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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岳阳人， 周令钊对岳阳楼情有
独钟。 他多次去岳阳楼写生、 作画、 讲
学、 搞小型美展。 岳阳楼是他心目中神
圣的殿堂。 从儿时入学起， 就学习和背
诵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 杜甫的 《登岳
阳楼》 诗， 怎么描绘出他钟爱的岳阳楼
呢？

他以专业的眼光， 分析对比了岳阳
楼与黄鹤楼、 滕王阁不同之处。 他说，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一座保持
原貌的古建筑， 它的建筑艺术价值无与
伦比。 其气势之壮阔， 构建之雄伟， 堪
称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周令钊在设计绘
制 《岳阳楼》 邮票时， 突出了其不同于
其他三楼的特色， 彰显了由层叠相衬的
“如意斗拱” 托举而成的盔顶及飞檐， 还
画出了楼区的亭阁和浩浩淼淼洞庭湖中
的一片绿———君山岛。

从1959年获得中国最佳邮票设计奖
后， 周令钊大师又一步一步攀登多种邮

票和其他国家级“名片” 设计的巅峰。
2017年， 时届98岁高龄的他仍担纲邮票
图稿设计， 堪称中国邮票设计史上的奇
迹。 他设计的第四轮生肖狗票 《戊戌年》
特种邮票， 不同于第一轮狗票瓷板画的
创作形式， 本次 《戊戌年》 邮票延续了
第四轮生肖邮票整体“合家欢” 的气氛，
采用写实画法， 生动形象地将三只中华
田园犬浓缩在方寸中。

周令钊用他80多年如一日的革命精
神和艰苦的艺术实践， 为中国的艺术宝
库乃至世界艺术殿堂增添了难以磨灭的
光彩。 这在当代艺术史上是一个奇迹。
他以一位资深的艺术教育大师、 设计大
师、 绘画大师和他深厚的民族风情， 雅
致的装饰风味， 明快流畅的线条， 暖暖
的色调， 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载入中国美
术史。 在他家乡平江设有周令钊美术馆，
为岳阳乃至湖南和周边地区矗立了一座
可学可研的艺术殿堂。

内容为王的
电影时代正在到来

黄能

电影的暑期档落下帷幕。 猫眼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超越了去年同
期，再创新高。 对于近年来的中国影市来说，“再创新高”已成高频词，这
个暑期档呈现的亮点或许更值得关注。 一方面，新导演强势崛起，为影市
注入更多活力；另一方面，观众对电影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势必推动影市
良性发展。

与去年《战狼Ⅱ》一家独大不同，今年的暑期档大有百花争艳之势。
其中票房最高的3部电影分别是：近31亿元的《我不是药神》，逾25亿元的
《西虹市首富》，刚刚落下帷幕的《一出好戏》突破13亿元。 可以看出，这个
暑期档新导演的表现最为夺目。《一出好戏》是黄渤的导演处女作，该片
充满寓言性质，在国内影市比较少见，属于新导演带来的新亮点。《西虹
市首富》的导演闫非、彭大魔也是近年来新崛起的导演，他们对国产喜剧
片的探索值得更多期待。 与之相比，老牌导演姜文和徐克虽然依旧出手
不凡，但《邪不压正》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市场影响力明显逊色。

这个夏天，主打情怀的电影版《爱情公寓》的遭遇堪称神奇。 该片首
日票房突破3亿元，但崩溃般的口碑表现迅速拉低上座率和排片率，单日
票房断崖式下跌，累计票房超过5亿元后便逐渐“消失”。 有大IP《爱情公
寓》，有“原班人马十年再聚”的情怀，为何结果如此惨烈？ 因为电影版《爱
情公寓》基本放弃了作为电影核心的故事内容，仅仅是把《爱情公寓》和
《盗墓笔记》粗暴嫁接，然后大肆炒作“情怀”。 可惜，这样的“情怀”观众并
不买账。

“情怀”失效，明星的票房号召力也在减弱。《欧洲攻略》作为“攻略”
系列第三部，不仅可以借助前作的威势，还有梁朝伟、吴亦凡、唐嫣等全
明星阵容，然而口碑、票房均不及预期。 小鲜肉吴磊搭档老戏骨梁家辉、
刘嘉玲的《阿修罗》，投资数亿元，但上映3天票房不足5000万元，干脆主
动撤档停映，留下一片叹息声。 相反，《快把我哥带走》虽然没有大牌明
星，但凭借新鲜的兄妹题材和张子枫、彭昱畅两位年轻演员的精彩表现，
杀出重围，累计票房已经突破3亿元。

明星固然重要，但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开始减弱，观众也许会被明星
的参演吸引，但决定电影票房的还是内容本身。当IP、情怀、流量明星失去
曾经的票房魔力时，内容为王的电影时代正在到来。 今年的暑期档就是
一个注脚。

黄志东

画者用写“意”的方式将“境”移至纸上，成了画。 赏者见画之境，或恬
静，或愉悦，或伤感，或赏心悦目，或无动于衷。 画者与赏者的共鸣是件极
其难的事，如同伯牙、子期之遇，需要境的重合，重合多来源于审美的一
致。

蔡元培说：“审美观念是随着修养而进步的，修养愈深，审美程度愈
高。 ”艺术源于生活，一幅好的写意画作，画者一定是对物象有充分的认
知，现物象之形象的同时，赋予画真情实感，营造出某种境，通过境来传
达作者的意。 作品的深度、意境高低，都与画者的艺术观念、审美水平、生
活阅历以及画外修养等息息相关。

欣赏者亦是如此， 简单来理解就是当欣赏者从画中读懂了某一点，
而这一点恰好与画者要表达的某种境高度重合，那么在某种程度上画者
和赏者便成为了知音，重合点愈多，愈成功。

欣赏者亦有高下之分。
赏心者上，悦目者下。
明代画家徐渭有言：“染月烘云意无穷， 差将粉黛写花容。 东皇不敢

夸颜色，并入临池惨澹中。”徐氏认为，天地颜色只是幻想，解染得真，方是
正途。 可见写意者、欣赏者重在意与境，而非形。 形只是载体，笔墨只是手
段。 近者白石老人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太似则媚俗， 不似则欺
世。 ”只是似如烹饪中放盐少许，这少许无法来量化，也正是这无法量化
的似，成了画中味，品中境。

游走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画者，就像一个荡秋千的玩家，在空中荡出
了由无数个点组成的弧线，当欣赏者刚好看的那一瞬，却正是弧线上最
美的那一点。 哪怕虚实掩映，似有似无，却总在不经意中走心。

何鹏

3年前邓新黎在月湖时的展览作品
中， 第一次出现一幅黑色的山， 业内人士
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开启了邓新黎Black�
Mountain （黑山） 系列创作之路。 此后
又有著名设计师陈幼坚大力推荐， “黑山
系列” 成为邓新黎非常有影响力的系列
作品。 于是3年后， 邓新黎在月湖做了这
个展览。

当时看到新黎的“山”， 就觉得有
“中国” 意境。 中国画家追求的是通过无
意识的神秘构想， 来画“心中的山”。 西
洋绘画中的山， 就是山， 加上艺术家的主
观意识之后的山， 依然还是现实的山， 如
塞尚的圣维克多山。 中国画中的山成为

了人与自然交流的载体， “天地与我并
生， 万物与我为一”， 山成为了人格与道
德。 而邓新黎的“山” 是西洋画的样子，
这与他的学习与生活有关， 他就是一个西
洋派画家。 但他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中国
式， 他画的是“心中的山”， 有少年老成，
有潇洒风骨， 有肆意顽皮……绘画过程
中， 其西洋画是皮， 神是中国画意境。

黑色是中国绘画中的主色， 跟着我们
的文化一路过来。 我们后来又见过青绿的
山、 红色的山， 到现代人的艺术中， 各式
山都有过了。 但邓新黎的黑色山， 还是具
有一眼的识别特性， 在其作品中， 将黑色
作为主体放大， 是一种大胆， 是他对黑色
的理解， 不同于水墨的黑， 黑成了内容主
体， 又不同于油画的黑， 黑还是意境的表

现。 山本耀司曾说： “黑色是谦逊的， 同
时又是傲慢的， 黑色是懒惰的、 简单的，
还很神秘。 但最最重要的是， 它就像在
说： ‘我不打扰你， 也请你， 不要打扰
我’。” 这句话挺合适邓新黎的黑色， 黑色
是一个有性格的主体。

我们看邓新黎的山与色时， 还应该看
到其作品中空间的存在。 黑是一个空间，
白也是一个空间， 黑与白互为有无， 也互
构空间。 黑色部分的质感如何产生， 就是
白色的运用， 包括用白色在黑色上的蔓
延。 以黑画白， 以白画黑， 才产生了极其
细腻心理观感。 邓新黎又用“知白守黑”
的方式， 再次证明他是一个极中国的“洋
画家”。

今天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处在一个文化杂糅的时代， 如何在东和西
之间、 内和外之间、 无和有之间找到自
我， 邓新黎的“黑山系列” 用中国人熟悉
又陌生的山与黑色， 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艺路跋涉

还看山与色

邓新黎作品 《等仙石》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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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美之艺
绘传世之作

———记百岁湘籍美术大师周令钊

惟楚有才

前不久， 周令钊等8位老
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表
达了对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 ，
“殷殷之情” 令习近平总书记
十分感动 ， 也感动了全国人

民。 周令钊爱国为民，崇德尚
艺，堪为楷模。

周令钊，1919年5月2日出
生于平江县三市镇爽口鹤垅
屋的书香之家。 自幼爱画画，
13岁考入华中美术专科学校。
17岁去上海华东照相制版印

刷公司学制版。 1937年抗战爆
发后 ，他参加抗敌画会 、歌咏
队 ，在郭沫若 、田汉直接指挥
下，创作武汉黄鹤楼巨型壁画
《全民抗战 》。 1938年转入桂
林 ，以画笔当枪 ，继续宣传抗
日。 随后加入抗敌演剧宣传队

第五队，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等
工作， 直至编入中国远征军，
赴缅甸前线慰问演出。 他冒着
生命危险到战地写生作画。 抗
战胜利后，专心从事美术教育
和创作 ，几十年如一日 ，坚持
不懈。

凌辉

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毛泽东画像就
是画家周令钊画的。 当时周令钊是北平艺专的一
名讲师， 只有30岁。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清晨， 周令钊接受了
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既充满激情和信心， 又十分
谨慎和细致地投入构思和绘制中。 周令钊本来可
利用自己之前画的那幅悬挂在六国饭店国共和谈
会场上有门片大的毛主席画像作为蓝本， 这样放
大就容易多了。 但他没有走捷径， 仍然老老实实
地依照摄影家吴印箴拍摄的那幅很小的原始照片
进行第二次创作。 他没有满足于自己上次的创
作， 认真反思和吸取了创作的经验， 采用了革命
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写真与写意融

为一体的创作路子。
当时的条件下， 没有放大器， 要达成准确的

写真， 周令钊采用的办法是一次次放格、 打素
描。 尺寸不够时， 他按照家乡平江木匠用墨斗弹
线的办法， 与妻子陈若菊一道自制了一个粉线
袋， 两人各站一边， 各执一线头， 像木匠那样一
丝不苟地在10多平方米的画面上弹线打好格子，
按比例大小严格逼真地画好每一个细部。 他非常
注意用线简洁明快， 节奏贯连完整； 用笔中肯、
朴实， 衔接自如。 他在写真的同时， 努力强化自
己对客观对象的主观感受， 把自己热爱共产党、
热爱毛主席的满腔情感出神入化地倾注在了画像
上。

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主席画像

国徽是国家的标志， 国徽的图案和使用
办法由宪法和 《国徽法》 进行了规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
门， 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和中国气概， 是亿万人民最崇敬、 最熟
悉的审美对象 ， 是世界瞩目的“中国名
片”。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 中国新政治协
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 选出毛泽东、 朱
德、 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决定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歌及
国徽方案， 做好开国准备。 会议之后， 立即
在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等国内各大报
纸刊登了国徽征集启事。 一个多月内， 筹备
会负责这项工作的第六组就收到国内及海
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 图案900幅。
林林总总， 各有千秋。 然而， 经负责此项工
作的第六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审阅后， 认为众
多应征作品中都没有合适的。 周令钊看在眼
里， 急在心头。 他一头钻进各大图书馆和资
料室， 查阅了能找着的世界各国的国徽图案
资料， 开动脑筋， 展开智慧和想像的翅膀，
按照设计国徽的总体要求， 呕心沥血， 构思
了多个方案， 反复比较， 反复修改， 画了又
擦， 擦了又画， 不知设计了多少幅草图， 终
于拿出了他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案。

正是周令钊这一方案， 最终获得了国徽
审查组的肯定。 这期间， 他还参加设计并执
笔绘制了“八一勋章” “独立自由勋章” 和
“解放勋章”。

国徽设计者

国风乡韵揉进人民币的美术设计

从1950年开始， 周令钊担任了第二、 三、 四套人民
币的美术设计。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 周令钊从广泛涉猎中发现一种
叫“唐草” 的纹样特别美。 他如获至宝， 在设计中广为
应用， 不断地画下去， 各种面额的纹样都是用的这种
“唐草”； 而故宫的窗棂则被他用到了2元币的背面景框
里，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 飘带又成了3元币背面的边
框。 更富有创意的是， 他把面额数字用圆圆的纹样围了
起来， 外形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就这样， 经过周令
钊的精心设计， 每一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民族气
息。 他还参考各国钞票， 改进人民币的装饰以及防伪功
能， 突现了人民币的风采。

完成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后， 周令钊接着又奉命参
加了第三套、 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周令钊设计的狗年邮票

乡愁中的岳阳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