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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迪

我对广播剧情有独钟。 广播剧是听觉艺术， 通过
声音来讲述故事， 塑造人物， 表现思想与情感。 在表
现手段多样化的今天， 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 广播剧
实在不太讨喜。 实事求是地说， 近几年以来， 好的广
播剧， 特别是题材重大、 视野开阔、 内容丰富而又故
事鲜活、 情节生动的广播剧是并不多。 在这样的背景
下， 我听到了由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创作播出的广播剧
《铜官谣》， 令人欣喜。

《铜官谣》 故事完整， 内容丰富， 内涵深厚， 人
物形象鲜活， 情节曲折生动， 语言明白晓畅， 富于表
现力， 充满时代与生活气息。 听得出来， 创作者一定
是浸润广播剧多年， 深知其中三昧， 既对时代精神与
当代生活深有体察与感悟， 又对历史文化有独到研究
与观照。 故事如此这般展开来： 在“一带一路” 倡议
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背景下， 长沙铜官窑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樊官生一家来了两位客人： 一位
小伙子林阿迪， 来自遥远的非洲东海岸， 一位少女美
智子， 来自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他们的到来， 搅动
了现实生活， 也拨动了历史与未来的琴弦。 写实的叙
事自然而巧妙地融进了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林
阿迪为了拜师学艺而来， 因为他所在的非洲部落， 很
多人没有文化， 找不到工作， 他爸爸和几个朋友一
起， 在当地开了个陶瓷工厂， 产量不高且质量不好。
拜师学艺的过程曲折坎坷， 但“精诚所至， 金石为
开”， 终于促成了铜官窑与非洲“热土” 的合作。 在
此过程中， 林阿迪、 美智子和樊官生的女儿樊小娟一

道完成了一件颇具创意的作品———“万国海贸图” 大
缸， 缸表面用浮雕的表现手法再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
阔场景。 这件作品被推荐参与“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
大赛。 美智子的到来， 触动了当年日本侵华的悲惨历
史记忆———美智子的爷爷研究铜官窑几十年， 她家里
收藏了一只非常珍贵的题诗壶， 上面题着“君生我未
生， 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诗句
明白如话而又寓意深远， 引人遐思。 这只题诗壶是当
年日本侵华时他爷爷从樊家抢走的。 随着故事展开，
美智子的父亲亲自归还题诗壶。 铜官窑的非凡历史和
珍贵价值， 也因美智子的到来得到更多的表现……

剧中人物语言以及旁白都非常精彩， 体现了创作
者深厚的功力。 如第二集中林阿迪认为自己因勤奋好
学得到了樊官生的青睐， 说： “我发现现在师父看我
的眼神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充满爱了！” 就十分生动
俏皮， 很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 这一集里的旁白，
表现陶瓷的美： “它们的美， 在于它们可以收集、 容
纳时间， 任凭岁月流逝， 那时那刻那人那事， 都被定
格， 被放大， 被记忆， 被珍藏。”

《铜官谣》 一剧， 让鲜活的现实故事与厚重的历
史内涵水乳交融， 听者兴味盎然地收听故事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啜饮文化的甘露， 汲取历史的营养。 同时
也开阔心胸， 拓宽视野， 振奋精神。 该剧主题歌 《铜
官谣》 的精美制作为全剧营造了很好的艺术氛围， 也
提供了多个变奏曲作为各个场景的背景音乐。 剧中刻
意设计的铜官窑原创题壶诗和长沙本土儿歌的童声演
绎， 富有地方文化色彩， 提升了全剧的艺术品位。

樊家信

黑与白，古人谓之真色。 有一位版画家蛰居
湘西南边陲的城步苗族自治县37年，泡在丰富多
彩的山区少数民族生活里，终身选择用黑与白作
为自己的艺术表现语言，执著于黑与白的线条之
中，塑造出自己作品的艺术形象，塑造出自己的
人品、人格。 他曾说过：“漫长的山区生活，艺术的
崎岖小道，我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过来。今后，还
将沿着这既令人痛苦又令人神往的路继续走下
去。 ”

但他却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他早在1994年
6月病逝，其源盖出于15年前一次山林写生。1979
年3月，他一头扎进深山中写生，不慎从独木桥上
摔下来，颅内受伤，留下小脑萎缩症。逝世前的几
年里，他的手脚甚至全身一分钟也不能自控地摇
晃抽动，言语不清。但即使这般模样，他仍吃力地
捉住木刻刀，凿着他的黑白线条，完成了一幅幅
木刻作品。那是一种何等痛苦又何等幸福的全身
心投入啊!
� � � �他就是邹洛夷先生。

邹洛夷1957年师范毕业即分配到城步太平
坳小学教书，第二年调县文化馆工作。 37年中，他
走遍了越城岭山区的苗岭峒寨。 那里的风土人
情、奇山秀水、草木花虫他熟悉透了。他曾在一篇
简历中说：“我在这里扎下了根，与这里的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我毕生探索着将自己对山区生
活的感受、对山民的怀念，用自己擅长的黑白木
刻的形式表现出来。 ”30多年对山区生活无怨无

悔的真诚拥抱，让他有了不竭的创作激情，有了
难得的创作灵气。早在1963年他创作的黑白版画
《山区行旅》《荒地翻身》《保丰收》 三幅作品就参
加了全国级美展，被中国对外文化友好协会送往
东欧展出。 其中《山区行旅》1982年又被送往法
国、 日本等国展出。《美术》《版画世界》《版画艺
术》等刊物都曾发表过他的作品及中外艺术家对
他的作品的评介文章。 在国庆15周年前夕，他参
加了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饰办公室版画组的集
体创作。 创作出了《洞庭湖》《南岳》等作品，其中
《南岳》是由他执笔的。

邹洛夷一生发表、 展出了140多幅黑白版画
作品。 在受伤后的日子里，还坚持创作了近50幅
作品，其中《庄周化蝶》被送往德国展出。 上世纪
70年代初，他在版画界就有了相当的名气。 1986
年，日本还成立了“邹洛夷木刻研究会”，可见其
作品的艺术魅力。

邹洛夷的作品， 总是给人一种很重的倔拙
感，大气磅礴。作为大山孕育出的艺术家，他的作
品常有大山般的凝重粗犷， 山地般的清新淳朴，
山里人那般刚健、质朴。他的作品手法极简练，追
求一种单纯的艺术风格，让人想起地地道道的山
歌，旋律单纯而包容深广。

邹洛夷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艺术上，我
主张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努力将自己的生活
感受融于作品中去。 ”他一辈子实践着自己的艺
术主张，终生用黑与白两大真色，倾吐着自己对
人生的真情，让自己的作品闪亮着强烈的艺术光
彩。

邹宗德

据说，上帝多给你
一分美貌，就会少给你
一分才。 所以能在书
法、美术、文学等领域
有建树的美女历来是
不多， 夏瑜璐要才有
才，要貌有貌。

上世纪60年代末，
夏瑜璐降生在湘西南
武冈的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是武冈书法家夏
代云先生。她幸遇了一
个爱她、懂她的父亲，3
岁的时候就开始弄笔，
6岁的时候父亲正式教
她操觚染翰，步入了正
宗的书学之路。

瑜璐由唐褚遂良
入手，写就一手端严清
正、 典雅峻挺的楷书。
她以行书手法入楷，用
笔简捷流便，点划生动
活泼，她的楷书像静水

流深，在工整匀称中溢出神采奕奕的动态美。 这样
的功底，让瑜璐很早就身负盛名，17岁即获“湖湘书
法” 现场大赛三等奖；21岁获全国青少年楷书大赛
三等奖；22岁获“湖南省中等师范学校书法作品大
赛”一等奖；很早即成为湖南省书协会员。

在生活与习书之路上， 瑜璐曾沦陷于迷茫、纠
结、苦闷……不知如何深入,或者说不知道如何突
破，四周都是叫她老师的人，她却找不到自己的老
师。在小城的高楼上，瑜璐望着茫茫的远方，忽然意
识到是成就了自己的这个地方困住了自己。只有走
出武冈，才可能有更好的自己。

2012年春，瑜璐出武冈，到清华美院书法高研

班陈曦明导师工作室学习，觉得自己犹如一只跳出
了井口的青蛙，她踏上了更高级的求学平台。 同年
秋，瑜璐又来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参加第五
届妇女展培训班的学习。 她像一个饥渴的孩子，捕
捉着老师每一笔的示范，揣摩着每个字的形态和神
态。 文化所造就的书法艺术的宏阔与丰厚，涵盖与
深邃，在她心里逐渐沉淀下来。 2013年，瑜璐来到
了中书协培训中心崔胜辉导师工作室里，一坐就是
4年。从《石鼓文》《墙盘》等篆书入手，训练控笔能力
和线条基础，继而转习《礼器》《张迁》《西狭颂》等隶
书碑帖。 她不但篆书汲古出新，更以篆入隶，以《礼
器》丰富的笔法，赋予朴茂雄浑的《张迁》《西狭》以
新的形质，融合出汉隶字形朴拙，笔法严谨的古雅
面貌，受到行家称许。

短短几年，瑜璐书作频频入展中国书协等书法
展，并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 这时候瑜璐尤其喜
欢隶书，喜欢它的端庄肃穆、古朴厚重以及它的沉
郁之美。瑜璐初取小篆法，由秦入清，尤得清篆之清
婉、秦篆之简括。继而入石鼓及大篆法，得吴昌硕之
险绝精劲，化金文之凝重为己法之灵韵。 对篆书的
抚摩， 修正了她对文字的发展与书法历史的认知，
从而使其对艺术的渴望更大，诉求更高。

瑜璐的篆隶创作，自家面目既成，依旧循古迹
之行未止。临帖、研究、调整、整合依然是她的功课。
她对自己抱有足够的自信，但又不固步自封，常常
被书法文化感动。

书法作品的审美过程是一个综合的、 立体的过
程，不应满足于表层的视觉感受，而在于它内部蕴含
着的深邃文化。 当今书坛存在重技法而轻文化的倾
向，瑜璐则不然，她对艺术的触摸，有着广泛的兴趣，
于章草、行书等亦有探索，且具专业之能。她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符合古代“身言书判”的考核标准。 她酷
爱读书，在诗词、音乐、朗诵、主持、表演等方面均有所
好，是人人羡慕的才貌双全的“范儿”。 她对艺术的认
知与把握，已经由向艺术要艺术的习惯作法，开始转
变为向文化、向历史、向哲学求艺术的探索研究模式。
她深谙，艺术的深邃来自艺术的文化内涵。

安然

徐林6岁临帖，一直以古人为师，以书帖为伴，楷书、行书、篆书
都有所涉猎，王羲之、王献之、黄庭坚、康熙、乾隆、米芾的字都练过，
坚持60年，穷一生之时光潜心于此，博采众长，终成自己的风格。 其
作品圆润通融，涵容飘逸，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为尽到传承中
华民族文化之责任，徐林经认真思考和精心准备，决定书写马一浮
的《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百咏》，以书法形式，再现百位中国历代书法
名家的风采神韵和文化内涵， 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做出贡
献。 诗和书法，都富有极强的文脉与神韵。

马一浮（1883年—1967年），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
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
师”。 他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
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 马一浮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
同时对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特别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
于一体，自成一家。 他以七绝的形式创作了《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百
咏》，选择其所喜爱的历代书家作为写作对象，用一百首诗记录了几
乎所有书法大家的风格，细研其作品，突出其特点，颂人咏物，人诗
合一，评书论艺，实属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诗词佳品力作。

诗讲求韵律，不仅便于吟诵和记忆，更使作品富有节奏，声调谐
和；而书法之功力深浅在其风骨，字形、笔迹、力度、浓淡、起承转合，
书写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章法可循，且特色突出。徐林将《中国历代书
法名家百咏》写成百幅书法作品，融诗美与书法美于一体，让人在品
读诗、感受历代书法名家胸襟情感之时，也能欣赏书法艺术之瑰丽。

诗者，表其心，如闻其声；书者，彰其韵，如临其境。 当诗遇上书
法，就像伊人与画家的邂逅，风景在心中，渐渐融入人文的热切。 当
诗与书法相遇，就像流水与高山的邂逅，弦月在原野，慢慢勾勒人生
的篝火。

《百位书家百首诗》的出版，是徐林深入经典、传承出新。通过书
法线条的美感，或洒脱、或飘逸，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地将诗的内涵
折射出来，给人“言尽意未穷”的余味。 诗、书的完美结合，相信将给
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灵上的震撼！

秦红光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标杆， 雷锋精
神深刻影响着几代中国人。 我自己是一个红
色收藏爱好者， 我的很多藏品和“雷锋” 这
个伟大名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平时我也不断
勉励自己： 做好雷锋精神的忠实宣讲员。

在我丰富多彩的收藏世界里， 有一个
“英雄模范系列”， 主要是歌颂在人民革命战
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以来涌现出来的英雄人
物和模范集体， 包括张思德、 白求恩、 刘胡
兰、 董存瑞、 罗盛教、 黄继光、 雷锋、 王杰、
南京路上好八连、 焦裕禄、 王进喜、 时传
祥、 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耳熟能详的名字， 其
中尤以宣传雷锋事迹、 弘扬雷锋精神的收藏
品所占比重最大。 这些雷锋题材藏品类型众
多， 材质各异， 粗略统计， 有两三千件之
多， 包括军装、 挎包、 日记本、 作业本、 书
签、 唱片、 连环画、 报纸、 杂志、 像章、 搪
瓷缸、 果盘、 票证等。 最让我得意的， 还是

两百多种以“学雷锋” 为主题的宣传画和年
画， 出版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
代， 内容涵盖了各个历史阶段。 一些藏家和
媒体夸我是国内民间雷锋精神专题收藏的集
大成者， 我听后自是诚惶诚恐， 当作勉励。

怎么“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这是我一直
思考的问题， 也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着。 2015
年3月5日， 应江西省抚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的邀请， 我在抚州市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两个
月的“雷锋专题红色藏品展”。 一共展出了
300多件文献和实物， 当中既不乏李慕白、
金雪尘、 金梅生、 谢之光、 张乐平等名家精
品， 也有书包、 针线包、 书签等小物件， 展
现出来的雷锋形象如此丰满， 展品又是如此
接地气， 许多市民欣赏了展览后都勾起了美
好的回忆， 他们感慨地称道： “看到这些似
曾相识的画面和实物， 好像穿越了历史时
空， 很久没有这样感动过。” 展览结束后，
我还举办了相关主题讲座， 就雷锋精神的时

代意义与家乡的市民特别是青年朋友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 这以后， 我每年都要去到全国
各地， 走进社区、 学校和军营， 做几次雷锋
事迹藏品展览和雷锋精神宣讲活动， 弘扬雷
锋精神， 传递正能量， 很多活动都是义务或
者自费的。

作为一个有着雷锋情结的红色收藏家，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践行雷锋精神。 我投资运
营的韶山红色年代记忆馆， 位于毛主席家乡
湖南韶山， 馆藏数千件文献和文物。 这个馆
自2016年3月成立以来， 在上级机关关心下，
专门成立了一支女子民兵宣传队， 我带着这
支队伍积极弘扬红色文化， 讲好三湘故事，
馆内辟有“学习雷锋好榜样” 专题展区， 以

更好地宣传雷锋精神。
韶山红色年代记忆馆， 适应新时代新要

求， 积极服务党建工作。 改造后的红色年代
记忆馆， 有多个培训教室和现场教学点， 除
了精彩的参观讲解， 还有专题授课、 互动教
学和现场教学， 既是弘扬红色文化的精神高

地， 又是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生动课堂，
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称赞。 到目前， 韶山红色
年代记忆馆已摘取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
藏专业委员会示范基地、 湖南省全民国防教
育基地、 湘潭市党性教育培训示范基地、 韶
山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多个荣誉。

收藏天地

我和雷锋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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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掇英

邹洛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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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诗与书法的
融合之美

徐林书法作品

一方水土

《铜官谣》：

讲述鲜活长沙故事

艺路跋涉

美人如玉书如虹

夏瑜璐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