪录片摄制组的摄像镜头，陈小奇说了声
“好”，挽起衣袖，在乔治兰多的一大把油画笔中选
了3支小一点的，蘸了松节油，像平时画水墨一样在
调色的大碗中调起色来。

陈小奇在油画布上先画了巨石，画了掩映在巨
石后面的几栋错落的破旧农舍， 农舍前面有篱笆、
女人和狗，还画了3株参天的大树，一朵白云从远方
飘来，在一座独木桥上安放了一位孤独的樵者。 从
构图的角度讲，画面正斜相倚，构图饱满结实，点画
疏密有致。 陈小奇放下画笔，微笑着做出邀请姿势。

乔治兰多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真是一位了
不起的艺术家!”随后，乔治兰多拿起几支阔厚的大
排油画刷，锵然有声，手舞足蹈，如入无人之境，在
陈小奇刚刚创作的画上涂抹起来……乔治兰多完
全进入了创作状态，最后将笔一摔，用戴着纱手套
的手，抓了一把猩红的油彩，又抓了一把酞蓝，在画
布上大把涂抹起来：巨石、天空、瓦片、树丛、篱笆、
女人等等，画面上的所有实物都被涂抹成一片虚幻!
他一边涂抹一边对陈小奇说：“是你有形的物象诱
导着我的疯狂!” 围观者们看着疯狂的乔治兰多，一
个个眼神由好奇转为惊讶，最后变成了惊叹。

涂抹完毕，陈小奇又用油彩对画中的一些细节
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并拟定画名为《绿了春风》。 就
这样，一幅别开生面的油画在围观的中外画家和记
者们的惊叹声中诞生了。 77岁的乔治兰多非常兴
奋， 他紧紧拥抱着陈小奇：“我非常想去你们中国!”
他很高兴第一次和一位来自东方齐白石故乡的画
家共同完成一幅如此充满生机、充满希望和未来的
精彩油画。

陈小奇说：“我感受到了乔治兰多先生新表现
主义的风采，他的热情和速度，也很欣赏他的自信，
同时惊愕于他的大胆，让我们习惯于洗手焚香慢慢
书写图画的中国水墨画家为之一振。 但是，东方画
家的理性、安静和平朴，是一种东方的哲学和美，东
西方各自文化价值的取向，没有厚薄之分，艺术的
多元和包容，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五彩纷呈。 ”

李立二三事
余立新

我的画室桌前仍挂着李立老师的书法“潇湘灵气，洞庭
清风”。 这一挂就是25年。

1993年我全家举迁惠州，行前我去李立老师“石屋”阁楼
书画斋辞行，老师与我长谈并流露不舍之情，他取来笔墨当
场为我写下以上书法并落款：“立新学弟将有远行赠此以当
离筵。 ”书毕，还在我耳边轻语：“你行前再来一趟，我画几张
画带上，万一在他乡有困难，拿去换些银子度些日子。年轻人
应该出去闯一闯，我赞成你去广东。 ”我一时眼眶聚满了泪
水。 我的老师李立一直提携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办画展他都
会送个花篮，身体许可会亲自去捧场，书画界口碑很好。 之
后，我每次回长都会看望老人家。 虽然在广东我还没有遇到
卖老师作品的困境， 但我每年会翻出老师的赠作仔细品读，
以此鼓舞自己的斗志。

李立老师研习书画逾半个世纪，他终身不忘的是恩师齐
白石老人的教诲。 李老书房的醒目位置，挂着一幅很大的老
照片，那是李立和齐白石当年一起吃饭时的合影。18岁时，李
立自制了一册《石庵印章》寄给齐白石老人，没想到83岁的齐
白石竟回函称其“刀法足与余乱真”，并鼓励其“自造门户”。

有年春节拜访老师，老人家留我吃午饭，席间忽然想起
合张影。“就照着我与白石老翁共餐的照片拍。 ”老师说。 照
片后面的背景是一幅齐白石的原作，是老师有心还是无意碰
巧不得而知，但我很是感念。

每次拜会老师， 他都会兴奋地给我讲一些近期的情况，
哪家媒体采访他、有关他的文章又在哪里发表、还有某某地
方邀请他等等，总是有许多新鲜事发生着，没有一点老态龙
钟的气息，他的“石屋”总是有不少人来访，但从不怠慢任何
人。每次临别，他都会东翻西找些有价值的资料送给我，不让
我空手出门。

又是一年芳草绿，他乡寒食远堪悲。 回忆与李立老师的
那些过往，历历在目，之后是心痛，心痛之后是感激，感激之
后是振奋!
� � � � （李立(1925.3-2014.12.11)，生前曾任中国书协理事、湖
南省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岳麓印社名誉社长，湖南省
文史馆馆员等。 本文作者系中国美协会员、 广东省美协会
员。 ）

大曾画话：
一个故事一片钙
刘绪义

大曾，本名曾初良。 当北方的“老树画画”在
网络上火起来的时候，“大曾画话”也在朋友圈广
为流传，也很火。

“月亮要走我不走，我在月下啃猪手。突然想
起心上人，情不自禁亲几口。”大曾画话写出了那
群“回不了过去，看不见未来”的人，也就是不同
职业的中年中产者的心里话，画出他们各自不同
或相同的心态。 用一个词表达，就是“走心”。

用走心来概括大曾画话最贴切不过。 首先，
走的是大曾自己的心。 大曾的诗与画，既是他人
生的经验与记忆，也是对未来的思考与沉吟：“当
年多少荒唐事，如今都成下酒菜。 老来无事细细
嚼，一个故事一片钙。 ”

“一个故事一片钙”。大曾画话里每一幅画都
是一个故事，每一首诗都是一片钙。 尤其是当人
到中年，事业小成，但压力增大，时感疲惫，有些
情怀，有些失落的时候来品味，更能给人以增加
钙质之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人生的表达方式。大曾把
画画看作是一种最充分、 最具个性的表达方式。
大曾更擅长用画来表达故事，不管是儿时的美好
时光，还是如今的洒脱心境，都能用一画一诗将
其简单地浓缩为一钙片：“偶尔笑笑人家，也被人
家笑笑。人生不过如此，何必斤斤计较。”“昨天有
人钓我，今天我来钓猫。你本捕鼠为食，何苦把我
来瞄。 ”

将故事寥寥几笔变成“钙片”， 而不是“鸡
汤”，这是大曾的本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悟透青年
时人世的纷扰与执着，对壮年人生梦想的焦虑与
现实嘈杂常态的反思，对现实中身边那些习惯于
做违背自己初心的现象的否定，也是对自己能在
身体的忙碌中品味心灵的淡定与自由的一种肯
定，“常慕高士游尘外，偶做街痞卧泥中。 平生耻
作名利客，活出真我自轻松。 ”大曾的画与诗，就
是现代人更好地审视自我、回归心灵的途径。 因
而，大曾画话让无数渴望自由渴望回归真我者走
心。

大曾画话，看似世俗，实是脱俗。“塘中两只
鸭，相守过家家。日子平安度，何必走天涯。”这是
一种别样的生活感悟， 肉身的忙碌与亲人的阻
隔，是无数现代人的存在状态，既委屈又挣扎，这
里的画与诗恰好激发起他们停一停、 想一想、重
新定位的灵感。 类似这样的画面和诗意，凸显了
大曾画话的童趣、真趣、生趣、情趣。这种趣味，来
自于诗画中的张力，如清对浊、净对染、雅对俗、
闲适对忙碌，等等，大有能张开观赏者毛孔之力。
正因为这样，生活无处不可入大曾画话。 即使是
中秋之夜天宫二号发射升空， 有感于人往来地、
月二球之梦正在接近，亦能激发起大曾“总想邀
约吴刚来，一起好好喝回酒”的浪漫。

不过，文人画总归脱不了哲理的意蕴、性灵
的感悟。有人将文人画戏称为文人雅士们的心灵
事业，总是认为文心、诗情和画意，才配得上这个
名字。 所以，文人画就在于那种“妙不可言”的趣
味或境界。 而大曾画话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禅
味，以至于有人误读为禅画，实则不是一物。“我
自山边走过，偶见梅花一朵。从此放心不下，花亦
是否如我？”看似洒脱的大曾，内心里总还是有些
眷恋。不过，这眷恋不同于尘俗的执着，而是一种
以心观物、物我两融的哲理趣味。

著名美术家陈师曾在解释文人画时说：“不
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
人之感想。 此叫做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
之为物。 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
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文人画所具有的哲学性，
在大曾画话里传达得恰到好处。

网络上盛传“北树南曾”。 将大曾与老树并
称，我想，这不是大曾画话之幸，而是读者之幸。

祁琦

随着电视剧《美好生活》在口碑、收视率、网络播放量等
方面的一路飙升， 电视荧屏结束了2月的低迷，3月上旬开始
逐渐回暖。 除了《我的父亲我的兵》《风光大嫁》《利刃出击》
《烈火如歌》《老男孩》 等已上星开播的作品，《南方有乔木》
《好久不见》《养母的花样年华》《幽兰湖之御厨驾到2》等剧也
在3月中下旬播出。 与往年同期相比， 各平台均主打现实题
材，古装剧比例明显下降。

都市剧成主流
2月28日首播的《美好生活》在豆瓣拿下了7.8的高分。 该

剧由刘进执导，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等主演，被网友总结
为“带点日剧的温情、韩剧的浪漫、英剧的生活哲学”。大数据
显示，《美好生活》开播次日，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收视率双双
破1，开播第三日收视登顶且持续位居收视榜首，不仅带动了
春节长假后收视率低迷的电视剧市场， 也迎来了3月份国产
剧收视小高潮。

除了《美好生活》，《老男孩》《风光大嫁》都是都市剧。《老
男孩》由“台湾偶像剧教父”刘俊杰执导，刘烨、林依晨、雷佳
音主演。讲述桀骜不驯的老男孩在不惑之年经历爱与成长的
故事，在豆瓣取得了7.0分的成绩。

3月中下旬开播的几部剧中，《南方有乔木》《好久不见》
《养母的花样年华》《幽兰湖之御厨驾到2》 也均为都市情感
剧，但不止“谈情说爱”那么简单，《南方有乔木》以无人机行
业为背景，以商战、爱情、悬疑三线并进；《好久不见》则用编
年体讲述近十年来房地产热和互联网创业潮下的商业大变
革。

古装剧数量创新低
在政策限制、市场播出效果参差不齐、观众审美疲劳等

因素影响下，古装剧的投资和制作锐减。 3月1日登陆优酷视
频的《烈火如歌》是今年3月开播的唯一一部古装剧，由梁胜
权、李伟基执导，周渝民、迪丽热巴主演。 凭借“IP改编+流量
明星”的加持，该剧上线18小时成功破亿。 而从2018年1月广
电总局公布的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可见，古
代题材仅有13.68%，达到近年来新低。

《我的父亲我的兵》《利刃出击》是抗战、军旅剧，均由老
牌电视制作人搭配实力演员打造。《我的父亲我的兵》由杜军
执导，张一山、刘威、傅淼、程琤领衔。《利刃出击》则由刘猛导
演，杨烁、牟星主演。 随着电影《红海行动》的票房效应，军旅
剧在收视率、播放量等方面有小幅度增加，《利刃出击》每日
新增播放量稳居排行榜前五。

年代剧升温
在年代剧方面，《翩翩冷少俏佳人》第一季2月5日在爱奇

艺视频播出后，第二季紧随其后将于3月12日开播。该剧早在
2014年就拍摄完毕，2016年在江苏几个地方台播出，直到今
年才与全国观众见面。究其原因，该剧既非IP改编，也没有流
量明星，剧中主演之一的李现近两年因网剧《河神》《法医秦
明》人气攀升，让该剧得到一定关注。

无独有偶，另一部年代剧《人生若只如初见》也是一部
“积压剧”，由香港导演何澍培执导，由韩东君、孙怡主演，出
品时间为2016年3月，今年3月2日在腾讯视频播出。 该剧男
一号韩东君因网络剧《无心法师》而为观众所熟知。 一直以
来，年代剧跳脱不开谍战题材的枷锁，而《人生若只如初见》
堪称民国情感类题材的一次华丽回归，它的细腻与精致既还
原了民国时期新旧交替的变迁演化，也重现了历史变革下的
烽火乱世。

吕杰

当画家思考“绘画”需要画些什么的时候，接至
而来是谁需要的问题。

绘画若是为了艺术本身形式，或者是为了艺术
家自己喜欢的有趣味的艺术形式而作画，绘画之路
是艰辛的，费时、费力、费资金，劳动成本大，也许没
有什么经济回报。 因为艺术收藏是奢侈消费，体现
精神价值，而大众买画并不普遍，吝啬花钱在艺术
消费，大方花钱在物质消费。

绘画若为他人喜好需要而作画，绘画会损失艺
术性、趣味性和艺术价值。 当绘画作品讨好大众审
美，为了卖钱，绘画就没有艺术自由，绘画价值的认
可度左右着绘画艺术自由。 绘画就是商业活动，绘
画作品与商品就没有本质区别；绘画产品就成了需
要考虑营销的商业行画。 这些作品的艺术层面充其
量在所谓的好看的高度，大多在哗众取宠、照片式
再现的层面。 当然，写实绘画也有艺术性，这里所指
具有艺术性的写实艺术不同于商业行画。

若有人喜欢绘画， 又有绘画艺术的投资意识，
却又不懂识别绘画作品的高度时，往往会听任艺术
欺骗和虚假广告及炒作。 低俗行货、工艺品当作艺
术精品之现象比比皆是。 当画家面对现实与艺术情
操，思考该怎样去绘画时，接至而来的就是艺术道
路的选择问题和艺术方向问题。 前沿的艺术家之路
是为画而画，不一定能讨得大众。 大众看不懂其艺

术表达，自然就不会喜欢。
国家画院和高校的艺术家，工作职业与专业研

究合一，只要自己对物质的欲望不高，可以不以卖
画来维持生计， 是具备了艺术自由的绘画条件，其
绘画之路相对纯粹和自由。 职业画家如果艺术达到
一定的高度，并得到社会或收藏家认可，有艺术机
构供养，也是很好的艺术生活状态。 但这种情况确
实很少，这种“认可”伴随着许多现实和世俗因素、
名人效应和权力因素。

大众追逐的物质生活中，很少有人购买未成名
画家的作品，往往是朋友的友情支持、友情期待、友
情信任，才出手买画援助画家的生计。 梵高太孤独。
梵高没有朋友，梵高不会炒作，才有历史的梵高，悲
剧的梵高，骄傲的梵高。

艺术在哪里？ 艺术谁需要？ 艺术是多元的，经典
需要保留，需要创造新经典。 如果历代绘画没有时
代性，没有个性追求，没有创造，绘画艺术就没有了
发展。 油画如此，中国画也一样。 中国画的规律化、
程式化、样式化及文、书、画一体的经典不可超越，
后来的优秀，最多大同小异。 细微的风格区别，在外
行看来是千篇一律。 若要超越，应从根本下手，西画
中用，中国水墨材料结合西方绘画思想。 如此独立
思考与实践，我的纸本绘画作品不是“中国画”，只
能称“水墨纸本”或“彩墨纸本”。 《夯沙村》两幅作品
虽是写生，完全是直觉加主观，是西画构图方式，没
有中国画的程式约束，没有受过中国画训练，是运
用中国画材料语言和西方造型观念与色彩语言，用
油画的造型能力、用速写或称线描的方式造型。

人生百态，蹉跎岁月。 我的艺术态度在复杂环
境下始终保持独立思考，追求艺术的唯一性与不可
复制性。 “极端个性主义”思想到了筋疲力尽，还要
坚持精神抖擞；逐年衰老，还要保持童心。 透明自
己，呈现真实本质，面对自己内心。

绘画写生是技巧练习与情景表达。 绘画创作是
自我的心语表达和情感流露。 绘画需要保持艺术形
式的纯真 ：“心境 ”清净 、慈悲 ，“心像 ”欢喜 、自在 ；
“行为”坦然、率性；“处世”平淡、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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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东西方
绘画艺术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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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
为谁辛苦为谁忙

吕杰作品： 夯沙村 （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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