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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初

认识揭湘沅（艺名老街），缘起美国亚特兰大纪
念恢复高考40周年活动。 旅居亚特兰大的原“77
级”大学生中可谓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老街是其中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我虽是一名工科生，也自告奋勇
参加了纪念活动筹备组的写作班子， 并有幸获得了
采访老街的机会。 说起来，我和老街还是半个长沙老
乡。

老街是长沙二中“67届”初中生。 文革中不甘岁
月的蹉跎，从画街头宣传画开始自学美术，逐渐成为
业余画家。 他不顾政治偏见，拜当时处于逆境的湖南
师大油画教授钟以勤为师，绘画技能日益精进，上世
纪70年代就有美术作品发表于《湖南日报》。 1977年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2年以系里唯一
的专业课全优生毕业，任教湖南大学，参与创建国内
第一个工业设计系。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工
业设计的外行成为了国内知名的专家， 并创作出版
了两本工业设计的专著。

老街1987年获国家奖学金赴瑞士洛桑美术学院
进修，1992年应邀赴美，先后在奥本大学与乔治亚理
工学院交流讲学。 1994年获乔治亚理工学院工业设
计硕士学位后， 在佛罗里达州一家设计公司担任设
计师。 看到当地报纸大篇幅报道迪斯尼电影公司制
片厂正在招兵买马，紧锣密鼓制作动画片《花木兰》。
老街虽对动画业不甚了解,� 但对以中国古代传奇的
巾帼英雄为题材的制作颇感好奇,� 于是把以往的绘
画、 设计乃至计算机设计作品一股脑打包呈交迪斯
尼求职。 当时该片艺术总监、德国人汉斯巴克对老街
在设计方面的经历甚感兴趣,� 更看好老街绘画的技
能。 虽然老街在动画领域工作的经历是空白，他还是
给了老街一个面试的机会。

面试结果令公司很满意， 最终公司以高级美术
师的职称录取了老街。 这是迪斯尼公司有史以来给
予一个没有动画经验的新员工的最高职位。 1996年
至2004年，老街在迪斯尼公司先后参与动画片《花木

兰》《人猿泰山》《星际宝贝》 的设计及制作， 并担任
《兄弟熊》背景艺术风格总设计。《兄弟熊》是老街投
入精力最多的电影。 在该片前期准备阶段，老街正参
与动画片《星际宝贝》的背景绘制工作。《兄弟熊》导
演看好老街个人的风景油画风格手法,� 希望这部以
北美大山大水自然风光为故事场景的电影具有更丰
富生动的写生油画质感,� 因此把老街调来为该片的
视觉艺术风格设计定位。 创作前期他们到大西北人
迹罕至的深山峻岭中写生采风。这部影片场景的80%
是传统手绘丙烯画， 小部分是用三维电脑画模仿写
生油画风格完成的。 对这部影片，从原创一直到杀青
封镜,�老街全程参与。 该片2003年获奥斯卡最佳动
画片长片提名。

老街在2007年成为自由画家， 将主要精力转向
油画肖像及风景画创作， 作品多次入选美国及国
际艺术展览并获奖， 广为海内外私人及机构收
藏。 他创作之余出版了《中国当代油画家风景写
生画集———揭湘沅》《世界著名美术馆》 等画册和著
作。

工作之余， 老街曾多次应邀回国到国内高等院
校交流讲学和专题讲座。 老街说：“我做过工， 上过
学，教过书，搞过设计，做过动画，现在又专注架上绘
画，回顾一路走来的确是迂回曲折。 虽然其中有些并
非完全情愿的,�但对每件事情我都兢兢业业。但说到
底，觉得自己内心深处不甘断念的，还是一个油画情
结。 其实我很欣赏安迪沃霍（美国著名流行艺术家的
代表人物） 的一句话：‘为什么人们总以为艺术家与
众不同，在我看来只是一份不一样的工作而已。 ’在
这个世上能把爱好和谋生相结合的人确实不多，我
现在能够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还能以此为生,� 十分幸
运。 ”

揭湘沅———老街， 这个从湘西安江镇青石板老
街上走出来的湖南伢子， 把脚步踏到了历史悠久的
长沙坡子街，又迈到举世闻名的北京长安街，乃至后
来美国迪斯尼乐园的米老鼠街……老街脚下的长街
还在延伸着，通向新的艺术境界。

向晓玲

沅水之滨美丽的泸溪县城活跃着一支平
均年龄62岁的老年歌舞队———泸溪县金秋老
年歌舞队。

在县里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中，每次他们
主动登台；每逢节假日，驻泸部队和各乡镇敬
老院也有他们义演送戏的身影。不少自编自演
的丰富多彩节目，精彩纷呈，深受群众的喜爱。
特别感人的是2017年7月和8月， 他们全体队
员冒着盛夏酷暑先后到了该县梁家潭乡、洗溪
镇、武溪镇、达岚镇、石榴坪乡、浦市镇、白沙
镇、长坪村、李家田村等十多个乡镇、村敬老院
慰问演出，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该队队员都是已退休的老干部， 家务事
多，不少人还有这样那样的疾病。 但大家克服
困难，不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早晚
坚持健身锻炼和排练文艺节目，长年累月从不
间断。 参加活动的离退休人数越来越多，从20
人发展到现在的73人。过去不少迷恋在牌桌上
的人，现都爱好健身和歌舞。身体变健康了，家
庭便和睦了，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辛勤耕耘结硕果。该队不少自编自演的节
目近几年参加全国各地会演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 2007年在省会长沙参加全省健美操比赛
荣获第一名；2009年8月参加全县大众文化节
比赛获得第一名；2010年6月在吉林省长春市
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老年大学艺术节比赛中获
得银奖， 同年8月在上海世博杯艺术节比赛中
获得金奖、创作优秀奖和导演优秀奖；2016年
5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老年大学“夕阳秀”
比赛中获得金奖……

这支队伍正如《夕阳红》中唱的：“夕阳是
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

贾艳

拦门酒、侗族大歌、芦笙舞……浓
郁的侗族风情， 朗朗上口的唱腔曲调、
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 经过为期一
年的编排打磨，怀化市鹤城区阳戏保护
传承中心，日前携新编现代革命历史题
材的上河阳戏《侗山红》在长沙市实验
剧场首演，收获了观众阵阵掌声和诸多
好评。

《侗山红》是以通道转兵为背景的
红色题材剧目，由国家一级编剧冯之创
作，叙述了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路
上经历湘江战役后，在湖南省通道进行
了改写中国命运及红军历史的“通道转
兵”。 该剧刻画了两位红军战士在侗寨
疗伤时与侗族群众发生的可歌可泣的
感人故事， 以此展现侗族的民族特色，
弘扬红军对革命理想主义信仰的坚定、
执着。 全剧分五个场景，分别为救红、藏

红、护红、留红、怨红、送红。
台前的精彩， 离不开台后的“耕

耘”。 红军排长李宝山的扮演者刘志洪
曾多次深入通道县芋头侗寨与老百姓
拉家常，了解红军与侗族群众在一起的
真实情景；从事阳戏作曲50余年的冯兴
利在阳戏基础上， 融合山歌、 号子、侗
歌、民间小调等多种音乐形式，表现剧
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90后”青年演
员任嘉伦，既是主要群演又是道具管理
员，提前一个星期赶到长沙负责监督舞
台布置，检查道具……

“这是我们剧团时隔21年再次携新
创剧目赴长沙汇报演出，所以我们每一
位演职人员都是带着使命感而来。 ”刘
志洪说。 上河阳戏是湖南19个地方剧种
之一，2014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其内容取材多样，
贴近生活生产，音乐曲牌简洁，朗朗上
口，在怀化等地广为流传。

谢丽芳

当童年记忆中那些蓝天碧水、鸟
飞兽跑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的时
候， 还有农村城镇化速度的肆意加
快，一种对逝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
忆，一种人类理应与自然万物休戚与
共， 天地和精神必然合一的理念，在
我心中积淀并逐渐内化成一种不受
时空影响的意象记忆。 我一直以为，
人的灵魂与宇宙万物的灵魂是相通
且平等的，是生命就该得到尊重。 日
月山河、树木花鸟也都应赋予它们该
有的灵性。 因长年对儿童艺术、民间
艺术以及原始艺术的研究和了解，我
察觉，其实在不少族群和一些人的意
识中，仍还存有一个不可隐喻的神话
世界。

在现当代文化的语境中， 相当
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艺术作为封闭的
文化形态， 已经成为我们历史的一
部分。 但是， 当科学也露出微微笑
意， 意识与生命亦开始沿着量子边
界———经典世界与量子世界间的狭
窄“溪流” 悠然航行的时候， 相比
以往， 人们也会从物质世界跨越到
精神领域， 对以前淡忘了的一些灰
色系统的传统意识、 行为及观念更
多一些猜测和神往。

近日， 美国和英国有科学家就
灵魂是否存在， 用量子理论做了验
证和解释。 我不知道灵魂是否真的
存在， 但对“以心控物” 这种人类
与生俱来的自恋天性是有兴趣的。
因而在我的神话世界里， 不论是一

条蛇， 还是一朵花， 或是飞驰在天
空中的鱼， 它们不仅有灵魂， 且还
传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
最朴实的文化因子和生生不息的生
命观。

人们历来把科学和艺术看作是
人类文化的两翼， 犹如车轴两边的
一对轮子。 科学的使命在于理解物
质世界， 艺术的使命在于传达人类
的情感世界。 父亲专注的是物理方
程式， 而我所执迷的是艺术想象，
科学与艺术的纠缠是美丽的， 如福
楼拜所言： “艺术与科学总在山顶
重逢。” 而科学与艺术的交集点， 也
是人类创造奇迹的潜伏地。

其实， 对意识的思考是近期的
事情。 因受某刊之约要写一篇有关
父亲的文章， 才让我真正了解到看
似严谨而刻板的96岁高龄的父亲，
在他生命里还有另外一个生机勃勃、
充满挑战、 值得他耗尽毕生精力、
且能被理论物理数学方程式所表述
的无比美妙而神秘世界。 忽然， 我
有了一种感觉， 我与父亲就如不同
维度时空共同来源的两颗粒子， 父
亲是审视量子世界的一只鸟， 而我
却像是一只被鸟俯瞰的青蛙， 父亲
的量子世界与我的神话世界已无缝
地叠加在了一起。

茫茫宇宙， 人类意识听从的还
是心灵的召唤。 无论是科学还是艺
术， 最终所追求的应是一种至真、
至善、 至美的境界。 因此我相信，
在宇宙众多的平行世界中， 肯定也
有我的神话世界。

我看大写意
大山

平常看到对大写意的解读不多，似乎多是相
对工笔画而言。 一般的认知就是：用笔潇洒自如，
一气呵成！ 我在学习写意山水画和传统理论过程
中也有些感悟，随记于笔端。

通常对于大写意的理解从整体意会上比较
多，但我想在整体的前提下逐字做个分解：

大写意之“大”，在中国画的语境里不完全等
同于大小的“大”，它是一种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合
境；是一种大气，是一种浩然之气。 孟子在《尽心
篇》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种“大”是一种对自
然的证悟和具见,� 只有通过修行和参悟的过程，
慢慢证悟慢慢涵养；水到渠成的浩然之气才可以

“大”；充塞天地之间，才会呈现天下之“大”美。
大写意之“大”乃道之大，是一种天人合一的

大化境，有如《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这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这种
弥纶天地之间的大，清虚寂静，广阔无边，反而让
人看起来无形无迹，混混沌沌，若有如无。 这种博
大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周遍一切处，通于古今
中，穷尽未来际。

大写意之“写”即是书写性、即是笔墨之道。
笔墨是材料工具的使用，也是笔墨精神传承的体
现。

书写性，即所谓“写”，是应用毛笔书写线条，
起伏顿挫， 畅缓疾徐，360度的立体情绪的记录。
写的是胸中丘壑，浩然之气，非描摹可以言喻。

“写”也是骨法用笔，沉稳，厚实，有金石趣
味。 有如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呈现平、圆、流、
重、变的特点。 骨法用笔，无往不复，一波三折等，
既以一管之笔，致广大、尽精微，又可拟太虚之
体，超以象外，绘心中感受，写本我品格，崇高尚
境界，见精神内涵。

“写”的灵魂来自笔墨的传承和生活的蒙养。
石涛的画论笔墨章里论道：“墨之溅笔也以灵，笔
之运墨也以神 ， 墨非蒙养不灵 ， 笔非生活不
神 ，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
笔也。 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
墨也……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
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使笔墨之下有胎有骨，
有开有合，有体有用，有形有势，有拱有立，有蹲
跳，有潜伏，有冲霄，有崩力，有磅礴，有嵯峨，有
奇峭，有险峻，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 ”具足了这
种蒙养， 才能从笔墨书写的物象里脱胎换骨，即
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但大写的真我已预于
其中，所以运笔运墨以超乎用笔用墨的物象而写
其意。

“意” ，《辞海》中解读为：“人或事物流露的
情态。 如：春意；秋意；雪意。 ”大写意之“意”不是
一种简单的会意，而是天地之交、天人互爻。 宋代
宗炳《画山水序》写道：“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
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
人之野。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 余复何为
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这种“意”就
是把自然界的意气和人的情感融为一体，天地间
天人互爻，天人合一的境界。

大写意之“意” 是中国文思的化情之趣、之
气、之意 ,诗情画意之境，互融互和，呈老庄之化
境，也就是阴阳之平衡。有如王微《叙画》中道:“望
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 虽有金石之乐，珪
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 披图按牒，效异山海。 绿
林扬风，白水激涧。 呜呼！ 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
神降之。此画之情也。此乃合天地之阴阳，顺春秋
之互爻，情融于山水之间，意汇于神明之中也。 ”

胸中没有丘壑没有浩然之气，大写意就没有
大气，就没有逸气。 没有骨力、没有精神的传承，
大写意则无立足之处。 融情于浩然之气，立意于
胸中丘壑，则可大写吾意矣！

（作者原名黄速成，湖南省美协会员、湖南省
工艺美术设计大师。 ）

揭湘沅油画 《玉兰树》
（获美国肖像画协会主办的国际肖像画大赛第二名）

揭湘沅油画 《怀俄明的金秋》
(获全美国家公园艺术大赛最佳风景画奖)

艺路跋涉

“老街”的艺术境界

粉墨春秋 用侗族风情表演讲述“通道转兵”

上河阳戏《侗山红》首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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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

大山作品 《听泉》

一方水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