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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刚 李叶

10月23日， 由湖南省博物馆与浙江
美术馆联合主办的“风筝不断线———走
进吴冠中的绘画世界” 展在湖南省博物
馆开幕。 这是吴冠中绘画作品首次大规
模在湖南展出。

开幕式结束后， 浙江美术馆执行副
馆长应金飞为现场嘉宾和观众导览。应
金飞说，吴冠中作为实践者，每一幅作品
都透露着他的艺术理想与人生体会，展
现着他对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 学习绘
画应该在积累时期就要有态度。

吴冠中身体力行 “艺术
作品的社会普及性”

本次展览展出了浙江美术馆珍藏的
吴冠中绘画作品80幅，包括速写《云南行》
等41幅，油画《羊圈》《眼》《江南旧梦》等10
幅，彩墨画《紫禁城》《竹林》《老屋》等29幅。

应金飞介绍，浙江美术馆共有120幅
吴冠中画作， 都是吴冠中及其子吴可雨
捐赠的。2009年12月， 吴冠中向浙江美
术馆捐赠了72幅作品， 包括其晚年创作
的绘画精品和珍藏多年的师友作品。

其中一幅油画作品《眼》 创作于
2009年，是吴冠中仅有的一幅画猫的作
品， 也是其生前在客厅中悬挂的唯一一
幅他本人的作品。 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
前往吴宅拜访时， 吴冠中当即将画从墙
上摘下捐赠， 并说道：“在这只猫的眼睛
里，它已经看穿了一切。”

吴冠中还捐赠了林风眠、 陈之佛两
位师长祝贺他新婚之喜赠送的画作。

“这是吴老的最后一次捐赠。 他曾
说，画作不是遗产，希望能捐赠给国家和
人民， 成为艺术后来人的肥料和大家共
同的精神财富。 他始终强调艺术作品的
社会普及性，并身体力行，将自己的作品
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
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香港艺术馆等
多家机构收藏。”应金飞动情地说，“第二

年，吴老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前曾说，你
们想我，就去看我的画。”

吴冠中逝世后， 其子吴可雨又向浙
江美术馆捐赠了父亲的重要速写作品
《云南行》48幅， 使浙江美术馆成为收藏
吴冠中作品最多的美术馆。

学习绘画要学人对画的理解
吴冠中勤于著述，立论鲜辣，于20世

纪80年代前后讨论了关于抽象美、 形式
美、 形式决定内容等一系列重大美学问
题， 提出了"风筝不断线""文化战争""笔
墨等于零"等一系列艺术主张。

他把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因子植入
油画创作之中， 赋予油画一种具有东方
韵味的意境之美， 使画面产生抒情诗般
的感染力。 他的彩墨画则完美融合了中
国绘画的意境与西方绘画的形式， 以半
抽象的艺术形态通过点、线、面的交织再
现了大自然的生命律动。

在本次展览展出的彩墨画《紫禁城》
中， 吴冠中将紫禁城黄顶红墙的视觉特

征提炼出来，黄、红、绿等大大小小的色
块铺陈碰撞、互不相让，各自独立的宫殿
在画面中融成一片，皇家气派十足。

"吴冠中的抽象画是他饱受赞誉和争
议的焦点。我认为，他的抽象画是经过对
客观存在的具象事物仔细观察、思考后的
个性化表达，如水纹、树枝的组合重叠等。"
应金飞说，"我曾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发
现现在很多学习绘画的学生一味模仿前
人的画法，缺乏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不过，应金飞认为，绘画的创新精神
并不是简单地颠覆前人和当代已经形成
的艺术风格。

他郑重地向观众推荐了本次展览中
的《云南行》系列素描作品："后期的创作
来源于前期的积累。 素描解决的不仅是
造型的问题，它是最简单、最快速画出来
的作品，没有经过修饰，直接反映了艺术
家真正的精神。 学习绘画要学人对画的
理解， 绘画的积累时期不要仅仅着重于
画面构图等技术层面的问题， 这一时期
就要逐渐地树立起创作的态度。"

新编昆剧《乌石记》
廉相贤妻共守“乌石心”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蒋莉

10月23日，由湖南省昆剧团创作的新编昆剧《乌石记》在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该剧以郴州历史人物、唐代名相刘瞻
与妻子李若水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刘瞻在多地为官，夫妇俩始
终保存着数枚乌石，以石自励保持清廉初心的动人故事。

唐代名相夫妇为创作原型
据史料记载，刘瞻曾在郴江河畔的乌石矶居住。他秉廉

贤、敢直谏，曾因救助无辜者被贬官。该剧没有正面描写刘瞻
的人生经历，而是从其妻李若水的角度，塑造了一个在清贫
时大力支持丈夫、荣耀时与丈夫一起抵制贪腐、危难时敢于
伸张正义的贤妻形象。昆剧传承了600多年，以表现儿女情长
见长，这类人物形象很少出现。

“知道刘瞻的人不多，关于其妻李氏的记载更少。这是一
种遗憾，也为戏剧创作留下了较大空间。”该剧编剧俞妙兰查
阅了大量史料，发现刘瞻之妻李氏是唐代名相李德裕的孙女。

“她希望丈夫做的是‘民官’，这样一来，李若水的‘贤内
助’形象便有了依据。”于是，俞妙兰通过“卖钗”“闹妆”“誓
谏”“辩冤”等情节，从家庭成长与夫妻关系的角度歌颂了刘
瞻和李若水如同乌石般坚硬、正直、耐得住清贫的高尚品质。

该剧于今年7月5日在长沙首演后，相继在省内和广州、深
圳等地演出了20余场，观众达数万人次。很多观众都认为，该
剧所倡导的清正廉洁、反对腐败的精神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中国意象现代表达
《乌石记》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演王晓鹰担

任总导演。他的创作坚持“中国意象现代表达”的美学风格，
要求《乌石记》既要保留昆剧传统特色，又要融入时代色彩。
为了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王晓鹰对该剧的每个细节都反复
打磨，一句台词、一个咬字、一个手势都不含糊。

“空灵，墨韵。”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季乔在该剧的舞美
设计中， 融合了中西方特色。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认为，

“寥寥数笔勾勒出了一个简洁的舞台意象。”
“昆曲兰花艳，湘昆别一枝。”湘昆是昆剧中独具特色的

流派分支，音乐文雅与质朴兼具，表演优美细腻中显出粗犷
豪放，深受当地人民群众喜爱。该剧作曲、作曲家周雪华创作
的音乐充分体现了湘昆的特色，如李若水所演唱的《二犯江
儿水》的滚迭是早期诸宫调转踏法的遗存。

为了在打磨精品剧目的同时兼顾昆剧的活态传承，湖南
省昆剧团特邀国家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黄炳强饰演刘瞻，
湖南省昆剧团优秀青年演员刘婕饰演刘妻李若水。

中国戏曲学院新媒体艺术系主任、 教授谭铁志说：“《乌
石记》湘昆特色鲜明，剧情紧凑流畅。可以看出，整个创作团
队在视觉创新上下了功夫，进行了视觉符号意象的实验。”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你们想我，就去看我的画”

———浙江美术馆执行副馆长应金飞解读吴冠中画展

文化视点

2018田汉戏剧周
圆满落幕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李
治）10月22日，2018田汉戏剧周在长沙
县星沙田汉实验剧场圆满落幕。 一周
时间内，来自山西、四川、青海和吉林
等省份的19个剧种近40个节目约50位
演员在这里激情演出，剧场566个座位
天天爆满。

当晚，揭晓了武生、武丑、武花脸、
武旦、刀马旦、彩旦等行当的“状元”。
其中，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学生付祖田
获得武生组“状元”。他高兴地说，能代
表湘剧在高手如林的全国赛事中获
奖，特别感谢学校的老师们。据了解，
这次戏剧周由中国田汉研究会主办。
把一流戏剧家请进来， 是田汉家乡长
沙县弘扬传统文化、 实施文化惠民的
一大举措。

今年来，长沙县全力打造“田汉大
舞台”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县级有“五
彩星沙”系列广场文体活动，已成功举
办金茶艺术团专场展演、 五彩星沙艺
术团专场展演等活动。乡镇（街道）有
福临之夜、 安沙欢乐大家唱、 多彩江
背、北山大舞台、金井喜乐会、湘龙百
花剧场、田汉大戏台等文化品牌，还有
村(社区)文化艺术节。县文广局负责人
介绍，全县约三分之二的村（社区）办
起了文化艺术节。此外，农村公益数字
电影放映已覆盖全县每个村（社区），
今年已放映3000余场；“送戏下乡”活
动也经常在各地举行。

女书大型史诗剧
《八角花开》首演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陈健林)10月20日晚，江永
县首部以女书为主线的大型史诗剧
《八角花开》，在该县凤凰广场首演。这
是首次以史诗剧的方式， 向观众展示
女书文化魅力。

女书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性别
文字，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过去会写女书的女人被称为“君子
女”，而“君子女”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图
腾———“八角花”。史诗剧《八角花开》
是江永县政府推出的文化产业项目之
一，由《成长歌》《坐歌堂》《我心光明》
等13个篇章组成， 表现女书文化对女
性精神的浸润。该剧历经5个多月精心
打磨而成，由本土800多名群众演员表
演。 参加江永女书文化旅游节的近万
名游客观赏了该剧首场演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动作要到位，表情要到位。面部的
表情，要表现出角色紧张、惶恐，而又无
奈的心情……”近日，祁阳县祁剧团排
练厅， 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年女老师，一
丝不苟地给青年学员讲戏、排戏。知情
人介绍，这位老师叫袁祁利，是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祁剧拯救的大功臣。

祁剧是湖南省传统地方戏剧种类
之一， 因形成于祁阳而得名。40年前,其
流传区域较为广泛， 除衡阳、 永州、怀
化、邵阳、郴州等有祁剧演出班社之外，
不少祁剧班社还到外省演出，一度形成
“祁阳弟子遍天下”的鼎盛局面。

袁祁利是祁阳县城关镇人，1966年
出生，1978年考入县祁剧团青训班，3年
后登台表演， 这时正值祁剧的兴盛时
期，祁剧票一票难求。袁祁利嗓音清亮，
耐唱难嘶，旦行武功扎实，很快成为剧
团的台柱、县里家喻户晓的明星。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祁剧面临尴
尬局面，门票卖不出，工资没着落，大家
纷纷自谋出路。袁祁利也放下“明星”身
段，摆夜宵摊，卖臭豆腐。

一天， 袁祁利在家里整理物品时，
翻出一大摞获奖证书和剧照。 见此，袁
祁利大哭一场，她想，祁剧难道就这样
没落了？

袁祁利得知祁阳、祁东农村有红白
喜事请祁剧班子演出的传统，决定组织
大家到农村表演， 让祁剧发扬光大。让
袁祁利没想到的是， 剧团70多人只有4
个人响应。她铁了心要重振祁剧，邀请
剧团已经退休的老乐师、 老演员出山，
拉起一支祁剧队伍，发誓拯救祁剧。

只要有戏唱，袁祁利不论报酬都接。
大家扛着大包小包坐班车、小货车、牛车
下乡。没有化妆间，露天解决。土台、空地
上都留下他们表演的身影， 这也让袁祁
利的表演越发精湛。袁祁利的坚守，终于
迎来了国家重视地方戏曲的春天。

1997年，袁祁利主演的祁剧《独钓

寒江雪》， 获得第二届全省新剧目汇演
三等奖。此后，袁祁利主演的祁剧折子
戏《活捉三郎》、祁剧昆腔《十五贯》等都
在省里拿奖。一些演艺公司闻讯开出30
万元的年薪，力邀她加盟。袁祁利却说，
她的根在家乡,要永远为老百姓唱戏。

2010年，祁阳县为保留这一古老的
剧种，招收27名学员传承祁剧。袁祁利
主动请缨培训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孩
子们。学员李凤娇等没有练功服，袁祁
利自掏腰包给他们购买，自己出资带他
们到长沙等地观摩。大家到省市参加汇
演、比赛，袁祁利通宵达旦创作新剧本，
无怨无悔。 今年16岁的刘紫钰告诉记
者：“我不小心扭伤， 袁老师给我买药、
擦药，把饭菜送到我手上，比我妈妈还
要亲!”

近年，袁祁利的学生李凤娇、刘子
渝、周湘娟主演的祁剧《拾玉镯》《贵妃
醉酒》等在全省大赛中获奖，被评为优
秀青年演员。袁祁利说，她最开心的事，
就是看到祁剧后继有人。

校园书法展
10月23日，龙山县高级中学体育馆，学生在观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书法展》。该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138件，是从近2000

幅全县师生创作的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全面展示了龙山县书法教育成果和广大师生的书法素养。 曾祥辉 摄

袁祁利：祁剧坚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