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高宇

天才横溢的徐文长，其于生前，书画是不大为人所称道的。 他
曾画了一幅顽石兀立、陋庐斜搭的《青藤书屋图》，题曰：“几间东倒
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委实酸楚。至于今人奉他为大写意花卉
画的鼻祖，神归其位，乃其身后事也，文长安得知。

在徐文长传世的真品里，有一个特别的水墨花果卷子，被许多
今天的画册不厌地登载着。 其中的一枝石榴，我曾无数次地凝视，
捧读，而掩卷之余，情绪却依旧沉浸在一口奇异的池子里，许久犹
回转不来。 实在地说来，这一颗石榴，只是一个看上去再寻常不过
的、甚至有些丑陋的墨疙瘩。 一团的缺了变化的黑墨，差不多的中
国画家，稍稍具备一点笔墨手段的，都不会这样去画的，必视它为
败笔。 而在徐文长的毫端，他就将它堂而皇之地挂在了枝头，并不
补救，任它如此。 它是那么的荒率，全不讲究，一些刻板的痕迹，真
是糟糕至极。

结果却是，它仍然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奇异与惊心，心目间同时
掂出了其中的沉实、庄重、深刻、幽邃、古逸并且高洁，“目成”了一
双睥睨与卑怯的眼神， 想见了400多年前的一个孤迥的影子的飘
荡，向隅而泣的龙钟，一副桀骜与隐忍的灵魂，血淋淋的衷肠，真真
切切，令人扼腕，肝肺几裂。

细思起来，不觉文长笔墨的力量，乃是真实的其人的力量，其
人特立的风格与精神的力量， 是将沉重的无以言宣的切肤之痛与
一世的孤寂诉诸了笔墨，脱略乎形骸，不囿于象，无意于阿奉俗目
的枝叶之似、笔墨之变，直道“山深秋老无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儿”，
致一泻胸臆、吐而后快云尔。于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一如郑板桥
所顶礼的那样———“只有文章书画笔，无古无今独逞。 ”继而我又
想，以徐文长第一流的剧作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的天纵之才，倘
若在生时他就已经如今晚的月亮———“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
仰头看”，秋月仙桂，春风杏花，那么，他一定就会活得异常地惬意，
就一定会身心健康， 立在当时的文坛与艺苑，“提刀而立， 为之四
顾，为之踌躇满志”，就一定不会精神失常，以锥刺耳，以锤击打自
己的身体。 自然，也一定不会这样一反常态地将墨汁和泪，泣诉毫
楮， 凝于这枝石榴之上的。

可转念一想，如果，我说如果，当徐文长不成其为徐文长之后，
那么，有那么一朝，忽然地自顾其影，他会感到更加的凄凉吗？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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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旭东

金秋时节， 在纪念抗战胜利73周年之
际， 联合利国文交所举行“河山再造汉家
春” 湖湘抗战主题书画展览暨品鉴会， 有
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湖南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湖南人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值得在历史上
大书一笔。 这些作品都是历史的见证。 做
湖湘抗战主题书画展， 既是对那一段历史
的铭记， 也是对湖南文化的一种深度挖掘，
对湖南文化的承继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这些作品里， 我感受的首先是书写
者的心境， 这种心境不可重复， 打上了深
深历史烙印。 展览筹办时， 我有幸先期拜
观这些抗战将领的书法作品， 深有感触。
特别是看到彭鸿先生所书对联“甲子重开
天下定， 河山再造汉家春” 时， 不禁脱口
而出： 这次展览的主题就是“河山再造汉
家春” 了。 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
同心合力取得胜利的一个壮举， 真正保有
了我们山河的完整。 “河山再造汉家春”
这句话里包含的民族情感非常深厚、 悠长。
这恰恰是我们这次展出的所有作品里共同
包含的内涵。 因此， 这次展览不是一个简
单的书法作品展， 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
民族、 传统文化的内容。 因此， 这些作品
的珍贵性也远远超过单纯的书家作品。 看
了“河山再造汉家春” 对联后， 接着我就
看到黄杰的书法“临风忽忽秋声起， 疑是
潇湘夜雨来”， 我非常感动， 因为这里面包
含着一种深深的思乡之情， 流露出作者老
年时对潇湘故土的深切感怀， 这种深切情
怀也使它超越了一般的书家作品。

拜观这些书法作品，也深感一句老话含
义之确：字如其人。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
性，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字。 这里的许多作品
写得非常正大，正所谓正大光明。 这些将帅
级的人物，他们胸怀的正大很能够通过这些
字体现出来。当然这些作品也突出地显示了
作者的独特性格。 例如薛岳的作品“三达
德”：“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

勇。 ”这幅字非常有特点，字为章草，多用偏
锋， 显示出薛岳性格中独特的内涵特征，恰
恰可以看到他在长沙会战中战法的某种来
由。 而展品中令我感慨最深的，是郑家溉先
生的作品。 郑先生是著名的抗日烈士，他是
前清翰林，学问修养极好，他的字不仅是好
的书家字，更是好的文人字，可以看出他心
性修为，这种理学传统是湖南文化中极为重
要的道统。

讲到保卫长沙， 其实在历史上还有一
场长沙保卫战， 宋代末年元兵即将围打长
沙时， 新任命的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
芾带着全家从外地义无反顾地赶到长沙来，
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长沙三个月， 除夕城
破时， 李芾及许多将领率家属以死报国，
壮烈牺牲， 长沙百姓“多举家自尽， 城无
虚井， 缢林者累累相比”， 这突出显示了湖
南人殉道敢死的性格与气节， 是一段不应
该忘记的历史。 远到宋末长沙保卫战， 近
到抗日战争长沙保卫战， 都体现了湖南人
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我们能在这次书法展
的作品中感受出来。

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是这些书法作
品所体现的文化传承。 许多作品的内容是
关于修身养性的， 这不是作者显示自己的
精神“高度”， 而是他们平时的修身功课。
修身养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 应该很
好地继承、 传承下去。 而本次展出的李午
云所书十二条寿屏， 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
一个重要传统： 给家里老人家祝寿时， 最
“有面子” 的做法不是送钱财， 而是送寿
屏。 需推选家族后辈中最有品行、 事功的
人出面， 给老人家工工整整写一篇寿序，
将老人一生的德行义行一一列举褒扬出来。
家族里有出息的后辈排列在后面， 以示崇
敬效仿。 我曾看到过曾国荃和熊希龄为舅
舅祝寿写的寿序。 这是我国极好的优秀传
统……

这次展览能够集中这么多湖南抗战先
贤的作品， 非常难得。 它们能够让我们感
受到很多珍贵的东西， 已经超出了一般的
书画与收藏展览的意义。

《影》与张艺谋的
古典情怀

王珉

由张艺谋执导， 邓超、 孙俪、 郑恺、 王千源、 胡军、
王景春、 关晓彤、 吴磊主演的水墨动作电影 《影》 全国热
映中。 该片获12项金马奖提名， 豆瓣近14万人评分7.5分，
上映首周票房已突破4.5亿。

张艺谋在 《影》 中， 重塑古典的传统艺术， 用黑白色
调讲故事， 将一个从小就被秘密囚禁、 当作影子替身的小
人物境州， 通过磨难抒写其努力寻回自由的思想顿悟。 将
片中的三位主人公———主公、 都督和影子境州， 他们互相
掣肘相互利用。 沛国内忧外患。 内是朝野纷争不断， 外是
以杨苍为首的敌军长期霸占境州。 都督启用影子替身， 将
他取名为“境州”， 意在收复失去的境州之地， 顺势篡权。

《影》 的独到之处， 在于挖掘阴谋背后的根源———权
力和欲望， 被权欲吞噬的灵魂互相算计， 最终走向盛大的
死亡。 影子经历都督和主公的两次欺骗， 他的心更像是都
督的真身。 而都督， 却成了真正被隐藏的影子境州。 人心
如影亦正亦邪， 对立起假象和真实， 凸显虚实的故事性。
真身和替身， 一真一假两颗棋子的博弈， 在密不透风的对
峙中， 在黑与白的虚实间， 在刚猛与阴森的血肉里， 反转
着爱恨暴力死亡， 那是动物的求生本能， 是战后余生的觉
醒， 像水墨丹青中的一滴墨。

成语“烛影斧声” 的典故， 来源于宋太祖赵匡胤暴死、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间发生的千古谜案。 《影》 同样写实
了这样的悲剧， 在片尾达到戏剧冲突的顶峰。 在狭小黑暗
的朝堂之上， 最后只剩4人———主公、 都督、 影子境州和都
督的夫人小艾。 影子境州在极端情况下， 为了复仇刺杀主
公和都督。 他的灵魂是孤独的， 他被权力玩弄， “刺杀”，
属于全片最大的情感爆发， 承载着厚重的悲剧分寸感。 这
是人性的拷问和戏中戏的反转， 也是都督和影子境州身份
的置换。

压抑冷色调的黑白符号， 水墨烟云舒卷的渲染， 水墨
的服饰、 太极、 书法和屏风等意象， 带来视觉的纵深感和
意识流， 渲染情绪如片中连绵不断的雨水。 张艺谋将“实”
的故事， 搬到“虚” 的舞台布景呈现， 正如 《影》 的90分
钟纪录片 《张艺谋和他的影》 突出实验性， 将黑白之间的
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境州的收复， 成为了 《影》 的终极命题。 影子境州和
杨苍在峡谷间的太极船板对打， 阴阳制衡的动作放置在特
殊舞台上， 延续了张艺谋动作大戏的看点。 两人背水一战，
以连绵的雨凸显恐惧和杨刀的速度。 以古筝的音韵， 配合
沛伞与杨刀的刚柔相克， 那种阴柔的轻功和帅劲如仪式感。
沛伞高速旋转飞出的暗器与弓箭的对决充满想象力， 杨苍
和杨苍之子皆被割喉， 刀刀见血， 带着鲜明寓意的影像风
格， 形成了除黑白之外的第三种颜色———鲜红的血色。

张艺谋在 《影》 中揉进许多中国传统元素： 太极、 阴
阳、 山水、 琴瑟、 对弈等， “东方特质” 文化输出意味的
大制作， 使得其武侠艺术更显纯熟老练。

艺林风景

河山再造汉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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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希

从入芙蓉画院拜师学画算起，认识谭仁
先生已两年有余，他对我的教导，不仅在画
艺上，更在做人、做文上。

上世纪80年代，谭老师就是湖湘画坛一
个响当当的人物，人称“谭葡萄”。 首届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莫应丰生前， 就写过一篇文
章，开篇说：“谭仁这个名字是跟葡萄连在一
起的。 在长沙，在省内(也许还有省外以及国
外) 某些有教养的家庭不时能看到葡萄画
轴，其行笔之悠然，着墨之圆润，写行之毕
肖，寄意之高远，常引人注目，辄问：‘出自谁
之手？ ’一看题款，又是谭仁，有篆章为证。 ”

谭老师善绘山水和花鸟，深得吴门画派
的精髓，清新典雅。他的花鸟画，枝干遒劲有
力，绿叶酣畅淋漓，果实晶莹剔透，深受大家
的喜爱。他的山水画浓墨重彩，造境醇厚，意
蕴沉雄，勃发着一股倔强雄飞之气。

这，应该与他早期的经历有关。 他曾艰
苦备尝，1958年离开湖北艺术学院后，20多
年里，辗转当过民工、风钻工、运输工、勤杂
工、养路工、马伏炉工，后来成功地做过几年
长沙老字号毛巾厂的一把手。莫应丰曾有文
曰：《厂长原来是画家》。

艰苦磨难也好，酸甜苦辣也罢，都是一
种经历，也是一种修炼，养成了谭老师为人
豪爽大气的秉性。 他常送画作为贺礼，祝贺
朋友们乔迁、结婚等喜事，朋友们要了画，便
回赠更加丰富的酒、肉、糖之类。 得到的回
报，谭老师又赶紧呼朋邀伴，自己再翻箱倒
柜地拿出珍藏的好酒，一同“报销”掉。

谭老师的山水画雄浑大气，花鸟画远近
闻名，前来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 画坛都
知道他是个画家，殊不知，他还是一位认真
负责的好老师，在长沙中州棉织厂（即长沙
毛巾厂）工作期间，他多次被长沙市一轻局、
湖南省纺织工业厅聘请培训全省的设计人
员，他培养学生，从不走过场、图评价，而是
脚踏实地地带着他们上黄山，下漓江，从祖
国的大好河山里，汲取设计养分。 出色的个
人能力，让原本只想当个画家的谭老师当上
了厂长，成为了改革先锋。

繁忙的工作之余，谭老师每天都坚持画

画。1988年，他举办首个个人画展。画展中不
仅有精致典雅的花鸟，还有气势磅礴的北方
山水和清新脱俗的江南水乡， 笔法兼具南
北，当时画展十分轰动。 他不乏创新又扎根
传统的山水画中的水线技法，让同行们惊叹
不已。 展厅里不断有人揣测这技法的构成，
更有好事者放言：“里面肯定加入了牛奶，才
有这般好看！ ”这，让旁边听到此言论的谭老
师窃笑不已。

谭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这些学生，饭要一
口一口吃，画要一笔一笔画，起初拙点没关
系，主要要有笔力和笔意。这些丰富的经验，
都是谭老师学画的积累。他是严格从传统国
画绘画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曾经认真地临摹
过历代山水花鸟画名家的部分作品，又在张
振锋、王霞宙等国画大师的亲授下，熟练地
掌握了中国画的笔墨技法。

要想画好画，除了爱好和勤奋，还需要
不断的拓展和创新。从家住树木岭几十平方
米的宿舍，到湖湘艺术品市场的“敬庐”艺术
馆，谭老师的画作不断“成长”。 谭老师的大
学好友、著名画家黄铁山前些年去敬庐艺术
馆做客， 回来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
章，说看到“谭仁学兄”大量的精彩画作，“从
《潇湘百景》到《天下名山》系列作品，从自作
诗花鸟画系列到山水画新作，特别是那42张
五尺宣纸相连、长达36米的长卷《老三峡》，
和36张四尺宣纸相连、长达26米的长卷《漓
江行》，真让我甚为震惊！这些作品无论是意
境气度，还是章法笔墨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 ”

谭老师现已80岁，仍坚持画画、外出采
风。 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善于在生活中汲取
营养的画家，身体力行，借助于现代交通的
先进条件，遍游中国的名山大川后，又再次
重游，寻找新的感觉。古人搜尽奇峰，而谭老
师熟稔再创，他的案头、柜子里、箱子中上千
张写生稿和数以千计的速写，就是师法于山
川而又不断推陈出新的证明。

他还写了厚厚的几本诗词集。 这是他画
画之余的文化修炼成果。 他说，要想当好一个
画家，就必须多读书。读书不是走捷径，而要下
苦功夫， 这是有益于画画营造意境的最佳通
道。 他山水画中的题款，多是自己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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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亮

王玉苗的油画表现题材广泛， 不仅
画人物、 画风景， 还画静物。 他笔下有
生活， 有情感， 有追求。 他用画笔和色
彩在思考， 将生活体验与怀旧忧伤的情
感经验通过绘画来升华， 情感表达是他
绘画艺术的灵魂与生命。

王玉苗， 1982年出生于湖南新邵。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油画学
会会员。

王玉苗对老旧物件感兴趣， 源于他
从小的生活体验。 “八九岁时进曾祖父
的老房子， 墙上贴着拖拉机手， 毛主席
像， 油纸伞， 民国时期的邮票， 雕花
床， 老式箱子柜子， 水烟壶……太多的
东西吸引着我。” 现在进了城， 离开家
乡越远， 以前的乡村生活愈加清晰， 怀
旧情感愈发强烈。 这些年来他收藏了老
式家具木雕、 油灯、 旧相机等一屋老
旧， 有丰富的收藏故事。

老物件有故事、 有余温、 有人情
味。 这些收藏和情感为其怀旧系列静物
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营养， 他
选择古典写实手法在细细的描绘中得以
释怀， 作品让人在时光深处怀念或是回
忆。 《尘封往事》 《尘封岁月》 中煤油
灯、 青铜锁、 旧皮箱、 旧陶器、 旧报
纸、 老式信封、 油漆都掉光了的木桌
等， 这些曾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
好简单物品， 玉苗用怀旧的老旧色调努
力制造出让观众愿意注目的氛围。 利用
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投射在墙壁与物品
上， 留下窗格的光影， 它是一种时光走
过的纹路， 加上墙上发黄的手撕日历、

静静感受着岁月从身边溜走的声音， 勾
起人们的绵绵思绪。

他的人物画题材以女性题材居多。
他笔下的恬静少女， 唯美主义的青春形
象， 诗一般的迷茫， 以及不可名状的伤
感。 无论是 《思》 《时光》 中沉思的女
孩子还是 《心海》 《心弦》 中演奏的少
女， 如水一般温柔， 带着丝丝淡淡的忧
伤， 完美地诠释了画中主人公的内心情
感世界。

欣赏王玉苗系列深度描绘的“忧伤
迷茫少女”会心生怜意，会拨动心里面某
根琴弦， 引发读者强烈的想象空间和解
读冲动。 也许是少女成长的忧虑，也许是
无法不伤感的青春， 也许是少女与社会
的关系，是距离感，是迷茫造成的主体与
社会的距离差距： 每个人的青春都伴随
着迷茫，想好好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想
好好恋爱， 却不懂处理感情， 有时会悲
伤，有时会开心，多愁善感……其实迷茫
不可怕，它本来就是青春应该有的样子。

迷茫的忧伤在 《童年的梦想》 中也
有这种情绪。 画面停留于落寞黄昏之
中， 他们迷茫的目光远远地望向远方。
玉苗说他是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 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 由外公外婆带大， 属于
隔代教育， 迷茫与忧伤是留守儿童普遍
的心理。

宋竹 《浅谈绘画艺术中的情感表
达》 中的一句话， 我颇为认同。 “艺术
就是情感的体现， 从中可以体会到画家
的情绪感情， 这就是一种最棒的艺术欣
赏。” 王玉苗的生活体验与怀旧忧伤情
感在画中得以升华， 他的绘画作品也就
拥有了灵魂。

王玉苗怀旧与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