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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上梅镇思源学校的讲台上， 活跃着一
位精神矍铄的志愿者， 古稀之年还担任社团指导
老师，指导孩子们剪纸。 他1974年就开始在湖南省
《工农兵文艺》发表剪纸作品，先后著有《民间剪纸
创作与鉴赏》《剪纸艺术》和《梅山剪纸》，其剪纸业
绩入编由人民画报社编辑、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和《走向世界的
中国———专家学者篇》 中……他就是新化县教育
老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在德。 他的剪纸艺术有
“梅山一绝”之誉。

王在德1943年出生于新化县横阳山， 这里梅
山文化底蕴深厚。 他从小就爱好写字、 画画、 篆
刻， 读初中时常在课余剪剪刻刻。 有一天， 班主
任老师走到他身边说：“把你画的那些画、 刻的章
子都交给我。” 王在德一惊： 莫非老师要没收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将自己的全部“成果” 老老实
实交给老师。 第二天才知道， 原来是老师要用他
的作品参加学校组织的才艺展示。 这让他备受鼓

舞， 从此更乐此不疲。
高中毕业后， 他当上了民办教师， 在教学之

余负责为学校出黑板报， 画刊头、 插图、 写字几
乎是一个人全包， 黑板报总是能吸引师生驻足观
看。 1974年湖南省在横阳山下的孟公大队召开
全省文化工作现场会， 孟公大队负责筹备文
艺节目和文艺作品展览。 公社干部要王在德以
农民身份 （因为是民办教师， 还要种田） 准备剪
纸作品参展。 王在德精心创作了《我是队里饲养
员》和《大干快上》等作品参展。 展览在新化二中大
礼堂举办， 来了很多文化名人。 省群众艺术馆的
美术专家马志中观看作品时， 当即找到王在德商
量， 要走了他的这两幅剪纸， 发表在湖南省《工农
兵文艺》。

1979年， 王在德转正当了公办教师， 被调到
新化二中任教高中毕业班语文， 教学工作加重
了， 没有时间再搞剪纸， 直到1985年他被调到新

化县委宣传部， 才重拾旧爱好。 不久他又被调到
新化十三中当校长， 工作更加繁忙。 1996年被调
往新化县教师进修学校担任副校长， 学校经常开
办美术培训班， 他兼任美术课， 教学员剪纸。

他结合自己的剪纸实践， 编写了 《民间剪纸
创作与鉴赏》 教材， 这本教材理论联系实践， 通
俗易懂， 深受学员的欢迎。 此后他又编写了几种
教材。 他编写的剪纸教材， 从剪纸的特点、 历史、
工具、 题材到剪纸的种类和应用， 从剪纸的构
思、 设计、 剪刻、 粘贴到剪纸的上色与装裱， 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2003年退休后， 王在德开始了剪纸生活的第
二春， 创作了大量剪纸艺术作品， 汇编成 《剪纸
艺术》。 他的作品内容涉及领袖形象、 国家大事、
梅山武功、 风景名胜、 婚寿喜庆、 农耕畜牧、 节
日文化、 戏曲脸谱、 生肖图案、 花鸟虫鱼等， 每
年参加省内外各级各类展览。 2004年， 他的作品
《永远的太阳》 和 《武术新花》 先后被列入教育部
中国教育报刊社举办的全国中小学优秀美术作品
巡展。 今年上半年， 由王在德剪刻、 县文联主编、
县委宣传部和县财政局重点扶助的 《梅山剪纸》
即将付梓。 “一剪之巧夺神工， 美在民间永不
朽”， 郭沫若曾对剪纸艺术有此称赞。 这句话用在
王在德身上也不为过。

“寒花晚节梦犹甜， 皓首穷经只等闲。 月下
闻鸡常起舞， 茶余泼墨偶成篇。 临窗吟句追王
孟， 伏案挥毫仿柳颜。” 这是王在德的 《退休感
怀》， 也是他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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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湾

读刘双全的画，浓郁的乡土情结，执着
的艺术追求，满腔的文化情怀，让人肃然起
敬。清华美院教授、著名美术评论家陈瑞林
评价说：“刘双全先生的艺术感觉好， 表现
力丰富， 笔墨传统又有永州地方文化的独
特魅力，他的壁画作品特别让人难忘。 ”刘
双全丰富的艺术实践以独到新颖的文化视
角，践行传统国画精神，孜孜不倦地开拓传
统国画时代表现形式， 形成了鲜明古雅的
艺术风格。

大凡到过舜帝陵的人， 都不会忘记舜
帝陵精美的浮雕和壁画。 中华始祖的传说
在刘双全的浮雕和壁画中鲜活起来， 有了
血肉，有了灵性，有了烟火味，最重要的是
有了精气神， 让人仿佛听到了上古的韶乐
绕梁和泉水叮咚作响，舜帝率队南下，驾临
洞庭，恩赐甘露，访何封侯，感化三苗，引水
导源，三峰除害……蔚为大观。刘双全对舜
帝文化的虔诚和敬仰充溢在每一帧作品
中。《舜帝南巡》和《南风歌》中两个舜帝的
外貌截然不同，《南风歌》中舜帝的头部黑
底白描，跪坐在大象上，坚毅挺拔，目光深
邃；《舜帝南巡》中的舜帝白发苍苍，手抚古
琴，仰天长啸，不同的是外形，不变的是心
系苍生的情怀。 与这两张画风格类似的有
《赛龙舟》《捕蛇者说》《草圣怀素》《理学鼻
祖周敦颐》《瑶族千家峒》等作品，它们呈现
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用藤黄、石青、花青、
酞青蓝调剂出或灰黄或淡青的背景， 以赭
红、青蓝、白色点缀的人物，吸收了岩画等
简笔画特点， 营造了极具湘南特色的神秘
感； 二是以永州历史文化人物成长经历或
民俗演进为轴线， 进行宏大叙事， 题材丰
沛；三是借鉴民间木刻、蜡染、纸札、水陆
画、杨柳青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的形式，
创建了以文字条为隔断的叙事单元， 增加
了画面的仪式感。

上世纪70年代， 刘双全参加了陈白一
先生在南岳举办的湖南工笔画培训班，结
识了很多工笔画师友，笔墨、线条、色彩达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虚心学习， 博采众
长，能入手其内，更能出手其外，不断丰富
和完善工笔画创作形式。《潇湘行》《千山
翠》《踏雨行》《潇湘女》等作品色彩明亮，人
物形象俊俏活泼，透着青春与活力，弥漫着
淳朴的乡土气息。鲜活的场景描写，衬托出
人物的生命张力： 有吊脚楼上织毛衣的瑶
族妇女、雨中共伞的青年男女、斗牛的三两
个牧童……这些画大多创作于1973年到
1989年， 创作技艺娴熟而多彩， 明快而温
馨。

刘双全热爱生活、 观察生活、 研究生
活，从而熟悉生活。他寄情于家乡的山山水
水，仰视俯察之间得其人文神韵，以丰富的
想象、大胆的夸张、精简提炼的笔墨，描写
人物瞬间的动态。他勤学而博学，画柳宗元
便将柳宗元的相关文献烂熟于心，《种树
图》 中关于种树的哲学很好地诠释了柳宗
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故作品中的人物面
貌才能鲜明、传神。 形象塑造上，他不拘泥
于写实，善于把握人物的瞬间动态，略有夸
张变形， 是平静地由写实而逐渐演变而形
成的，不是人为地刻意追求夸张。他在创作
过程中往往有超意识的激情， 加之娴熟的
笔墨技法， 自然形成了个性化的变形夸张
的艺术语言。

刘双全注重深入细致地纵向研究人
物。他往往画一个系列，讲一个完整的成长
故事， 用人生轨迹的演变和发展来透视人
物的心灵，使作品呈现出独具风采的美感。
特别是表现舜帝的诸多作品中， 刘双全根
据表现内容的不同， 用或单纯或拙趣或魅
惑的笔触， 以富于想象、 与原始绘画很相
似、很鲜明、很梦幻的意境来表达景仰。 为
了达到他想要的整体效果， 他的很多表现
神秘性的画作， 他选择色彩吸附力更强的
高丽纸和饱和度更高的纯矿物质颜料。 他
有所为有所不为，师承基本笔墨技巧，中规
中矩不越雷池一步， 不做作， 不滥用新材
料。在表现意境和人物内心的思虑之时，清
新隽永，敢于突破，传达出令人回味的生命
感受和人性温暖。

侯利红 梦行者

李辉武说， 从貌似高大上的艺术学术探讨， 到貌似下
里巴人的动手实作， 涵盖了一个展览从开始的想法变成真
正展出的整个过程， 主题定位、 学术探究、 钉子怎么钉、
灯光如何打， 背景音乐配什么……这些便是我的工作。

李辉武是个策展人。
提及“策展人”， 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 很多人会

把“策展人” 描述成为组织者、 总监、 经理人， 还有人以
为策展人是负责布展的人员或者是艺术经销商等。 其实，
“策展人” 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职能的重要角色。 2012年
李辉武从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后， 主要从事美术史
论、 美术批评、 美术馆管理方面的工作， 现在是湖南省画
院美术馆执行馆长。 湖南省画院美术馆是画院的一个窗口，
其主要功能是以学术展览的形式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李辉武现在的工作就是来对接、 承办和策划这些学术性展
览。

每次展览中， 大抵都会有艺术家、 艺术赞助人、 艺术
收藏家、 艺术媒体人、 艺术机构、 学术团体等诸多要素参
与， 而策展人就是在这些要素中起定位、 沟通、 协调等作
用， 是展览成功与否的关键角色。 于李辉武而言， 一个完
整的展览就是写一篇文章， 讲一个故事。 展览好比电影，
艺术家是主演， 策展人就是这一场电影中的导演， 叙述一
个故事， 通过展览主题、 展览形式、 风格以及宣传方式、
视觉语言等等， 打动观众。

其实所有策展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通过展览的方式让
不同的人理解艺术， 但实际上很难。 不过李辉武会用他所
理解的方式将艺术呈现在观众眼前， 每个展览都有不同的
主题， 每个展览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像他说的
那样， 任何一个策展人都不能做到通过展览把艺术点石成
金， 只有把艺术作品， 或是艺术家个人魅力和特色恰如其
分地展现出来， 当成一个故事讲出来， 这个才是策展人应
该做得到的。

成功的展览是什么样的？ 李辉武说， 比如怎么和艺术
家商讨策划展览； 如何从赞助商那得到展览费用的支持；
怎么从美术馆那里得到展览所需的场地以及全套专业设备
和人手； 怎么和整个宣传团队商量， 制定出宣传方案， 再
到画册和海报等等细小的工作。 画展的整个工作都需要顺
畅起来， 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就是成功的画展。 他谈到曾
经策划的一场展览， 那位画家是一个新人， 是一个没有学
历但是拥有对美术一片热忱的人， 是一个吃了三年泡面都
不愿意放弃画画的人。 他为这位画家策划了一场成功的展
览， 得到湖南美术界的关注， 得到媒体界的关注， 达到艺
术家自己想要达到的那种对于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的认可。

年纪轻轻就能将“策展人” 做得令业界瞩目， 李辉武
除了敬业精神， 更得益于专业素养。 他正式开始策展是
2013年， 那年在上海和长沙策划了两位艺术家的个展。
2014年在广州， 2015年在长沙和北京， 每一年都会策展。
他说：“策展是一件比较具体的事情， 每一次策展相当于做
一个独立的项目， 事无巨细。” 他给自己的定位其实是一个
总管， 管理资金开支， 管理学术， 管理很多东西， 他要保
证每个展览的执行， 就好像一个项目总经理一样。 “项目
总经理” 这个代称让人觉得李辉武这份工作太累。 他的大
部分时间在为一场场画展协调、 执行、 周旋。

谭艺

曾熙(1861-1930年)，衡永郴桂道衡州府(今衡阳
市)人。晚年自号农髯。杰出的书法家、画家、教育家。
张大千、谢彬、康和声、萧迁、马宗霍皆出其门下。 工
诗文，擅书画，书法自称南宗，与李瑞清的北宗颉颃，
有“北李南曾”之说。 其书得力于《夏承碑》《华山碑》
《张黑女》等，以汉隶圆笔为本，下穷魏晋，沟通南帖
北碑，融会方圆，遂成就宽博纵逸的风貌。

沈曾植称曾熙“沟通南北、融会方圆”，赞扬其风
格上持灵活汲收态度，虽主要研习北碑，但也不自囿
门户。 在曾熙心目中，无论楷书以何种形象与风格出
现，其笔力本于篆隶，临楷书之前，需在古篆分隶上
下功夫。 至于小楷的临习，曾熙认为：“临小真书，不
易精进，以其运指不运腕也。 必取各碑方寸之字，拓
之至数倍之大，笔酣墨饱，挥洒淋漓，然后腕不悬而
自空，力不使而自出矣。 ”在曾熙的概念中，就楷书而
言，无论北碑南帖均有篆隶意味。 行草书中，颜真卿
行书是曾熙取法的对象， 曾熙对其风格和成就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 曾熙认为：“草书有章草、狂草之分。
狂草自右军、大令以来，习者颇多，然非软媚如乡愿，
即险怪如符箓。 不如章草源出分书，多存古意，且习
此者，尚不多见也。 又曰习章草者，宜自明人宋仲温
入手。 仲温遗迹，往往见于碑帖跋尾，可检临也。 ”

曾熙书法博采众长， 广学多家， 注重五体的研
习，论书主张“南北同辙”，尤以笔力为核心。 从这一
点出发，他将书法的五体上溯至古篆，将之视为“诗
中之离骚”。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书学思想，曾熙在其
书学实践中不为碑学所囿、融合南北，并最终以篆意
作为统领，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时人的道路。 时人认为
曾熙书法有汉晋风骨，誉为“今之蔡中郎”。 其八分、
真书、行书片纸只字，人争宝之。 曾熙晚期作品寓刚
于柔，用笔藏转，婉畅多姿，被学者尊为“农髯体”。

曾熙能诗工书善画，意境浑成，骨气奇高。 晚年
兼学绘画，倡书画同源之说，常取草篆行狎的笔意作
画，与明末清初僧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同一格调。晚
年所作泼墨山水和墨梅尤妙绝一时， 在书画界名声
显赫，与李瑞清并称“南曾北李”，与吴昌硕、李瑞清、
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与李瑞清、沈曾植、吴昌硕
并称“民初四家”。

（图片由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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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 水墨洒金笺 丙寅 (1926
年)作。 释文： 史才惟师迁固， 韵事
当起曹刘。

吟诗作画山水中 王明义

艺苑掇英

一剪之巧夺神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