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剑东

王震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 浏阳市永红艺术团自
筹资金，以传统花鼓戏的形式，讲述了将军第一次回乡探
亲的真实故事。最近应剧组和市作协的邀请观看了该剧，
颇感其切入现实的重大意义。

传统的花鼓戏，多属于轻喜剧，故多以二小或三小为
戏曲程式的表现手法。《胡子将军》题材重大，突破了传统
的创作思路， 着意挖掘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生活气息浓
厚，以小见大，在语言上下足功夫，既延续了花鼓戏二小
程式的幽默风格，又借用传统的“升堂”程式烘托突出了
单一的主人公形象， 创造了轻喜剧花鼓戏唱“英雄”、唱
“大人物”、唱“主旋律”的一个典范。

王震将军第一次回乡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十年之际。
剧本通过拆彩门、访烈属、放鸭子、种板栗、当红娘、祭英
烈六个小故事，逐一展开，反映了建国后一些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沉渣浮起，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逐渐
暴露的问题，而通过整肃、化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烘托出
了王震将军实事求是、不忘初心、不谋私利、律己从严，坚

持党性、从严要求家属、清
正廉洁的共产党人的高大
形象。

要做到如王震将军这
样，光说套话又是没用的，
只有从细小处， 如剧中的
“拆彩门”“放鸭子”“种板
栗” 等故事桥段所反映指
向的一样，坚决拥护和践
行“反四风”。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违
背了共产党人的性质和宗旨， 是目前社会转型阶段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
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必须像当年的王震将军们那
样，不忘为民服务的初心 ：“如今啊，革命者成了胜利
者，胜利者最怕是忘了初衷，忘了初衷伤群众，忘了初衷
失民心……”

《胡子将军》这部戏用六个小故事串起了“勿忘初心”

和“反四风”这个重大的现实主题。 剧本在艺术上既有传
承又有突破， 剧情丰富， 演员不但有演技且有饱满的激
情，为再现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做出了贡献，
它弘扬了“反四风”精神，教育共产党人勿忘初心，继承革
命传统，坚定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道路。虽然舞美设计还
有瑕疵，仍不失为浏阳文艺创作的又一个骄傲，是浏阳地
方剧种的又一个代表作。

孙太平

和潘锦霞老先生相
识，是因为师弟凌君。他说
他有个师父在浏阳，90多
岁了，书法很好，邀我同去
拜望老先生。 择日我们去
了潘老家， 见老先生精神
矍铄，其书法真力弥漫，心
生敬仰。

潘老在浏阳差不多是
家喻户晓的人物。 一是源
于他的书法确实好， 二是
他乐于为乡邻服务，80多
岁时还提着油漆到处为永
安镇百姓、 村庄题写宣传
语。10年前的上海世博会，
当时已87岁高龄的潘锦霞
的书法作品入选， 这位默
默无闻的乡野书家终于名
声远扬。

潘老家住永安镇丰裕
社区，搭车到集镇，还需坐
摩托车行驶十多里方能到
达，属于偏壤。据说一次有
记者去采访他， 与一个曹姓摩的司机搭话：
“请问你知道你们这儿有个会写字、姓潘的人
吗？ ”“你说的是潘锦霞吧！ ”“曹摩的”不假思
索，准确道出姓名。 此番我也恰巧遇到“曹摩
的”，聊起潘老，他滔滔不绝：“他在我们这儿
可有名了，住哪儿我知道。 他字写得好，我们
这儿谁家开店或是办红白喜事， 都会请他去
写字。 ” 从永安镇中心到丰裕社区十多里乡
道，一路上都能看到他写的宣传栏。“这是我
去年亲眼看见他写的。 ”“曹摩的”指着路边一
处黑板上整版的油漆正楷字：“他一个人写了
好多天，悬着手写，年纪那么大，真不容易。 ”

潘老最拿手的是行楷，厚重端庄，用笔轻
松。他的书法师出有门：“我的老师是一个清
末秀才，叫潘仲青，曾去日本留过学，后当过
国民政府铨叙部委员。 ”铨叙部负责所有公务
人员的铨叙、抚恤、退休及其任免、考绩、升
迁、褒奖等事项。 后来，潘仲青辞官回到丰裕，
在老家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他的字写得好，
在全国都有名气，我跟他学了两年。 ”潘老说，
“我们那时写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
整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日复一日地写。 ”
真正开始写大字，是他回浏阳做教师后。

潘老有点驼背、耳背，做什么事情都慢慢
来。 可一回到工作台前从事书画和诗词创作
时，立马就判若两人：眼也不花了，手也不抖
了，那神情、那状态起码年轻了一二十岁。 这
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应该是一种把书法揉进
生命里的美好样子。

潘锦霞先生不仅精于书法， 诗书画印也
有造诣。他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读诗，退
休后，每天看看书，写写画画，写些诗词对联
赠送给熟人、朋友。 大家你来我往、此唱彼和，
没想到会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60年代，退
休后的潘锦霞与几位老朋友成立了一个诗词
兴趣小组，冠名“夕阳红”，正式开始了“等闲
老去作诗人”的文艺范生活。 为此，潘老再次
开启学习历程，对诗歌格律理论、创作无一不
认真学习。他的诗歌进步惊人，深得淮川诗社
几位老先生的好评：潘先生的诗词轻快自然，
畅达而富有意趣，既有耐人寻味的典雅之作，
亦有让人忍俊不已的诙谐幽默之作。 例如他
的《咏笋》：“峥嵘竞指雨余天，不共凡葩斗艳
妍。 劲节高风俦可比，亭亭玉立碧莲池。 ”

2004年，锦霞老将自己历年来创作的诗
词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诗集《劬园秕稿》。
老人家十分谦虚地表示：“我不是诗人， 更算
不上诗人，只是喜欢诗词而已。 ”而对于绘画
与篆刻印章，老人微微一笑说，书画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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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端

我知道了， 迎春花儿为什么会选择在冬的寒风中绽放———她带着
一种使命，要在这个季节里等待一场美丽的邂逅。 我在想，若能有一种
绽放，可以让时光看见灵魂深处的美丽，那么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也会
选择在孤独中洒脱而决绝地等候，我也会站在岁末的寒风里歌唱，因为
我知道我的歌声里有着不变的期盼。 我看到了，在季节的更替中，有一
种花魂也在时光的尽头守望，那是我生命里的又一个春天。 于是，流浪
了不知多少季的花儿，在岁月的歌谣里，带着雪花，咏着春风，还带着一
点稚嫩的羞涩寻路而归……

在艺术创作的记忆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痴迷与欣喜。 那是上世纪
8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一曲缀满银饰侗家少女的“林中情歌”开启了我
工笔人物画创作的篇章，首件入选省展的《农家乐》记录了村野瓜棚劳
作中的父子亲情，多年坚持创作了一批表现勤劳朴实农家少女的“绿土
风情 ”，在 “铺满红叶的路上 ”，追逐纯全素洁的 “清风雅韵 ”……还有
《圆·美的使者》《村姑》《轻轻风》《芳心》等，在传统工笔技法表现的基础
上追求绘画的装饰性，用女性的温柔，浪漫而厚实地表达淳朴自然的民
俗风情， 其画风得益于原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工艺绘画专业的系统
学习，而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设计，又一次耳濡目染地影响了我
对绘画艺术语言和形式的理解。

1998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我参加了由省
委宣传部组织策划的
纪 念 田 汉 诞 辰 100周
年，以《国歌》为主题进
行“湖南田汉大剧院大
堂壁画方案 ” 竞标活
动，活动要求作品传达
《国歌》思想内涵，在绘
画语言和形式上避免

红色题材的传统审美样式，将历史、现在、未来融为一体，真正将其思想
内涵升华为缅怀过去、赞美今天、昭示未来的“世纪之歌”！ 经过数月创
作，我的《世纪之歌（国歌）》终于孕育出来。 该作品从省内外近百幅竞标
方案中脱颖而出，一次性获得中标采用，博得了省内外专家和观者的好
评，先后入选全国第十届美术作品大展和首届全国壁画作品展，获得省
优秀美术作品展银奖，同时在《美术观察》《装饰》《湖南美术50年》刊登
发表。 有评论称“作品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既表现了历史的凝重和
沧桑，又传达了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又是一季春暖花开，“我依恋生命里的绿，因为她清纯而充满梦想；
我钟爱自然中的绿，因为她清新而充满生机……”2009年春我应邀在英
国成功举办“乡间·情”中国画个人作品展，展出的20多件作品，以恬静
而朴素的艺术语言，描述寄情故土、放歌异乡的笔墨情怀。 不少观者感
叹：仿佛融入了故乡如歌的童话里……那畅快淋漓的水墨画笔，书写着
作者淳朴自然的甜美心境；那色彩斑斓的乡间小景，有儿时童趣的回忆
和梦的追逐；那清韵滴翠的绿荫里，有少女春的耕耘和秋的期盼。 一位
华人艺术家评价：观其笔墨，包含神韵和墨色的相融与松灵动变，使其
作品有如“春草沾露”般的清新润泽；读其画面，不失传统而又奔放洒脱
的艺术形式，有如“春树挂丹”般的风雅明丽。 开幕式上，当地市长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此次画展“是中英两国文化与艺术交流的一个
值得纪念和庆贺的盛典”。 这阶段我大胆尝试了将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与
传统的中国水墨写意及多年潜心研究的工笔人物画线描结合， 虽然还
很不成熟， 但在对传统中国水墨画技法与形式语言的创新突破方面有
了一次难得的体验。

又一个冬去春来的季节，我尝试将泼墨写意花卉与线描人物结合，
弱化了传统绘画中的晕染方式和表现形式， 更多地吸收了传统文人画
的审美意趣，如《迎春系列》变刻意的描绘为率真的写画与泼洒，并尝试
将村姑野花与田园清趣诗化在自然与生命的内在交融中， 作品 《花之
荫》《风之律》等，画面追求律动、清扬的气氛，人物刻画尝试在具象中写
意，以淡墨勾写，虚虚实实，与背景的泼洒炫动有机结合，画面的整体效
果多以主观审美的需要来处理疏密及色彩关系。 我想我所尝试的不仅
仅是技法的转变，更希望是一种境界的提升。

孙婵

初冬的晚上， 我们穿过隆回县热闹的县城，
沿着环城路一路向西， 寻访从事农民画创作的刘
述良、 刘建蓉父女。 从一条黑黑的小路拐进去，
寻到了刘述良家。

刘家父女把作品一张张铺展开来， 并一一介
绍。 父亲刘述良是隆回县七江乡新元村农民， 县
级农民画传承人， 从小热爱民间美术， 中学时期
拜肖祝善为师， 1960年开始随师画农民宣传画，
之后在农民画创作中逐渐有了成果， 代表作 《金
秋季节》 《尝新节》 《童子闹灯》 等分别获得国
家、 省、 市级金、 银奖， 并编入 《中国现代美术全
集·农民画》， 还参加了国内巡展与国外展销。 今
年， 刘述良已经74岁， 因身体原因， 已经很少进
行农民画创作， 但谈及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往年的
创作经历， 情绪高亢。 女儿刘建蓉作为新生代农
民画家， 女承父业， 近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 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农民画大展并获奖 ，
《老鼠盗窝》 入选 “今日中国新农村” 中国百县
农民画大展并获银奖， 《水手》 入选2010年“农
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 全国农民绘画展并被浙江
美术馆收藏， 《画门神》 参加由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和浙江省文联联合举办的“青山绿水中国梦”
全国农民画展并获银奖等等。

纵观刘述良、 刘建蓉父女俩的作品， 他们借
鉴和吸收了传统民间工艺中滩头年画的艺术手法
与表现形式， 多以绚丽的色彩、 生动的形象描绘
隆回丰富多彩的乡土特色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情，
体现了农村现代生活的情趣， 也反映了广大人民
群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从父女俩身上， 反
映出了农民画创作队伍的新老交替， 新生代农民
画家已然崛起， 他们具有更多的专业绘画知识，
追求形式的创新、 题材的多样化和现代性表达，
但他们大都搬离了农村， 缺乏老一辈画家深厚的
农村生活积淀和传统艺术的熏陶， 在一定程度上
使农民画的风格趋于模糊， 缺乏明晰的发展方向。
时代需要新生代农民画家不断充实和完善创作实
践和理论素养， 回归生活沃土， 积极主动地潜心
创作， 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风格， 不断提升原创
能力， 创作出精品力作。

谈及目前农民画的创作现状， 现为县文化馆
干部的刘建蓉表示，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隆回的农民画基本零市场， 使得许多农民画创作
者失去热情， 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作者还在坚持农
民画创作。 同时她提到， 上海金山、 陕西户县、
浙江嘉兴秀洲等地的农民画都已经成为当地享誉
中外的文化品牌， 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规
划与扶持。 比如陕西户县兴建了中国户县农民画
展览馆， 浙江秀洲也加大财政投入兴建了中国农
民画艺术中心， 并制定了一个适合秀洲农民画发
展的长远规划， 并取得每2—3年举办一次中国农
民画艺术节的承办权。 刘建蓉认为， 农民画要健
康发展， 政府的扶持和重视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
可以出台扶持农民画产业的相关政策， 在基础设
施、 队伍培养、 平台搭建、 展览展出、 宣传推广、
市场开拓等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

隆回地处湘中腹地， 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多彩的民俗风情、 灿烂的民间绘画传统， 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有一批农民画作者崭露头角， 其中以
肖祝善、 谭克松、 刘述良、 肖刚善、 肖华等为代
表的农民画作者积极响应各级农民画创作活动，
创作了 《鸡肥蛋大》 《戏竹》 《金秋季节》 《包粽

子》 《一路欢歌》 等一大批贴近生活、 情趣盎然
的作品， 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也得到了众多美
术界专家学者的赞赏。 1988年， 隆回被国家文化
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但是， 在美
术创作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 乡土生活和创作群
体自身发生了许多变化。 农村的生活环境、 农民
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传统
风格模式与绘画创新探索存在冲突， 农民画创作
队伍断层， 辅导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农民画市场
和产业化发育迟缓， 农民画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潮
流， 找到相契合的发展路径？

农民画要求得生存和发展， 就要立足民间，
从今天的生产生活、 文化需求和民间艺术的发展
规律出发， 进行深入探索， 不断丰富农民画的作
品内涵， 挖掘农民画深层的美学形态； 同时， 要
强化农民画的地域特色， 发掘具有文化传承意义
的现代民间美术样态； 通过互联网技术、 文创产
品开发等形式， 把农民画所传达的文化观念、 传
统符号和民俗价值予以传播。 明晰了农民画的时
代价值和文化形态， 中华民族这一宝贵乡土艺术
才能永葆吸引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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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遇春风

一方水土

艺林掇英

艺路跋涉

粉墨春秋

潘锦霞书法作品 （局部）

《胡子将军》的现实意义

《胡子将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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