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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军

四年前刚到长沙时， 拜访了一位交往多
年的好友。 我们同是制砚人，在他工作室喝茶
聊砚，他喜欢收集砚的书籍，这方面的书，摆
满了整个书架。 聊到湖南砚时，他沉默了片刻
后说，湖南很多砚历史上都有记载，但现在都
鲜见了，看不到有人做了，包括长沙就有的四
大砚种，除菊花砚有零星产出，其他砚都没有
雕刻了。 边说，他边把砚谱拿来，翻开湖南篇
给我看，谷山砚、圭峰砚、龙牙砚等等。 清乾隆
年间刊刻的《长沙府志》所载：“谷山，县西七
十里。山有灵谷，下有龙潭，祷雨辄应。有石色
淡青，纹如乱丝，叩之无声，为砚发墨，亦有
光。 ”看完，我说，长沙地区的砚产地我们可以
去找啊。

回到家里一夜未眠， 早上起来之后开始
上网找资料。 长沙四大砚，除菊花砚之外，属
谷山砚的资料最详细最多见。 见过这些资料，
我立马和弟弟张学年驱车前往谷山。 谷山面
积非常大，加上灌木丛生，如同大海捞针。 找
当地老人询问，皆不甚知晓。 后来，找到谷山
寺，沿后山寻找，在半山腰处我们找到了一处
采石点。 这一采石点，与资料记载并不一样。
于是，我们继续沿山道往上走。 山上没有路，
但植被茂盛，无奈只有折返。

回去之后很不甘心， 第二天再次登谷山
寻找。 有了前次的经验，第二天，我们沿着谷
山脚下找，进入每个能进去的山谷，地毯式搜
索，由于天气炎热，加上一直在山间穿梭，又
累又渴，临近中午，在一居民房前休息，看到
一老伯在自家房前挖水沟， 就问他关于谷山
采石场的情况，他也没印象，我俩就这样一直
跟他聊天，聊了半个小时，大部分都是跟石头
有关的话题， 他突然停了手中的活说：“我小
时候在外婆家，去过这么个地方玩，有几个石
坑。 ”我赶紧追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山的
另一边，没多远，就在某某地点，沿什么路拐
几个弯就到了。 对于刚来长沙的人来说，这个
就有很大的难度了。 我说：“只有大概位置，这
样很难找到，要不您带我去吧！ ”老伯被我的
诚意打动，决定循着儿时记忆，带我们去找采
石场。

由于时间久远， 印象模糊， 加上植被变
化，我们进入第二个山谷时，才找到跟历史记
载相符的采石场。 那一时刻，特别兴奋亦特别
激动，我们震撼于采石场的道道凿痕，仿佛听
到了古人采石时锤子敲打在铁凿上的叮叮声
响。

在采石场， 我们捡了几块石头， 试着制
砚， 抛光后发现石头杂质很多， 并不适合做
砚。 再度带上锤子、凿子走进采石场，寻找制
砚良材。 通过对整个采石场的观察，没有发现
能做砚的砚石。 走出坑洞，在洞外一离地面约

5米高的石壁上， 我们发现一层厚度1米
左右的石材，石质看起来有些别样。于是，
我们取了一小块样品带回， 制成砚台，色
淡青，纹理如丝罗，叩之无声，耐磨发墨，
与史书介绍的无二。

终于找到了可以制砚的石材，先是兴
奋。兴奋之余，忧愁也来了：通过分析砚石
走向，估计洞内砚材已开采殆尽并延伸到
石潭底部，洞外开采难度也大，必须去掉
上面将近20米厚的石材， 才能得到中间
制砚的材料，难度可想而知。 而难度更大
的是采石场已被列入省级不可移动文物，
根本不可能再度开采。

为了找到能做砚的石材，我决定继续
围着谷山寻找。历经无数个日夜，一天，在
一片建筑工地的路边，我们看到一块感觉
好的石头。 于是，停下车，拿凿子试了下，
硬度、密度都还不错，我们估计，这块石头
是从渣土车上掉下来的，于是又跟着车轮
印寻找过去，在一处拐角的地方发现了这
种石头。

挖出的石头，多已经填在了旁边的水
塘了。 不能让这么好的石头埋在地里，太
可惜了。 我们找到工地老板，老板是长沙
本地人，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不认真听还
真是听不明白，听我要买这石头，他连忙
摇头说：“这石头是垫地基的，不卖，卖了
我还要买石头来填，太麻烦。”我们不停地
与他沟通。终于，他答应将石头卖给我们。
将这些石头带回来，我们制出了失传已久
的谷山砚，中断了近百年的谷山砚，由此
重新生机焕发，再度展现在世人面前。

荧屏暑期档
青年演员挑大梁

莫斯

随着“考试季”陆续结束，荧屏暑期档已悄然拉开帷幕。 近日，迪丽热
巴、邓伦主演的《一千零一夜》在湖南卫视开播，收视不断上扬，颇受年轻
群体欢迎。《一千零一夜》改编自网络小说《今夜也要努力去你梦里》，讲述
的是凌凌七意外获得进入柏海梦境的能力，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中，相互
治愈的两个年轻人收获事业和爱情的故事。

收视不俗的新剧还有凌潇肃、倪大红主演的《超级翁婿》。《超级翁婿》
改变了以往情感剧的矛盾重心，将婆媳之间的矛盾转移到翁婿身上。讲述
了朱利与准女婿何欣不打不相识，一路斗智斗勇的故事。以翁婿关系为核
心的新欢喜冤家模式，让全剧增添了更多的笑点。有观众称：“诙谐幽默中
又有真情流露，很生活。 ”

从近日陆续开播的《一千零一夜》《扶摇》《超级翁婿》等剧集的反响和
收视来看，“轻喜剧”“减压”特质明显，满足了学生观众暑期的需求。此外，
《诚忠堂》《猎毒人》等题材比较厚重的作品也将开播。演员方面，年轻演员
和老戏骨同场比拼。 今年暑期档，观众的选择可以更多样化，而收视榜单
上的竞争也将更激烈。

让观众惊喜的是，正在热播的《扶摇》《脱身》纷纷开启“发糖”模式。
《扶摇》里长孙无极和扶摇，“表面上看着像是斗嘴吵架，但仔细品味，都是
满满的甜蜜”。鹿晗和关晓彤合作的《甜蜜暴击》、新人领衔的《流星花园》、
韩雪和黄明主演的《婚姻历险记》、海陆和黄少祺主演的《拥抱幸福》等，都
被认为是“高甜”作品。

荧屏暑期档不难发现，青年演员挑起大梁。 其中，新版《流星花园》的
五位主演都是新面孔，《一千零一夜》《甜蜜暴击》 等也都由新生代人气演
员主演。 7月，还有多部年轻演员主演的作品在荧屏上跟观众见面。 焦俊
艳、魏大勋的《青春警事》定档于7月2日。 该剧预告片中，女主角古静是团
队中的脑力担当，男主角唐一修正义爆棚又逗趣十足……“热血”和“青
春”是“青春探案组”的最佳注脚。《诚忠堂》由青年演员张博、童瑶、乔欣担
纲，讲述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映霁，全力推动民族金融变革的故事，还有男
主角与三位女性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

从排播剧中可以发现，“老戏骨”们也将陆续登场。由于和伟担纲艺术
总监及主演的缉毒题材剧《猎毒人》将于7月6日在江苏卫视、东方卫视黄
金档播出。该剧叙述了禁毒战线的精彩故事，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教育
意义。 除了于和伟、张丹峰等主演外，吴秀波、徐峥、侯勇、王劲松、刘小锋
等老戏骨将特别出演。梅婷、邬君梅、曾黎等中年女演员则合作了新剧《陪
读妈妈》。剧中，因为留学加拿大的丁一一状况频出，身为董事长的妈妈李
娜不得不放下工作，成为一名全职陪读妈妈……剧中以四位不同阶层、不
同家庭的妈妈为中心，多角度还原海外陪读生活的真实细节，有望刷新公
众对“陪读妈妈”这一群体的认知。

黄泽亮

西方传统绘画主要是“块面结构”，
中国传统绘画主要是“线点结构”。 当
今全球化使文化不断交流融汇， 中西绘
画也在相互借鉴中融合与贯通， 中国油
画家的创作必然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显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子。 宁小
鸽是一位女画家， 她将中国文化素材自
觉地融入油画技法的语言， 用女性艺术
家独有的视觉， 表达她对生活对自然的
感悟。 她的油画作品多体现美好、 和谐
的自然景色， 带有几分天真的纯粹， 几
分童心的自由， 触动着你的心情， 给人
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

宁小鸽的油画以线为重要元素， 线
条的魅力、 尤其是曲线的魅力在画中得

到很好的体现。 标志性的作品有网系
列、 漫天飞舞系列、 雪系列等， 枯枝、
树木、 杂草、 蛛网等以既具象又抽象的
线条与意象的色彩进行交互组合来呈现
画面， 横线、 竖线、 曲线在画布上自由
舞蹈， 抒发自己的情感， 表达画家的内
心世界。

线条是艺术的基本构成部分之一，
更是中国画家的优势。 如何理解把握中
国传统艺术中线条所蕴涵的丰富的文
化、 情感、 精神内涵， 并使之渗透入油
画表达中， 画出具有东方神韵的线条，
是宁小鸽孜孜不倦的追求。 她平时爱写
毛笔字， 尤喜草圣张旭的书法， 通过练
习书法， 提高油画创作中线条的质量；
学习过原始壁画中质朴的线条， 研究过
马蒂斯毕加索等的线条特点， 在东西方

对比中吸收营养。 她有炽热的自然情
怀， 常到大自然中去感受体悟线条， 看
到山中野藤缠缠绕绕的线条， 看到水中
残荷卓有意趣的抽象线条， 体会水面中
草木倒影的韵律线条。 感叹秋塘败荷衰
草， 善于接受感觉印象， 把不同植物的
微妙情绪通过线条表现出来。 向传统与
自然学习线条， 发现线条的美， 为她的
作品注入一股鲜活的生命力。

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有一句名言：
“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线条所具有的随
意性以及思维过程的张弛让大师们沉
醉。 线条的表现一旦上升到“生命的意
识”， 成为精神的自觉， 线条就有行云
流水般自然了。 期待画家在以后的探索
中， 逐步形成自己对线条的独特理解和
表现。

艺苑掇英

寻找谷山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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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出谷山
木华

长沙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早已闻
名天下。 与书院书生以及后辈们共度朝夕的文房
四宝当中，也已留下了浏阳贡纸、杨氏毛笔等文化
记忆。 但日日相磨、饱蘸文思的潭州古砚台，却似
乎断成了一段空白……

日子匆忙， 斯文渐远， 小小墨池本也少人挂
念，好在还有青年雕刻家、专业制砚人张学军。 四
年前刚来长沙时，他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谷山。
他知道，宋代大文人米芾所著《砚史》上记载的湖
南名砚———谷山砚就产自那里。

探访、搜寻，甚至卖房换石，遗址终于找到了，
谷山石也有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面石如面
壁，要心无旁骛，又必须胸有丘壑；要延续传统，又
必须大胆超越；于是一块块谷山石，在他手上，锤
如山崩，炼如磨针。

千年学府如何表现？他抓住对联、匾额、青瓦、
高墙，高度提炼，立体呈现，做成系列作品。 立起
来，是门楼，是宫墙；躺下去，则有砚堂，有墨池，就
是一方方可实用的砚台。茅屋草舍如何表现？他就
着皮纹肌理，顽石轮廓，顺势而为，刻画干草疏瓦、
方窗圆棂，再取名为《家》，让人唏嘘感慨，想起山
野老家，不忍磨墨盛汁。

或青或赭、或奇或正的谷山石在他面前，仿佛
都卸下了坚硬的铠甲 ， 露出本真的柔软之心 。
于是一丛丛小花开在石板上， 一排排万字映在
石壁上，一条条砚边如山路蜿蜒，一组组瓷柄如绳
结缠绕……随心所欲，大道自然。

禅林古意 、 才 情 匠 心 、 现 代 意 识、跨界巧
工……张学军有了“谷山张”的美誉，谷山砚的“非
遗”之名也有了新的寓意。 原本失传的谷山砚，现
在变成了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寻找谷山砚

编后记

荨张学军作品 谷山砚

艺路跋涉

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宁小鸽作品 漫天飞舞

影视风云

翰墨飘香

中国书法之歌
刘广文

兰亭飘扬着惠风，
浯溪荡漾着琴声。
中国书法生机勃勃， 四方闻名。
点横竖撇捺
几多秀丽， 几多雄浑，
几多古朴， 几多苍劲！
活灵活现的银钩铁画，
蕴含着人间的苦乐，
蕴含着宇宙的阴晴。
大小一支妙笔，
纵横万里征程，
啊
中国书法是纯朴的清风，
颐养着东方赤子豪放的诗情，

兰亭飘扬着惠风，
浯溪荡漾着琴声。
中国书法生机勃勃， 四方闻名。
篆隶楷行草
几多潇洒， 几多天真，
几多典雅， 几多文静！
多姿多彩的笔情墨趣，
蕴含着古儒的神韵，
蕴含着时贤的雅兴。
上下千秋书史，
古今万卷圣经。
啊
中国书法是文化的精英，
营造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图腾！

（作者系中国书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
员、 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