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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礼》问世：
曾应明30年圆一梦
木华

“我为你绣出一轮明月，把豪情投入
温柔的夜。 ”由湖南非遗传人和湘绣世家
传人曾理作词的《指尖上的超越》在试映
现场回荡。 中国第一部湘绣电影《国礼》
目前已经完成了上映前的准备工作。 该片
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湘绣城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回首电影制作过程中
的点滴，电影出品人、省文联副主席、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湖南湘绣城集团总经
理曾应明颇为感慨：“我完成了30年前的
一个心愿。 推广宣传湘绣，矢志不渝。 ”
电影 《国礼》 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1949年初夏，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迅速
南下，国民党败局已定。 毛主席决定访问
苏联，并亲点用一幅湘绣《斯大林绣像》作
为国礼。 而此时的湖南还在国民党控制
中，我方特派专员周乐安携带着秘密电台
和一份特殊使命潜入尚待解放的长沙城，
与敌特展开一场特殊搏斗。 既为湖南的和
平解放扫清障碍，又为毛主席出访苏联筹
备礼品。
《国礼》呈现了湘绣不为人知的故事，
展现了湘绣艺术的魅力，让人们真正感受
到湘绣的辉煌，了解它的发展史。 影片还
复原了不少景观，呈现了长沙的历史文化
风情。 演员有知名影视演员唐国强、杜鹃
等。 同时，这部电影没有定位成一个行业
片，而是定位成谍战故事片，故事扣人心
弦。
拍一部湘绣电影，是曾应明30年前就
萌生的念头。“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一本
辞典上看到说湘绣起源于顾绣，只有近百

年的历史，这很让人痛心。 湘绣有2000多
年的历史，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可
以证明。 ”在曾应明看来，湘绣如此这般不
被人们了解， 是因为对湘绣宣传推广不
足，让人以讹传讹。
反映苏绣的电影 《梅花巾》、 电视剧
《凤穿牡丹》极大地提高了苏绣的声誉，这
让曾应明深受启发。“作为中国四大名绣
之一的湘绣，之前没有一部有影响的文艺
作品予以反映，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如
何利用文艺作品讲好湘绣故事，成为曾应
明心头挥之不去的念想。
早在2006年，曾应明就列出了电影的
故事大纲，并请有关编剧进行撰写。 但前
后收到两个版本的剧本他都不满意。“情
节太过戏剧化， 是一个好的电影故事，但
不是我心中的湘绣电影故事。 ”如何找到
一个好的切口，既能准确传达湘绣的文化
价值，又能让人最广泛地认可，同时要真
切可信，这是曾应明一直苦苦思索的。 为
记录、推广湘绣，曾应明在前后30多年里
精心创作了湘绣小说三部曲，第一部《荷
鹤图传奇》和第二部《芙 蓉 坊 密 码》已 出
版，第三部《绣坊街档案》也已完成。 《国
礼》的故事来自于《芙蓉坊密码》，曾应明
的女儿曾理担任编剧。 三部曲中当然不止
这一个故事，关于湘绣的精彩故事也不止
这三部曲。 在曾应明心中，还有更多关于
湘绣的故事值得搬上银屏。 用流行的概念
来说，湘绣也可以打造故事大IP，像“星战
宇宙”“漫威宇宙”那样，创造出“湘 绣 宇
宙”的故事系统。
据悉,《国礼》预定5月初在全国影院排
片上映。

王建军 李成义

4月8日清早，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罗
马美术学院、米兰布拉雷美术学院的21名艺术家，结
束了在张家界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黄龙洞、武陵源
民族文化的采风， 前往凤凰古城进行意大利当代艺
术展。
尽管只有短短2天多的采风绘画时间，所有的艺
术家也是第一次来张家界武陵源，但张家界之行，给
来自丝绸之路终点国家意大利的艺术家们留下了深
刻的记忆。
4月7日下午， 罗马美术学院教授卡波格罗索在
武陵源黄龙洞景区采风时， 特意绘画出一座桥梁。
“我画的这座桥，有两层含义：一是景区连通两岸的
桥，可以让两岸的人自由往来；二是连接中国和意大
利的‘桥’，马可·波罗让意大利人知道了中国，‘桥’
可以让两国人民紧密联系，加深友谊和心灵沟通。 ”
卡波格罗索这样解释他画面背后的语言。“通过这次
采风，我特别希望能多来这神奇美丽的地方绘画。 ”

罗马美术学院教授卡波格罗索在绘友谊之桥。
王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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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女多情，湘女多才。 如果形之于色，流之
于彩，则如花开一般鲜活生动。 李彗就是这样
一位女子。 28年前在学包装设计的同窗中，我
最没想到文静的李彗会走上纯艺术路子——
—
别家乡，下深圳，闯京城，一个人坚强地执念于
此。
2018年春天如期而至的时节，她带着新创
作的系列作品回湘办展。 在她发给我的微信
里，先行品赏了部分作品，我为之眼前一亮。 5
年前，我去过她在北京的工作室，第一次看到
了她大量的以黑灰色调为主调的大件油画作
品，陡然而生的是一种沉郁之感，这种感觉一
直萦绕于心。 我想，那不是一个女子应该营造
的调子，更不应该是一个女子的生命基调。 而
这次回湘的作品，无论是主题立意、材质肌理、
表现手法、颜色质感、意境呈现诸方面，都有了
全面的展开和深化。 这批作品深具当代性的观
念，妙在“观念”艺术的样式之下，注入了中国
文化的因子， 运用了中国艺术诗意化的表达，
既有西画颜色、肌理的质感，又有中国水墨艺
术的意境。 她拓展了绘画题材，表现内容更为
丰富，自然物象、生命迹象、生活点滴、宇宙时
空，皆成为她观照世界、表达内心的素材，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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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画家朱莉出生于罗马， 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奖学金,曾在东京、香港、巴黎、米兰等地举办
个展。 她绘画的照片被新华社传播后，网友点赞她为
“骨灰级女神”，认为她对于色彩的理解别具一格。 她
说自己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 非常喜欢研究
中国文化艺术的“空”与“满”在绘画中的运用，追求
中国画中“空”的意境、“留白”在绘画中的运用。 谈到
这次来张家界采风的感受，她说，对于她是一次很大
的荣幸和享受，她非常肯定会再来中国和张家界，也
期待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中国艺术家朋友， 与他们交
流。
71岁的路易吉·多尼是佛罗伦萨艺术研究院荣
誉院士。4月7日下午，在武陵源黄龙洞生态广场的绘
画， 画面中呈现出来的是哈利路亚音乐厅以及后面
的山峰。“哈利路亚音乐厅周边满满的绿色，让我想
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酒庄。 ”
路易吉·多尼说，这一次绘画活动他将佛罗伦萨
艺术风格融入进去。《烟雨张家界》的演出，让他想起
了意大利的小歌剧， 轻松欢乐的剧情和浓郁的民族
特色异曲同工。 采风期间，路易吉·多尼身穿一件深
蓝色的中式服装，衣服上还绣着一个“龍”字。 他说：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用一个词表达就是‘不可思
议’，它是一个又古老又博大的文化。 ”
路易吉·多尼说，他从电影《阿凡达》了解到张家
界，亲历张家界风光和文化后，他感觉张家界就是世
界上的惟一，处处都能产生美。
策划组织本次活动的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叶文智介绍说， 意大利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组织意
大利的艺术家以张家界武陵源地貌风光和民族文化
为蓝本进行艺术创作， 可以架通中国张家界与丝绸
之路国家人们友谊和心灵的桥梁， 助推张家界走向
世界。

书法家傅国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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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阐释进入了自然而然的美学空间。
看似漫不经心的构图， 必然与偶然相遇，
跳跃与静谧相杂；画面颜色冷艳鲜明、含蓄飞
扬、叠加交织，仿佛可听见画面深处空灵的回
响。 无论是排列有序的图形，还是如烟云流动
的气势，在可控与不可控、“有笔”与“无笔”、有
形与无形之间，形成了流动的节律。 也许这只
是女性画家天性的流露。 当我把目光停留在
《灰度》系列作品时，不得不惊叹于她对灰色的
敏感与淋漓尽致、不厌其烦的表现。 灰色是中
性的、温度指向不明的，而她却能以斑斓通透
与恢宏热烈的画面呈现出 《有温度的灰》《灰·
50》《灰度·黄》等，让人深切感受到丰盈生命的
颤动，平淡生活里的激情昂扬；而《自由的态》
犹如精灵的舞姿；《痕迹》系列里透出的宇宙观
念、生命现象，用有别于科学的方式，以自己的
目光审视宇宙、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对神
秘世界给予直观的表达。 最让我浮想联翩的却
是《荼蘼》系列，以及《流丹》《樱粉》《烂漫》等以
花为意象的作品，静穆中透着灿烂，含蓄里跳
跃着生命的激情，有盛开时的灿烂，也有凋零
后的落寞。 每一片花就是一个世界，每一片花
就是一个故事，每一片花就是一种心情。 这不
就是苏东坡诗句“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
意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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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吴萍有多年了，但彼此见面的机会不很多。 近
年我到长沙工作，才与她有了较多的接触。 与吴萍在一
起，首先感觉到的是她的和蔼可亲。 她人勤艺雅，虽身
居闹市，每日忙忙碌碌，却如清水浮萍，别具风姿。
吴萍的书法是从高古的汉隶入手。 《张迁碑》用笔
坚实，线条厚重，结字古朴而有奇趣，国展中凡隶书入
展、获奖者多出自该碑。 吴萍习《张迁碑》，几乎是避开
其粗犷、方正朴茂的特点，而在其厚重、奇拙的基础上
注入了更多的灵秀。 她广涉其他汉碑，尤对《礼器碑》用
功最勤。 她将《礼器碑》的精妙俊逸，瘦硬通神与《张迁
碑》的厚重、奇拙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用笔凝
重，结体典雅，有雅健洒脱之感。 很长一段时间，吴萍的
书法都是以这种面貌示人的。
近几年， 汉隶之外， 吴萍书法的主攻方向转向行
草。 骨子里豪放浪漫的湘女吴萍，与张瑞图行草书颇为
投缘，她一头扎进张书法帖里，一写就是3年。 有了张书
作基础，吴萍又追本溯源，笔锋转向二王行草书探索。
在二王一路行草书风中，吴萍最喜孙过庭《书谱》，她在
习《书谱》时，临书和学习理论并重，沉浸在《书谱》里，
同时，对《兰亭序》《圣教序》也临习不断。
身为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省女书法家协
会主席的她，学习书法既是工作又是生活，中国当代书
坛大家和才俊新秀，她都理所当然有接触的机缘，耳濡
目染，身临其境，受益匪浅。 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参加“纪
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湖南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的
作品，一派新意，在临习张瑞图书法的基础上，有她个
人对行草书法的理解，写得有内涵、有意蕴，是笔墨技
巧和传统功力的一种成功展示， 也是多年游历于专业
书法队伍里的收获。
近日，欣赏到她的一批新作，书体也涉猎到了篆书
和隶书。 行草更加老到和率意，篆隶书典雅平实，整体
书风中能感受到字如其人，和蔼可亲且特立独行。
多年的积淀终于使她迎来了艺术的收获季节，其
作品先后参加全国妇女书法展、 中日妇女联展等各项
国际、全国大展。 2006年，她作为中国妇女书法家的代
表赴日本进行书艺交流，得到日本书法界的高度赞誉。
“清风涉水绿池塘，有意无根碌碌忙。 乱处参差铺
寂寞，闲时靘淡写疏狂。 ”此诗喻浮萍，我也想用来喻吴
萍。“闲时靘淡写疏狂”，真是恰如其分。

4月，注定是个怀念已故亲朋尊长的月份。 我深深怀念98
岁时去世的老书法家傅国钦，他告别人生已有13个年头了。 老
人家送过我一幅书法作品：读圣贤书，行仁义事。他老人家一辈
子也是这样做的，他读过很多书，做过很多好事。
傅老的漫漫人生，是一本厚实的书，细细品读，能感受到他
的人生态度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他在书赠给我的《心里
话》中道：“衣不要锦绣，只要适体的布衫；食不要膏粱，只要充
饥的素餐；屋不要雕梁画栋，茅棚子整顿几间。”的确，傅老家住
农村，宁静的山水清气使他忘却人世的纷扰，陶冶了他的艺术
性灵。
艺术追求上，傅老有着永不自满的清醒和严肃认真的治学
态度。 由此形成了他率真恣纵、大气磅礴、方峻朴拙、含蓄多变
的风格。他饱吸传统营养，坚持创新，以深厚的传统功力表现时
代精神。字如其人，他的作品从不做作张扬，在心平气和之中透
出力度。细细品味他的作品，总能体味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常
书写自己创作的诗句，如他在《九十抒怀》中写道：“行年九十几
沧桑，余热犹思发寸光；衣布食蔬心自足，学颜习柳草难狂。”这
些自作诗词，语言朴素而寓意深远，使得笔墨的雄健与文字内
容的品格和谐统一，构成了一个充满灵性、形神兼备的艺术世
界。
傅老在长沙、北京、广州的书法展览，使得他“一介布衣名
动全国”，写的字忽然有了价，能卖到钱了。于是，买字者络绎不
绝。 傅老却心净如月。 他告诉我：一个人有了金钱不见得就幸
福，他可能会因为纷繁的生意而变得身不由己。然而，他如果有
了一颗宁静的心灵，就能超脱地看待一切，以平常心去享受生
活。正是有了这样的境界，傅老在获得成功时很坦然。傅老的宁
静淡泊，不是不思进取，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以一颗纯美的灵魂
对待生活与艺术。当他从电视新闻节目里得知少数贫困学生失
学后，就让家人打电话给我，要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义卖。
那时正值夏天，他趁上午凉快，不停地写，满脸是黄豆大的汗
珠，却好像并不觉得。他的作品被收藏爱好者买去，所得的款项
全部交给了当地教育局。后来，我陪傅老先后在长沙、娄底几大
广场进行过几次义卖，他就像牛一样吃苦耐劳。 当10多万元捐
款送到600多名寒门学子手中时，他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当年
的10多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抵得上那时一个基层公务员四
五年的工资。
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出自《中华圣贤经》。 全文是“读圣贤
书，行仁义事，立齐家志，存忠孝心。 云山风度，松柏精神，良操
美德，玉品金心。 ”傅老终其一生追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吾辈
当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