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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代兴

一根两米来长细柔的竹丝， 如丝线一般穿过
针孔， 银针便从顶端顺着竹丝， “倏” 地滑落在地
上。 若非亲眼所见， 真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演示，
而非魔术。 前不久湖南卫视在展播民间传统技艺
时， 肖体贵应邀作了这个独门绝技的表演。

肖体贵不仅仅只是止步于将竹子剖细削软，
他最擅长的， 是将细竹通过手工繁复而细密地编
织成一幅幅不可思议的美术图案与书法作品。 如
绒线般纤柔的竹丝， 因竹子颜色深浅不同， 而分
为青篾与黄篾。 整幅作品， 仅仅凭借这青、 黄两种
颜色的差异， 通过提压绞结等方式编织出了人物
肖像、 飞禽走兽、 山水花草和书法艺术， 乃至大字
套小字的复合式书法作品。 站在肖体贵竹编工艺
品前， 你不能不惊叹这神奇与精美的创作， 是怎
样一线一丝精妙地编织出来的呢？ 如果说是刺绣，
却不见一竹一丝反转弯曲， 如果说是织锦， 却又
不见一丝一竹堆砌重叠。 浅浅的黄篾与翠翠的青
篾， 如经纬一般倾斜、 交叉着条缕清晰地纠缠在
一起， 呈现出了人物的轮廓、 花鸟的倩影和书法
的图案， 如江河般的翻腾。 站在远处一看， 你仿佛
才回过神来， 找出了对比的效果， 这才分辨出编
织者背后的匠心。 有时候， 你需要侧身而立， 逆光
相向， 才能更加清楚地识别出来， 这竹编上的图
案或书法， 它们若隐若现， 若即若离。 为纪念粟裕
将军诞辰一百周年， 作为家乡手艺人的肖体贵手
工编织了一幅精美作品 《常胜将军》。 2015年7月
这幅作品被评为湖南省“最具推广价值的工艺美
术品”。

在肖体贵的工作室内， 到处挂满了各式各样
的手工竹编作品。 肖体贵从1960年便开始跟随父
亲肖玉学习竹编。 他曾在 《会同县志》 上查到， 父
亲肖玉在新中国成立前编制了一幅文天祥 《正气

歌》 的条幅， 并被卖到了国外。 这也使他下定了决
心要编制一张这样的席子。 2005年， 肖体贵花了
整整一年的时间， 用每厘米12块竹篾的精湛技艺，
编织成大型竹编挂屏 《文天祥与正气歌》， 挂屏长
224厘米， 宽76厘米。 这幅挂屏不仅编织了文天祥
的半身像， 还编织了300多字的 《正气歌》 歌词，
字迹清晰， 人物传神， 充分地表现了南宋民族英雄
文天祥大义凛然、 正气英豪的坚贞气节。 更为惊奇
的是， 这幅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出不同的效
果。 顺光看， 字画给人以极强的立体感， 逆光看，
字画有如碑刻嵌凿， 精致有力。 从艺50多年来，
肖体贵所制作的实用竹器和人物字画多次参加过
县地省及国家级工艺美术展览， 获奖无数。

肖氏竹编自太祖肖正淮开始以手工竹编技艺
谋生， 迄今已传七代， 两百余年。 平面传统编织技
艺到第五代肖乾昌时， 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 凉席
上便能运用篾丝不同层次的竹篾本色编织出各种
图案， 发展到肖体贵这一代， 已经可以做到字里套
字的境界。 作品 《常胜将军》 就是一幅字里套字的
典型代表， 这幅作品利用当地的水竹制作而成，
“常胜将军” 四个大字内就套了很多小字。 肖体贵
说， 这幅作品耗时2年多时间才全部完成。

如今， 肖体贵已70多岁了。 谈到如何传承肖
氏竹编， 他表示， 由于肖氏竹编属于纯手工， 耗时
长， 招收徒弟需要有悟性。 目前肖体贵的儿子肖正
清已经跟着父亲学习了3年多竹编， 虽然还只了解
了竹编的基本编制方法， 但他对未来却充满信心。

肖体贵甘于清寂的生活， 全身心投入“肖氏竹
编” 的艺术研磨。 一幅八平尺的作品， 他要花上一
两年时间才能编织成功。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
东西南北风。” 洁净坚贞的翠竹， 出自深山， 摇身
一变， 成为一件风雅的艺术品， 它之所以清姿雅
韵， 顾盼摇曳， 还有赖于打磨它的人， 是一位清雅
淡泊、 坚韧不拔的民间工匠。

迟美桦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大千世界，熙熙攘攘。 这个世界的
男人和女人们都不能逃脱自然界的规律———老去。 然而，艺
术国度，所谓的“巾帼”和“桑榆”，只能代表艺术家的性别与
年龄。 作品就是艺术家生命力的表征，也是他们心灵对外部
世界的最好投射。

2018年11月9日上午， 长沙市2018年度文艺创作扶持
项目《心镜———艺术无桑
榆》， 湖南十位女艺术家精
品展在纸本艺术馆隆重开
幕。该展览汇集了出生于上
个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
初的湖南10位女画家肖小
源、郑小娟、蔡皋、陈巽如、
唐明立、谢丽芳、郑宝雄、刘
怡果、陈丽芳、欧阳慧玲的
精品力作，共计80幅。 其中
既有她们对自然、 对生命、
对人性的关爱，也有女艺术
家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
析和告白，且在释放出各自
情感的同时，流露出了她们
对社会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不论是她们的水墨、 油画、
版画创作，还是儿童读物的
绘本或是插图，不仅有效地
反映出了她们对现实生活
与精神世界的见解，同时也
呈现出了这一时段湖南女
性视觉艺术创作，甚至是中
国女性视觉艺术创作的轨
迹和文化脉络。更是呈现出
她们的对艺术创作的执着
和热爱。

1938年出生的肖小源
带着她的版画作品来了。她
说：“每天只知道沉浸在创
作里，收获着艺术带来的喜
悦和新奇，尘世的功名利禄
和生老病死都看淡了。 ”耳
聪目明、 腰板笔挺的肖小
源，性格爽朗，说话声音洪
亮。 她此次参展的版画作
品， 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 也有近年的新作品，给
人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
1940年出生的郑小娟带着
她的工笔画来了，鹤发童颜的画家，明丽纯真的画卷，画如
其人；同为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唐明立，她的油画作品和她
的人一样，高贵典雅，仪态万方；而湖南省女画家协会主席
谢丽芳，这次带来的都是近两三年里创作的新作品，风格清
新，充满了笔墨精神和时代气息……

建国以来，湖南女画家兢兢业业工作在我省文化、教育
和出版等各个领域， 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有影响的美术作
品，她们的艺术创作能力和人文情怀令人瞩目，如邵一萍、
周昭怡、陈碧野、陆露音、卢叶子、肖惠祥、肖小源、陈行、张
延、郑小娟、蔡皋、陈巽如、谢丽芳等等，均为湖南的文化艺
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觉表达了
各自对现实生活对生存环境及精神世界的见解与情感，呈
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环境湖南女性视觉艺术的轨迹和脉络。
如肖小源的版画《苏区妇女解放歌》、郑小娟的工笔画《山
雀》、谢丽芳的《俯瞰世界的一只鸟》以及蔡皋的《女孩与花》
系列、陈丽芳的《出水芙蓉》系列等等。

与男性艺术家相比， 女性艺术家既天然独享与生俱来
的女性意识， 又具有被文明塑造成超越现实功利自由逍遥
的人生观， 这两个原因使当代女性艺术家拥有更独特更自
我的艺术与审美视界。 女权主义理论奠基人西蒙·波娃认
为，女人作为弱于男人的第二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文明
塑造的。 按照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女人因此也具备了有别
于男人的柔性和韧性。 正是这种独特的柔韧性，使女性文艺
家更少急功近利， 天然拥有超越功利逍遥自在的艺术独立
与纯粹。

生命是女性艺术永恒的主题。 爱生命，爱自然，爱
家乡……爱，便产生责任。她们都有着这个时代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她们还是画家。 虽然
她们的绘画风格和创作手法不尽相同， 但她们都在以女性
特有的方式阐述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表达着她们的
梦想，以及对于生命存在的发现和感悟。 正如谢丽芳所言：
“如同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体的艰难和倔强地成长，这种原
初的冲动预示着的，将是又一个艺术春天的到来。 ”

著名画家、 艺术评论家李蒲星在为这次画展写的《序
言》里有这样一段话：“艺术的本质是如其人。 艺术事业是青
春年少的事业，更是艺术家终身事业，随心所欲不逾矩，老
夫聊发少年狂， 说的都是饱经沧桑参透人生的长者相对于
年轻人有更宽广的精神与心灵的自由自在空间， 这也就是
为什么画家的顶峰往往都是在晚霞时段的原因。 ”

艺术的本质是如其人。 在艺术的国度里，没有巾帼和须
眉， 也没有所谓的桑榆唱晚。 这里只有追求和挚爱艺术的
人。 艺术即人类生命意识的表现。

常瑞芳

根据帅孟奇生平真实事迹创作，由我省著名编剧
汪荡平、孙海云根据汉剧《帅大姐的故事》（编剧杨任
重）改编的常德高腔《帅孟奇》参演第六届湖南艺术
节，于10月22-23日在株洲倾情演出，获得了新创大型
舞台剧目展演剧目奖。 这是一部带有纪实色彩的（戏
曲）正剧。 该剧记录了帅孟奇从青年、中年、老年三个
不同的年龄阶段，几乎涵盖了百岁老人的大半人生。

“高山高岭出好茶，平湖清水生荷花，湖南常德
汉寿县，有一个妇运先驱，天下母亲，革命老人———
帅妈妈!”悠扬清脆的山歌声中，《帅孟奇》大幕拉开，
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舞台一角，坐着具有浓郁地域
特性的常德丝弦的说唱班子，演员甜脆圆润的嗓音
开始说唱故事，薄纱幕后面，一尊由演员扮演的帅
孟奇雕像耸立……

帅孟奇1897年出生于常德汉寿，《帅孟奇》一剧
是为了纪念帅孟奇诞辰120周年而作， 由帅孟奇的
家乡汉寿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创演，表
达了汉寿人民对她的深切缅怀。 该剧采用了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常德丝弦”作为串场词。 用常德丝弦
作为特有的艺术形式在时空转换间串连全剧。

剧中，丝弦弹唱主要是说唱故事，通过朗朗上
口的语言声腔变化推介事情的发生与发展，采用的
是开放式粗线条的表述方式， 交代人物事件的经
过，让观众在自己的脑海中呈现场景，明白事情的
走向。 戏剧表演则是通过戏剧情景的设置，再现特
定时间、地点、人物的事件场景，完整地表现故事情
节的经过，精雕细镂地刻画了帅孟奇这个人物的内
心情感变化。 以戏剧结构表演为主，常德丝弦说唱
形式为辅，两种不同的样式珠联璧合地组合在同一
部戏曲中。 在音乐上，每一场戏的幕间唱中杂糅汉
寿民间小调。 地方色彩浓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愉悦感。
帅剧的编剧舍弃了完整的故事情节， 主要撷取

帅孟奇人生中四个重要片断来概括她一生中所坚守
的信仰与追求，每一场戏说一件事，展示一个特定的
时代背景，展现不同的矛盾冲突。 编剧以人物本身的
个性出发，独特地表达某种情感诉求，人生信念的执
着，舍小我成大家，揭示帅老的高尚品质，从几个侧
面较全面地呈现了帅孟奇的艺术形象。

第四场，在家乡找到了与帅孟奇有着血脉亲情
的亲侄孙女，帅老非常高兴。 帅老了解到，自己的侄
孙女并没有读多少书， 被安排在学校当体育老师，
她觉得误人子弟。 她先对毛毛作了严肃批评，再劝
说侄孙女，后拿出自己的积蓄，鼓励侄孙女自力更
生，“现在土地承包了，你拿着这个钱，去买一群小
鸡崽，鸡崽长大了生蛋，蛋生多了再孵鸡崽，慢慢地
发展成一个养鸡场，那几多好！ ”老年的帅孟奇是这
个戏的中心，她亲侄孙女的找到，在情感上使帅老
似乎找到了一种寄托，但剧情骤转，舞台上帅老颤
颤巍巍，恭恭敬敬向侄孙女的鞠躬，“给孙孙鞠一躬
有事相请，请孙孙帮奶奶走好最后这一程”，完成了
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主题呈现。

帅孟奇这个人物舞台形象上年龄跨度比较大，
剧中年轻的帅孟奇和年老的帅孟奇分别由杨兰芳和
高建华扮演。 高建华从艺40多年，多次获得国家、省、
市艺术表演奖，曾任剧团团长，现退休多年，但仍活
跃在舞台， 深受观众的喜爱。 杨兰芳是高建华的学
生，嗓音条件非常好。 在这部戏中，高建华不仅言传
身教，而且身体力行。 她饰演的帅老是88岁的高龄老
人，帅孟奇本人身体健康，身材高挑。 在形象设计上，
她穿一件风衣来衬托帅老的高大矫健； 一条红围巾
则显示了她的内心情怀；一根拐杖，即符合帅老的年
龄。在第三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句“找上门去哟
要与小妹话家常”里三个动词，“找”“要”“话”，她的唱
腔字里行间的处理格外细腻，充分展示了她的主动、
执著与亲切，表达了她行为的态度和目的，同时表明
了帅老作为我党高级别老干部的磊落情怀， 位高但
不忘旧日情分，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哟”字，高建华运
用了地方小调汉寿山歌的演唱方法放腔，韵味深长，
有一种空廊回音的妙意。 她于歌声中上扬收腔，双手
扶拐杖一个漂亮的亮相，把一个宽容大度、温和乐观
的革命老妈妈艺术形象呈现在观众眼前。

《帅孟奇》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
术风格，运用蒙太奇片段式分镜头模式，在戏剧舞
台上矗立起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博大母爱、磊落的
胸怀、严格自律的帅孟奇的立体形象，是一部充满
正能量、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现代戏曲作品。

杨福音

文人和画 ， 两者的关系甚为
密切， 可以说是一个事情的两个
方面。 作为一个中国画家 ， 必得
通文学。 否则， 这个画家便根基不牢， 创作的生命不会长
远。

宋代苏轼是个绝顶的文人， 加上他天赋的才子气， 故
他拿起笔来作画 ， 便在中国绘画史上占了一个重要的地
位。

明代自董其昌提倡文人画， 就有了清四僧的渐江、 石
溪、 朱耷、 石涛和后来的扬州八怪。 这些人也无不是通了
文学上的事， 才以文人作画的姿态面世。 像扬州八怪之首
的金农， 他在文字和诗文上的建树也留有重要的一笔。

早些年， 国内出现新文人画， 我就有点怀疑。 当然，
新文人画出来以后， 有些搞理论的人用所谓陈旧、 过时、
延伸传统走不到现代来否认新文人画， 这种讲法我是不赞
成的。 但我认为的新文人画， 既不是旧文人画的翻新， 也
不是时下的新文人画。 我所强调的并非指一种绘画形式，
而是画家自身的文化修养。 新文人画这个概念， 可分为三
个部分 ， 即新—文人—画 。 也就是说 ， 作为一个中国画
家， 要跨进文人的行列， 要有一个新的面目。 如果用这样

的标准来衡量， 这些年的中国画家
便很少有人称得上文人， 更不要说
称得上新文人了 。 为什么这样说
呢？ 因为作为当代的文人画家， 总
得对先秦文学、 唐诗宋词元曲、 明

清笔记小说以及自鲁迅以来的现代文学和时下的文学状况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否则， 无法称其为新文人。

这样说， 很可能会有些人不高兴， 怪我从根本上打击
了一小片。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只能把真的情况摆出
来。 试问， 国内的美术院校， 凡开有中国画系的， 有谁把
文学上的事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画系毕业的学生有哪
几个对中国文学的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再则， 当代所谓
的快节奏生活， 让许多画家来不及全面地做功夫， 能坚持
画画的人算是很不错的了。

说现在的中国画家中难得有文人， 未免也讲得太绝。
我看黄永玉就很值得中国画家学习， 他的诗他的散文都是
很纯正的， 与一些在唐诗宋词里寻章摘句然后题在画上便
号称有文气的画家真是有天壤之别。

作为一个中国画家， 必得要过 “文人” 这一关， 然后
好的作品方可出现。 这除了要有点天生的才气外， 后天的
读书至关要紧。 中国新文人画出现之日， 便是中国绘画发
展之时。 我有这样的期待。

一
方
水
土

“肖氏竹编”的
清姿雅韵

艺苑掇英

艺术的“巾帼”与“桑榆”

谈艺录

文人和画

郏
宝
雄

︽
女
孩
︾
岩
彩
画

陈丽芳 《荷塘晓雾》 中国画

蔡皋 《女孩与花·1》

刘怡果 《赏花图》 中国画

陈巽如 《岁月不留痕》 中国画

唐
明
立

︽
鸡
冠
花
之
三
︾
油
画

粉墨春秋

《帅孟奇》：独特的文化视角
鲜明的地域色彩

《帅孟奇》 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