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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良君

2018年岁末，我到湘潭参观《齐白石
作品回乡展》。 展厅玻璃柜里，聚光灯下，
一方印章上“故里山花此时开也”概括了
这次展出活动的主题。

湘潭是白石老人的故里，这位艺术巨
匠的120余件画作， 其中有故宫博物院
“院藏”20件，回到故乡隆重展出，是中国
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更是白石老人故乡人
引以自豪的盛事。

展出不仅有作品和文字介绍，还成功
地运用了声像等高科技设施， 形式多样。
在一个有遮光设施的展室里，屏幕上展现
的一个个姓名吸引了我：胡沁园、胡仙谱、
胡光、胡元、陈少蕃、谭溥、黎培銮、黎锦
熙、夏寿田、黎丹、黎承礼、罗醒吾、罗真
吾、王训……白石“廿七年华始有师”，他
们与齐白石“亦师亦友”，都曾给初涉画坛
的齐白石以引导、支持。没有人物图像，名
号后面的籍贯， 几乎一律是：“湖南湘潭
人”。 我却看到了名字后面一位又一位鸿
生巨儒睿智的目光、儒雅的气度……

花雕木匠出身的齐白石， 何其幸运！
一个丰富且优秀的湘籍“朋友圈”成就了
他。文学家胡沁园，堪称齐白石的伯乐，被
他称为“平生第一知己”，是他慧眼识珠，
接受白石为自己的门生；书法家、篆刻家、
诗人、“黎家八骏”父亲的黎培銮，是齐白
石治印的第一位师友，与黎“常共晨夕”的
齐白石， 一生中第一枚闲章就创作于黎
家；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是齐白石
37岁时跪拜的、 继胡沁园陈少蕃之后的
第三位老师，也是湘潭人。

齐白石的成功，得益于这一干良师益
友，更与他的勤奋、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孜
孜追求密不可分。“家贫，灯盏无油，常燃
松枝与沁园师外甥黎丹谈诗；又从朋友王
训处借白香山《长庆集》借松火光诵读。 ”
这话记载的，是齐白石而立之年时仍在努
力读书的情景。 齐白石后有《往事示儿辈
诗》曰：“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

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
可以证实。

让我在展室里流连多时的， 还有轮
回播放的齐白石“五出五归” 的幻灯。
追随着屏幕上移动的图标， 我跟着不惑
之年的齐白石远游上海、 苏州、 南京、
西安、 南昌、 桂林、 钦州、 广州等地。
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了齐白石对祖国的
了解， 激发了他满腔的爱国之情， 为其
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 “在
钦州， 郭葆生留齐白石教其姬人学画，
并为其捉刀作应酬画。 郭喜收藏， 齐白
石得以临摹八大山人、 金冬心、 徐青藤
等人画迹。” ……这些广结良师益友的艺
术活动， 在“五出五归” 中不胜枚举。

“衰年变法”是齐白石堪称典范的艺
术实践。 为躲避匪患，年逾天命的齐白石
举家来到北京。 那时，没有几人理睬他这
个从湖南乡下过来的画师。清代画家黄慎
的画作让齐白石深刻反省自己过去创作
一味求“像”，决心将自己前30年之所学
全部“归零”，一切从新开始。所谓“衰年变
法”，实指此。 这一“变”，竟然就是10年！
齐白石的《白石诗草》云：“余作画数十年，
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
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部快心时
也。”可见其决心之大、意志之坚！其间，齐
白石先是研究吴昌硕的花鸟，细心品味其
笔墨、构图与色彩，但也不是照搬，一心在
“像”与“不像”上多琢磨，努力让自己笔下
的动物和山水活起来。他的虾，酷似真虾，
比水中的真虾还活泼、化繁为简，更有灵
气、更有质感；他也如毕加索一样画鸽，毕
加索笔下的和平鸽，翅膀在抖动，齐白石
的和平鸽是静态的，观赏者仍能感觉到那
翅膀在抖动……

“衰年变法”对于齐白石犹如浴火重
生。一位“世界文化名人”由此诞生在中华
大地，人们很快迎来了白石老人一系列如
同李白、杜甫诗句一样脍炙人口的旷世之
作：《墨虾》《蛙声十里出山泉》《枫叶图》
《雏鸡出笼图》……

晓华

“惟有中庸/能成大项/世事无常/万般缘来/岁月戏人/不堪细想/
顺其自然/得失有天……” 冬日暖阳， 闲来无事， 范柏魁信手写下了
这一行行文字。 与其说是诗句， 不如说是他对人生的感悟与践行。

今年68岁的范柏魁是一位书法家。 虽曾在省直机关担任过干部，
但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书法人生。 范柏魁人称“书法教官”， 此名号
的由来， 缘于他18年的军旅生涯。 范柏魁出身平民家庭， 17岁参军，
服役于广州军区。 因写得一笔好字， 又积极向上， 部队选送他去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深造4年， 后又参加专业培训， 学习英语、 斯瓦西里
语、 越南语等。 按照既定规划， 学成之后， 他将随军前往非洲某国
执行和平任务。 可命运“撞” 了一下他的腰， 因非洲某国发生动乱，
这项任务无限期推迟。 在部队， 范老主要就职于政治处、 宣传处等
部门， 他的书法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战士们跟他学习书法很是受用，
“书法教官” 声名远扬。 直到他转业并任职于省贸促会， 他的外语专
长才稍微有了施展的机会。

他对书法的热爱与追求， 随时随地都一如既往。 受父亲的影响，
他6岁开始临欧阳询、 王羲之、 米芾等名家书法———那个年代， 写得
一手好字是可以引以为傲的。 当然， 从“好字” 升华到书法， 勤奋
与天赋缺一不可。 一有时间， 他就沉浸在书法的空间里， 尽情挥洒。
对书法的痴心， 并不妨碍他的工作， 无论是在部队， 还是在地方，
书法与他的工作可谓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书法教官” 一手中国
书法技艺， 在迎来送往的贸促会活动里无形中增色不少， 以至于两
岸三地及东南亚的客人们常以拥有一幅范柏魁“翰墨” 为荣。

范柏魁面容清癯， 仙风道骨。 他那挺直的腰板， 一看就知有行
伍经历。 他做人也如此———耿直， 豁达， 简洁。 除了书法， 他还爱
拉拉二胡、 写写诗。 热心于公益慈善， 亦是他做人本色与应有的担
当。 淡泊可以明志， 偶尔激情磅礴也未尝不可。 所以， 他的书法艺
术龙飞凤舞， 行云流水， 柳骨颜筋， 形神兼备， 颇具美感。

近年来， 范柏魁有些“移情别恋”， 又对花鸟山水画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 他笔下的鱼虾依稀能看出白石翁的风格， 灵动大气， 饶
有风味， 呈现出“书法教官” 细腻、 柔情的一面。

荣彩春

中国水墨画乃中华民族传统瑰宝， 其写
意精神是区别于西洋画的显著特征。 写意，
顾名思义， 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用笔墨写
出来。 我认为， 作者要通过水墨的方式表情
达意， 就贵在用心。

用心去扩大视野。 平时要用心去学习各
方面知识， 注意博览， 注重观察， 注力研
究， 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层面， 丰富自己的
内心世界， 提升自已的综合素质。 只有这样
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立意高远， 内涵深刻。

用心去研究作品。 要多看别人的作品，
特别是名家的作品。 从内容到形式反复揣
摩、 潜心研究， 从中取出精华， 去除糟粕。
长此以往， 必有大获。

用心去临摹名作。 临摹是学画的必要途
径， 不可或缺。 我认为， 临摹分手临和心
临， 而心临比手临更重要。 如果单是手临，
学到的只是技巧， 但悟不到真谛， 绘画水平
就难以产生质的飞跃。

用心去创作作品。 中国画是写出来的，
不是画出来的。 写， 就必须用心去思考。 每
幅画作， 从构图、 立意到技法， 都要用尽心
思， 呕心沥血， 切不可有丁点的马虎。 长期
这样创作， 出好作品的几率才大。

如果是用心去画画， 就会没有了尘欲的
念想， 没有了名利的追求， 没有了世俗的负
累。 就会超脱， 就能养性， 就可修身， 也就
成了一项享受快乐的活动。 这是人生求之难
得的。

吴学安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上，主旋律电影迎来高光时刻。 101位大
众评审现场投票，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各大奖项悉数出炉。 最终，《红海行动》
一举拿下最佳故事片奖、 最佳导演奖等
五项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延续这
一闪耀时刻的吴京和陈瑾分别凭借两部
主旋律大片《战狼2》《十八洞村》拿下“最
佳男女主角奖”，《建军大业》则获得 “优
秀故事片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
电影与商业电影并不矛盾， 同样可以做
到叫好又叫座。

主旋律电影是近年来中国电影的重
要话题，积极倡导的结果是出现了不少有
价值的创作，而一些动人的成功之作更是
巩固了这一命题的地位。 如近年来，经过
编导们精心策划、潜心创作，一批讴歌社
会正能量、振奋民族精神的影片陆续制作
完成，并将先后在全国上映，《永远的焦裕
禄》《天上的菊美》《世界屋脊的歌声》《真
爱》《兰辉》《卒迹》《大地赤子史来贺》《一
号目标》等一批影片，用现代电影手法渲
染出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意味的人物画卷，
为主旋律电影创作拓展了新的空间。

早在1987年中国电影局就提出 “弘
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口号。 主旋律
电影就此诞生。 它是指以弘扬社会主义
时代旋律为主旨， 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
意志和催人奋进的力量的影视作品。 因
此主旋律影视在价值观念上， 更多地承
载着当今社会的积极向上的主流意识形
态。 虽说主旋律影片实现普遍叫好仍是

件极其难得的事， 但观众希望有更多的
主旋律优秀之作青史留名， 编导们应当
有积极的措施和正确思路， 在多样化的
前提下倡导主旋律。 现在，国产电影的艺
术创新越来越趋于成熟， 这不是指那些
高票房的“黑马”突然杀出，让人看后目
不暇接，眼花缭乱、听别人说好人云亦云
那种，而是指一些传统题材的电影，特别
是市场向来不大看好的主旋律影片在创
作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中国电影一直是塑造中国式好人 、
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强大推手，《周恩来》
《焦裕禄》《张思德》《杨善洲》……这些令
人难忘的优秀影片无疑在观众心目中留
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光辉形象。 然而，
许多人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之间似乎老
是有一道裂缝或者鸿沟， 好像好人与他
人永远是对立的， 好人要做的事并不是
今天社会人想去做的， 好人的思想高度
常人是难以效仿的。 实际上，好人不能游
离在外， 好人与当下社会人群内心深处
应该有深刻的对接。

主旋律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想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似乎是一个难题，
这些作品如何有艺术性和观赏性就显得
更重要。 无论是英模人物还是好人形象，
都要落地， 应该生存在我们整个社会所
信奉的活生生的价值体验里。 无论是从
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大的方
面考虑， 还是从提高观众的审美趣味和
鉴赏能力等小的方面考虑， 我们需要那
些“边缘”的但丰满、写实的电影，需要那
种似乎“过时”但深刻聚焦人性、人情、人
心等永恒主题的“主旋律”电影。

艺林风景

故里山花
此时开

粉墨春秋

“花脸”李永顺拜师记

李永顺拜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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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谦

鞠一杯清茶，拜一代名师。
2018年的岁末， 上海京剧院会议厅座无虚

席， 上海京剧院与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结
对共建合作仪式暨尚长荣收徒、 李永顺拜师仪
式在此举行。 尚长荣先生对敬茶的李永顺打趣
道：“湖南话里，‘谢谢’怎么讲？ ”并笑着接过茶，
接受了李永顺这位徒弟。 尚长荣先生感慨：“今
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沐浴着改革春风成长的
我，没有什么可保守的。敬畏传统，继承传统，激
活传统。 我们携手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
的光彩。 ”

多年来，尚长荣先生虽办过“尚研班”敞开
大门传戏， 前两年更把本单位上海京剧院青年
花脸演员推至台前，将毕生创作的“尚长荣三部
曲”《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毫
无保留地传给后辈。 拜入京剧泰斗尚长荣先生
门下，是很多花脸演员的光荣与梦想，可尚先生
却一直没有正式收徒。 尚长荣此次收李永顺为
徒， 无论对于并非京剧大码头的湖南省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还是花脸新秀李永顺，都是一大幸
事。李永顺激动地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需要
有名师引路指航， 使我们在舞台上能准确把握
人物，洞察人物内心，表演更为成熟。 ”

归了门派，李永顺将一字一腔、一招一式按
照尚先生的路子学习花脸， 将会有一个适应与
矫正的过程。 唱“花脸”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扬长
避短，有所取舍，方能成器；为塑造有突出特征
的角色，对嗓音和念白有严格的要求，比如需要
一个声若洪钟、有胸腔共鸣的宽嗓，又比如要求
吐字、 念工清楚， 把字送到每一个观众耳朵里
去；还有做和打的要求十分繁复；这些都令好的
花脸演员一将难求。

尚长荣先生系“四大名旦”尚小云先生第三
子，5岁登台，至今已有70余载的舞台经历。他的
戏剧人生里， 几乎获得过国内一切重要的戏剧
大奖，不仅3次荣获梅花奖，而且获得了梅花大
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也是当今京剧
舞台上首屈一指的好花脸。他在侯（喜瑞）派、金
（少山）派、裘（盛戎）派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了架
子花脸铜锤唱，铜锤花脸架子演的艺术模式，文
武兼备，唱念做打样样俱全，勿论是传统戏抑或
是新编戏，尚先生演来都得心应手。

一位泰斗级别的师父， 一位德高望重的仁
者，在选择弟子的时候，往往要经过深入的了解

和严格的考察，对李永顺而言，
不亚于一次大考或“过五关斩
六将”。年近不惑的李永顺是中
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曾荣获过
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表演
奖、湖南省戏剧“芙蓉奖”、2018
年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田汉表演
奖等诸多奖项， 演过《李逵探
母》《九江口》《霸王别姬》《将相
和》《宇宙锋》等剧目。 他在去年的新编戏《梅花
簪》中演德亲王，前不久于魁智、李胜素领衔国
家京剧院在长沙举办《名家名段演唱会》上，李
永顺演唱了《九江口之心似火燃》，魁梧的李永
顺代表“湘京花脸”一展雄姿。

20多年前李永顺在戏校时， 就非常崇拜尚
长荣先生， 经常观看和聆听尚长荣先生的录像
和唱段，晚上宿舍熄灯了，他常在被窝里戴着耳
机听着尚先生的《御果园》《大回朝》《李逵下山》
等经典曲目入睡， 梦想着有一天能拜尚先生为
师。 两年前的夏天，李永顺被录取进入“尚长荣
表演艺术研习班”，学习《曹操与杨修》《取洛阳》
两出剧目。心目中的“偶像”成了自己的老师，李
永顺既紧张又兴奋，更令他感动的是，高龄的尚
老师亲自上阵，每天满宫满调、一招一式地授艺
达两个月之久， 不辞辛苦地为学生们传道、授
业、解惑，那叫一个认真严谨。“尚研班”的学习
不仅为李永顺的花脸表演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
门， 还让尚长荣先生注意到了李永顺这个讷于
言而敏于行、上课从不迟到早退的学生。李永顺
有悟性、肯用功、能吃苦且花脸底子好等优点，
给尚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8年3月，“省京” 再次派李永顺到上海跟
尚先生学习《霸王别姬》和《牛皋下书》两出折子
戏。20天的时间，李永顺与尚先生更建立了深厚的
师生之情。 在排练场，尚先生亲自示范。 为了让李
永顺尽快进入角色， 尚先生在家中教戏， 倾囊相
授，这份厚爱令李永顺受益匪浅。李永顺感叹：“虽
然尚老获得无数荣誉，已是业界名家、大家了，可
是他十分低调，待我们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我铭记
着先生的教诲：做平常人，演不平常戏。 ”

简单，与人为善，同事们聚会把做饭的活儿
全包了……在同事们心中，“暖男” 是贴在李永
顺身上的标签。 对待生活实诚，对待京剧艺术，
他的想法同样朴素。他坚信，把师父的精湛技艺
完整地传承下来， 就是振兴湖南京剧花脸行当
最好的方法。

范
柏
魁
作
品

尚长荣先生为李永顺勾脸。

尚长荣先生在《曹操与杨修》中饰演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