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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婧

40岁的杨文彪， 住在一间车库改成的住
房里， 白皙的方脸， 乌黑深邃的双眸泛着自信
的光。 浓密的眉， 高挺的鼻， 憨厚的唇， 且俊
朗， 且斯文。 看他下半身， 才知他是高位截瘫
的残疾人。 他凭着坚强的毅力苦练书法， 已小
有成就。 省书协主席、 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
看过他一幅中楷斗方， 感叹地说:“此人名不
见经传， 但其书法清秀、 端庄、 纯正， 有功
底。”

杨文彪出生在新化一个贫困村的特困家
庭， 19岁那年， 正在读大学的文彪不慎从8米
多高的石壁上摔下山沟， 脊髓断裂， 下半身完
全瘫痪。 第一次听到自己可能瘫痪的消息， 他
脑袋一片空白。 摸着自己没有知觉的双腿， 他
曾绝望、 消沉。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逐渐接受
了这个现实。 失去了行动自由， 也几乎难有适
合自己从事的行业了。 因他从小喜欢练毛笔
字， 思考再三， 他就开始练习书法。

写书法， 对于杨文彪这样一个高位截瘫、
患有严重糖尿病综合征的人， 是极其艰辛的。
他腰部、 腿部有七处褥疮， 胸部以下没有知
觉， 坐的时间太久， 臀部血液循环不畅， 开始
溃烂， 愈合起来相当缓慢。 多数时候， 他只能
老老实实趴在床上， 用枕头塞高胸部练习书
法。 冬天， 临帖的时候双脚冻得发紫， 摸上去
就像一块冰。 实在太冷时， 他就在桌子底下烧
一盆炭火， 由于双脚没有感觉， 又在聚精会神
写字， 往往烤得满脚水泡， 有一次居然烧掉一
个脚指头……

他的脊柱坐不了多久就痛得虚汗淋漓，
而字又写不好。 写了几个月， 看看自己写的与
字帖上的字相距甚远，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
力和天赋， 就这样循环往复在灰心丧气与踌

躇满志之间煎熬着。 3年后， 他发现自己临的
字几乎可以与范字重合了， 觉得很有成就感。
2009年， 他从农村搬到新化县城， 认识了一
些专业书法老师， 他把自己写的字给他们看，
这些老师很中肯地告诉他， 这不过是写字而
已， 还谈不上是书法。 当时他很想找个老师学
习， 但自己身体不便， 很是无奈。 他试着从网
上认识了很多书法专业老师， 诚恳地向他们请
教； 他又遍搜古代字帖， 慢慢才知道书法原来
还有笔法、 技法、 章法， 甚至有文化、 情感和
哲学等等。 于是从头开始， 放下原有的写字观
念， 临帖读帖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遇到不懂的
地方或者感觉迷茫的时候， 他就与网上的老师
聊聊。

杨文彪身体多次手术， 又缺乏运动， 免疫
力低， 感冒发烧是经常的事。 每次感冒要拖很
久， 写字每每有点进步， 感冒后又回到原点。
即使不感冒， 双脚的幻觉疼痛也总是让他很不
舒服， 有时双脚会不自觉地抽动， 运笔过程中
脚一抽搐， 猝不及防， 笔画就变形了。 开始时
练书法是想让自己有一技之长， 后来书法就成
了他的精神支柱， 写字能让他在急躁时平和，
在气馁时振奋， 在无聊中找到快慰， 在灰暗中
看到希望。

杨文彪的书法用笔规范， 得汉钟繇神韵，
遒劲洒脱。

我问他：“病魔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
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 他脸上充
满了笑意： “我的手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
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书法艺术， 我有爱
我和我爱的亲人和朋友， 这些支撑着我坚持
下来。” 巨大的不幸和磨难并没改变他的善
良、 幽默和灿烂的笑容， 书法是支撑他走过
困境人生的法宝， 书法让他坚强起来。 他在
给朋友的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用书法战胜
厄运，活出真我!”

2017年， 杨文彪厚积薄发， 在全国各大
赛事中捷报频传， 除作品入展全国第四届青年
书法篆刻展外， 还获奖入展29次， 被当地书
画界称为“获奖专业户”。

书法给了杨文彪生命的奇迹， 更给了他对
艺术、 对生活美的体验。 他用坚韧的心身唱出
了强者的歌。

惠滢

灰绿的叶子映衬着盛放的雅灰色荷花，黄色的花蕊点出其间的
活力———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的传承
人申彬的作品《蒲塘妙趣》。 至此，醴陵釉下五彩技艺已经在前辈和
她的笔下传承了百余年。 她传承技艺10多年，对这门传统技艺来说
时间并不长，而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却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出生于1979年的申彬，20岁出头就开始跟随师父陈扬龙学习釉
下五彩技艺。 陈扬龙经过30多年探索总结出了“薄施淡染”的分水技
法，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陈扬龙收
过300多个徒弟，但申彬从未因为自己是老爷子的儿媳而放松练习。
她的丈夫陈志峰用四个字描述她创作时的样子———废寝忘食。

“能沉住气、静下心的人才能留下来。 ”这名很少化妆的女传承
人说。 她第一次去陈老工作室时，看到很多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人在
画纸稿练基本功，有美术功底的她忍不住问：“我能不能也试试？ ”十
几年前临摹的那幅山茶花纸稿，打开了她学艺的大门，她找到了自
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想要做得尽善尽美。 10多年的积累让
她意识到：“学工艺没有捷径，要在陶瓷艺术上取得成就，耍小聪明
是肯定不行的，一味蛮干不思考也是走不通的，这就要由聪明人去
下‘笨工夫’才行。 ”

申彬初学时不得其法，总是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而有些浮
躁。 她只好一点一点磨练自己的心性。“如果急于求成，作品就会有火
气，所以要心态平和。 ”这也许解释了她平常说话语速慢的原因。

刚开始学艺时，她的收入没法跟别人比，而且持续了不短的时
间。 虽然只要画上3个月的花草纸稿就可以直接在素烧泥坯上勾线
了，但仅仅把勾线这一项真正做好，就需要六七年的时间。 这个起步
阶段是最难熬的，每天抱着泥坯一画就是8个多小时，收入也少。 这
项艺术需要极大的时间成本，很多人在起步阶段就放弃了，然而坚
持下来的人也有丰厚的回报。 申彬带的一个学生15岁开始学艺，练
了六七年勾线，每月的收入远超同龄人，还有一门技艺傍身。 这只是
初尝甜头， 用申彬的话说就是“越老越值钱”。 但是赚钱并非首要，
“非遗”传承人首重德行的传承、精神的传承。 申彬在自己十几年的
“修炼”中传承着“造物忌巧，待人以诚”的家训，“几十年如一日地做
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精益求精”。

这个传承百年的技艺，正是一代又一代人靠着这种工匠精神保
持了原汁原味。 那饱满得好似从瓷器中生长出来的色彩，不会出现
在一个心浮气躁的作者手下。 而淡彩对人的耐心要求实在太高了，
一个普通碗上仅仅指甲大小的花瓣就需要十几遍上彩，而失色和器
形变化则可能让一切前功尽弃。 有句老话用“生在泥上，死在窑上”
来形容这其中的艰难。 由于釉下五彩瓷的工艺非常复杂，且合格率
低，很多人为了求生存会简化烧制程序，求量不求质。 一年下来即使
烧制成功的作品也不到100件， 但申彬所在的醴陵陈扬龙釉下五彩
瓷艺术中心坚持使用传统工艺。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申彬认为这句话回答了“非遗”传
承人对于很多艺术品市场化的疑问。 她对这门传统技艺的耐心和细
心或许已经有了回报———岁月之刃对她格外开恩，这位长相古典的
传承人现在看起来仍像是20多岁的姑娘，仿佛流逝的时光都被沉淀
在了瓷器上。申彬的作品“蒲塘妙趣”，在初夏时节透出丝丝禅意。申
彬说：“荷花开放于炎热夏季的水中，带来清凉的境界，表示由烦恼
而至清净；因为它生长于污泥，绽开于水面，还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深
层涵义。 ”

李熙斌

初闻王兰， 是去年到郴州市北湖区
华塘镇三合村采风， 得知王兰是村里在
民国时期赫赫有名且载入郴州市地方志
的画家。 今年春季去三合村， 又获悉北
湖区文物管理局收藏有王兰 《乱世行乞
图》 立轴工笔人物画。 品赏这幅画时，
王兰关注社会现实、 关注民众悲惨生
活、 刻画时代的笔墨功力， 令我钦佩不
已。

王兰早年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国画， 深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提倡
的“力求创新， 提倡写生； 继承传统，
吸收外来； 兼工带写， 色墨并重” 主张
的影响， 中国画、 西洋画技法日臻成
熟。 他于1928年前后移居上海法租界，
参加上海美术界主办的中日、 中美美术
对抗赛， 以一幅精美的 《百蝶图》 夺得
特别奖。 此后， 组建了有100多位知名
书画家参加的香祖书画社。 王兰的绘画
具有岭南画派的传统， 又在上海广泛结
交海上画派的画家， 和他们融合， 走向
民间， 趋向世俗， 适应市场需求， 促进
了绘画的商品化。 湖南省文化馆副馆
长、 《艺术中国》 杂志主编曹隽平在
《王兰和他的“兰君画册”》 一文中说：
“民国书法大家曾熙专门为之定润格：
‘王兰为吾湘之郴人， 其画能贯穿中西，
凡山水花鸟虫鱼能得生物之性， 其设色
彩炫目， 盖其学既深， 而画才尤过人，
向以美术教湘南子弟， 数岁中或粤或
鄂， 皆以美术为当代所尊崇， 今来沪将
欲扩其学， 输之国中， 特为之订其列于
后，己巳年（1929）五月曾熙。’王兰的绘
画价格颇高， 花卉山水， 一丈六整张六
十元， 八尺整张四十元， 四尺整张二十
元， 条幅每尺五元， 画像加倍。 这价格
在当时不低于齐白石。” 王兰的绘画造
诣由此可窥见一斑。

王兰巧妙地把包括关注形、 光、 色
在内的西画写实技巧， 有机地融合在传
统兼工带写的体系中， 在情景交融中偏
于情， 在人物合契中则偏重于心， 在虚
实统一中则偏重于虚， 在再现与表现中
则偏重于表现。 这些特点从他尚存于世
的 《香祖书画册第1集》 《兰君画册第2
集》 （1932年出版） 中的 《花鸟四屏》、
山水 《春山如笑》、 人物肖像 《展堂同
志老兄玉照》 等呈现出来。 这书名由清
末榜眼夏寿田书写， 扉页上还有中国最
后一位状元刘春霖题写的对联“相从杯
酒形骸外， 正好长松水石间”， 为之增
色。 1935年冬创作的 《乱世行乞图》 工
笔人物画， 流露了他对于当时社会现实
的愤慨之情。 这幅画的书法部分， 据王
兰之子、 现今80多岁的王先立老人说，
是父亲创作而由他大姑的儿子刘开泰书
写小楷:“天灾兵燹， 民不聊生。 苛政颓
风， 世多败类……”。 《乱世行乞图》
线条简洁洒脱， 明晰果断， 捕捉到行乞
母女 （或婆媳） 的瞬间神情， 惟妙惟
肖。 两个女人瘦骨嶙峋， 怀揣竹篮， 手
拄拐棍， 面部蜡黄， 特别是头部发丝、
衣裳的补丁， 都是根据乞丐的形象来处
理。 取舍、 构图刻画入微， 达到了形象
生动传神、 意象和主题突出的效果。

王兰年幼丧父， 曾经跟随母亲、 姐
姐乞讨， 有过凄凉的生活体验。 因此，
《乱世行乞图》 的现实主义写实精神，
强化了人物的表情及内心世界的开掘，
让观者感受到画中人物似乎在向你倾诉
自己的悲惨遭遇， 其催人泪下的精神感
召力， 正源于画家不能自抑的情感。 这
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环境里， 王兰的气
质、 精神特点在艺术作品中的彰显。

欧阳明勇

最初，我是在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案头看见两方青田石
印，一方是书法钤名章，一方是刻着“石痕”的闲章。边款刻着
“壬辰年冬月雪人敬刊”。 印章刻得厚重而不失灵动，方正而
气力充实，法度严谨，精巧温雅。 正在我俩品印时分，门外进
来一位儒雅、英俊的中年汉子。 经介绍，这就是雪人。 原来有
着“雪人”这个秀气名字的，竟然是个衡阳汉子。 我们握手攀
谈，顿觉相见恨晚。他的手温暖、有力，手上指节间有些老茧，
大约是常年握笔操刀的缘故吧。

雪人本名刘国荣，湖南省书协会员、常宁市书协主席。刘
国荣现小有名气，但做人谦逊低调，一如他的笔墨方正厚重，
笑容憨厚，一如他的刀笔工稳平实。说起“雪人”的笔名来历，
他自嘲：那时在学校读书，觉得自己是乡里农村孩子，是个下
里巴人，可偏偏想要写出阳春白雪的文章，就取了“雪人”的
笔名。

学书20多年，他的书法注重广采众家书法精髓。 他的曾
祖父是清代拔贡，写得一手好颜体，也算颇有家学渊源。他读
初中就为邻居们撰写春联，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小秀才。 在书
法上他初学颜柳，后工欧体。在遍览各种碑帖后，转习行、草。
草书学怀素、张旭，行笔气势恢宏壮阔；尤以隶书见长，他的
隶书结构严谨，浑朴苍劲，含蓄沉着，以方笔为主，古朴典雅，
自然生动。

他的篆刻，经历了自由发展到名家传承的过程。 第一次
接触篆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平时爱好文学，却不
料一幅书法作品获了大奖，一时全校闻名。但写书法要用印，
他没有。 就托人从省城长沙买回几块青田石练习刻章，自磨
一把刻刀。折腾了好几天，第一次为自己刻了三枚印章。刻出
来的印章，竟然得到别人的称赞。从那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
拾。衡阳市原文联主席陈阵曾在文章里回忆自己的学生刘国
荣：在学校最后一期，别的学生忙于排节目，他一个人在宿舍
教室里捣鼓着一堆印章。一个学期下来，临毕业了，从校长到
老师，从同班同学到室友，无一例外地收到了他的稍显稚气
的小印章，还有几枚被陈阵曾带到了日本作随手礼。

为学好篆刻，年逾半百的他遍寻名师，被西泠印社书画
篆刻院名家李早看中，收入门下。 李早对他的勤奋用功大为
赞赏，倾其所学教授他。 短短一年时间，他的篆刻突飞猛进，
多次入展全国性大赛，2017年获得了中国金融第四届全国书
法篆刻大赛三等奖。

刘国荣说：“我现在是以书法养生。 ”他每日练书法三五
个小时，感觉神清气爽。

“人民的锤子”
终于敲响了

耿愿

去年春天，一部聚焦检察官的反腐题材剧《人民的名义》热播，
掀起了现实题材剧的热潮。 一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紧随
其后，推出了以大法官为主角的法治题材剧《阳光下的法庭》。 该剧4
月8日晚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同样的现实写照，同样的老戏骨云
集，不少网友称：“‘人民的锤子’终于来了！ ”

以往播出的《小镇大法官》《马背上的法庭》等电视剧中，中国的
基层法官背着国徽、牵着毛驴、卷起裤腿走在家长里短之间，与印象
中那些衣着光鲜、智慧优雅、法槌起落之间定分止争的威严法官形
象相去甚远。 这一次，《阳光下的法庭》聚焦更高层级法官的工作现
状，选取省高级人民法院为背景，以副部级高院院长、国家二级大法
官为主角展开故事，让观众对中国法官群体有更完整的了解。

剧中，颜丙燕饰演的女一号白雪梅，无疑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
法官形象：身穿法袍、妆容精致；对法律文献信手拈来，面对扑朔迷
离的案件，从来不会迷茫；身处高位，对下属亲切温和……虽然没有
具体的原型，但这个人物却非常具有典型性。 该剧导演、编剧李巨涛
介绍，我国在职的女性大法官不超过五位：“高智商、高情商、高学
历，是我国女性大法官们的共同特点，她们的沉稳、干练和睿智都会
体现在白雪梅这个角色身上。 ”

前20集看下来，有不少突破尺度的内容。 比如司法改革在法院
内部不同层级人员中引发的讨论，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表述，还有冤
假错案的平反与重审，高官试图对司法审判施加影响，以及对律师、
记者等职业道德的探讨等敏感话题，剧中均有涉及。 而作为一位女
性大法官，亲戚、老乡、同学、校友，各种关系难以割舍，身处其中，想
要游刃有余，独善其身，并不简单。

对此，李巨涛表示，剧中敢于触碰这些略显敏感又现实存在的
问题，但从什么角度去表现，创作中可谓绞尽脑汁。 “现实题材的尺
度不好把握，需要抨击、揭露、批评，但更需要建设，不能让观众丧失
信心。 这是所有创作者应坚持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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