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惠钧

近些年陆续读了一些古人的画论， 受益
匪浅，其中对于中国山水画艺术之“空”的论
述，联系从艺几十年的舞台设计工作的体会，
如拨云见日， 感悟颇多。 中国山水画艺术之
“空” 不是无， 千百年来， 它与中国戏曲之
“空”， 像一对孪生兄弟， 成为中华文化的瑰
宝，像流淌在血液中的民族活态文化基因，从
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 成为潜移默化的情感
依赖和原乡情结。

中国山水画的空白艺术，是中国画独特、
重要的艺术表现方法。 通俗地解释，就是在画
面上空出一些地方不画，白即纸素之白，宣纸
多为白色（不计色纸），不画则成空白。 而对于
国画来说，“白” 是空出来的， 谓之 “空白”。
“白”对西画写实风格而言，没有纯粹的白，对
色彩的概念，一是物象本色（包括白色），二是
受环境的影响，即环境色，三是受光的影响而
产生的色彩感觉， 即使高光亦然， 谓之 “光
色”。 所以西画的“白”是画出来的。 中国画墨
分“五色”———焦、浓、重、淡、清，其实还有一
个“计白当黑”的“白”，可谓 “第六色”。 笔墨
之处的“有”和空白之处的“无”相互辉映， 是
“有无相生”“虚实相生”， 显示了中国画独有
的艺术生命力。

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上没
有蛙，从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急流，在大片
的空白中简约地用淡墨勾画出溪流， 六只活
泼的小蝌蚪在急流中小尾随水摇曳。 小蝌蚪
何来蛙声？ 画家的一个标题给观赏者一个联
想空间，无蛙而蛙声可想矣。 他用寥寥几笔画

了众多的虾，姿态各异，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精准不繁。 虽然没有画水，也没有水草或其他
背景陪衬， 却仍能令观者感受到通明剔透的
群虾在水中畅游的那份怡然自得与旺盛的生
命力。 同样，他画的《九如图》，画了九条大小
不同在水中游弋的鱼， 也没有画水。 而早他
300年的一代宗师八大山人画鱼 ， 也别无他
物，“无水则满幅有水”。

李苦禅说八大山人：“空白处补以意 ，无
墨处似有画，虚实之间，相生相发，遂成八大
山人的构图妙谛。 ”称为第一神品的旷世长卷
《富春山居图》，远山隐约，连绵起伏。 近处山
川浑厚，高峰突起，群峰争奇，回旋辗转，山间
云树丛林，苍简萧瑟，疏密有致。 其间坡岸水
色，草木华滋，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层次
分明，苍水茫茫，水天一色，却是大片的空白，
不着一笔。 又如南宋大家马远， 突破北宋荆
浩、关仝诸家以近、中、远景层层重叠的全景
式大山水画， 在取景上多取自然之中的山之
一角、水之一涯的“残山剩水”“边角之景”。 在
章法中大胆取舍剪裁， 构图或峭峰直上不见
顶，或绝壁直下不见底，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
低，以偏概全，小中见大，故有“马一角”之称。
现存的《寒江独钓图》，在寥寥几笔的微波之
上，一叶孤舟，渔翁独钓，四面皆空白。 马远的
山水画，山峦雄奇峭拔，画面上多留出大幅空
白以突出景观，创造一种空旷渺远的境界，为
画面创造了强烈的空间感， 突出近景的艺术
效果，有力地衬托出江天空旷，寒意萧条的气
象。 他的 《梅石溪凫图》《踏歌图》《举杯玩月
图》《江亭望雁图》《山径漫步图》 都是传世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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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斌

东江湖，有“南国洞庭”之美誉，曾经
激起那么多作家和美术家的想象， 被一
次又一次地描写和刻画。 工作在湘南新
城的资兴市文化馆的周华刚， 一直缱绻
于这一迷人的诗意情结中， 执著于画笔
的表达，创作了《东江湖语》系列风景油
画。 他创作的《东江湖语》在“逐梦威海
卫”2018全国风景·静物油画展获优秀
奖，画中呈现的美，动人心魄。

周华刚把东江湖风景细细描绘，其
中有被东江湖真实与美的感动的真切，
那笔触色块中自有一种灵奇。 在他的笔
下，虽不乏壮阔与幽远之境，那轻描淡写
的湖面、湖水、小岛、船舶等风景，那轻松
散漫的悠闲，那儒雅、清新不应该是审美
的苍白和平淡， 道的是其背后蕴藏的朴
素和纯真。

周华刚对东江湖风景的痴情， 既是
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神奇造物的敬仰和热
爱，也是自觉秉承“搜尽奇峰打草稿”古
训。 他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去东江湖周边
写生。 数年来，他积累的写生油画稿，已
经到让人惊讶的程度， 这也成了他近年
创作的素材和基础。 短短几年，他创作了
系列东江湖风景油画。 当一幅幅生机盎
然、风格内容迥异、题材变化多样的作品
呈现于眼前时， 你就会随着他的作品去
做梦幻般的徜徉：去团结瑶族乡在皎洁
月下仰望巍峨山峰，体会瑶家山乡的
神秘风情；到清江乡探望寂寂植根于
丘陵黄土的果树林； 到黄草镇的幽壑
处处、 杳然变幻的大峡谷体验急水险滩
漂流的惊险刺激； 在兜率岩绝壁上找寻
洞穴万仞壁立中的古老记忆； 览白廊桃
花岛、 凤凰岛上一叶扁舟在激流飞湍中
如离弦之箭， 在劈波斩浪里感悟人生哲

理； 自密布如盖的樟树下体验母亲怀抱
的温暖， 由翠绿欲滴的芭蕉叶畔回忆儿
时的嬉戏……

生活在东江湖区的周华刚， 有着深
厚的东江湖情结。 东江湖就像是他艺术
王国的一处宝藏，让他魂牵梦绕。 东江湖
已经成为他艺术生涯的创作母题， 不断
地创作东江湖系列风景油画， 成为他排
遣对这片热土的深深眷恋的一种方式。
《东江湖语》《东江湖语之二》《东江湖语
之三》《东江湖语之六》等系列风景油画，
运用笔触的变化去堆栈油彩， 制造出层
次丰富的肌理， 笔触与色彩较为致密厚
重， 体感也较为厚实。 他在其风景写生
中，显出较为自由、奔放、活泼的一面，笔
触之间的空隙疏落有致，巧妙安排，甚至
大量地透出画布底层， 虚实掩映间有如
闪烁着光芒。 这些作品由船到湖，又以湖
寓人。 无论画的朝霞、船、桅杆、渔网、渔
具、船装物品，皆可见到搅动的笔触、笔
力和笔意， 原有的晕染成为处理背景的
方式，如光似水，造成画面的湖风欲来、
彩霞涂船的氛围。 其暖色调的关系中黄、
红、橙色与淡色的凸显，构成强烈的色域
对比。 于静谧中暗含码头繁忙、 喧闹之
感。 那些湖岸小树与绿草，其枝叶葱郁，
自由生长，天荒地老，却又十分倔犟而顽
强。 而湖面上空盘旋的湖鸟、鹰，在空寂、
宽阔湖面上空翔飞而亢奋地鸣叫。 湖心，
船舷两边，白浪翻滚，船尾，划出一道道
波纹，泛起涟漪；湖面，碧绿的湖水像一
块巨大的翡翠，朵朵白云，跌落湖底，像
精美的浮雕，丝丝缕缕十分清晰，形象立
体生动；远处的青山，倒映在湖水里，亦
幻亦真，虚实交织。 近处湖光山色，烟波
浩渺；群山环抱，薄雾袅袅；让人仿佛沉
浸于“日出朝霞外，霞落湖水中，峥嵘留
古篆，揽胜谁与同”的诗情画意里。

刘瑞君

全国“十秀” 楹联
家20年评一次， “梁章
钜奖” 10年一轮回。 同
时获这两项殊荣的， 国
内楹联界目前有两人，
邹宗德是其中之一。

邹宗德， 隆回县司
门前人， 24岁入中国楹
联学会， 成为当时最年
轻的会员。 尔后跻身于
“湖湘楹联七子” 之一，
并成为中国楹联学会常
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 湖南省楹联家协
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
主任， 邵阳市楹联学会
会长。 出版了著作 《对
联散论》 《邹曾联墨》
《百家联稿·邹宗德卷》
《城步隐字联探秘》 《楹
联知识读本》 《对联快

速入门》 《邵阳历代名联鉴赏》
等， 还和人合著了 《湖南楹联》
《湖湘楹联七子作品选》 《湖湘楹
联七子创作档案》 ， 这些著作积
累了他生命中的厚度， 也不断刷新
着他的专业高度。

1997年， 邹宗德听说城步儒林
镇岩底菜园冲有一副隐字联： 门垂
碧柳□□， 宅近青山□□。 邹宗德
急忙跑去考察调研， 一篇关于隐字
联的论文写出来， 在 《中国楹联
报》 刊出后， 被海内外各媒体转
发。 来自五湖四海的辩论和挑战，
使邹宗德颇有棋逢对手、 将遇良才
的快感。 他把争鸣文章集结成一本
书： 《城步隐字联探秘》， 向城步
献出了建县55周年的贺礼。

2005年， 邹宗德一路嗅着楹联
的味道， 追到了武冈双牌乡浪石
村。 他完全被这个有才华有内涵的
村落迷住了， 连夜奋笔疾书， 揭开
了这个古楹联村的盖头。 结果浪石
村被批准挂牌“中国第一古楹联
村”，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
统村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示范
村”， 获得国家财政支持。

2014年6月的湖北恩施， 第四
届中国楹联论坛正张灯结彩， 文墨
生香。 为了此次盛会， 邹宗德联手
刘宝田， 写下了 《楹联， 下一个文
学高峰》， 这篇万字论文在楹联界
反响热烈。 《中国楹联报》 不吝版
面， 一次全文刊登。

邹宗德心中一直有个愿望。 楹
联文化应该更多地走进大众文化领
域， 应该有一个良好的传播途径。
《邵阳晚报》 给了“楹联” 一块阵
地， 让邹宗德主持两周一期的“巧
联句”。 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 这
个栏目已经办了十余年， 影响深
远。 2011年5月， 《邵阳日报》 打
造了“水府品联” 专栏， 请邹宗德
品评邵阳历代名联。 2018年， 《邵
阳日报》 开辟了“邵阳名胜楹联”
栏目， 由邹宗德组织文人墨客为邵
阳名胜撰写楹联， 吸引了许多楹联
爱好者， 加深了人们对楹联文化、
地域文化的认知。 邹宗德在“水府
品联” 专栏所写的108篇文章， 结
集为30万字的 《邵阳历代名联鉴
赏》， 列入 《邵阳文库》 丛书出版。
邵阳电视台也为他开辟了专栏， 专
门讲述邵阳的楹联文化。 邹宗德一
路走， 一路写， 两行文字， 满目珠
玑， 或悬于市井， 或张扬于名胜古
迹， 或见于书籍报刊， 多次摘取中
国楹联界的年度最佳作品奖。 他题
长沙白沙古井公园茶艺馆联“一园
月色和茶煮， 万古泉声带韵流”，
甚至被人当作古对联引用， 成为一
时之美谈。

邹宗德是楹联创作高手， 也是
楹联理论的专家， 更是一个兢兢业
业的布道者。 《对联散论》 《对联
快速入门》 《楹联知识读本》 都是
他的授业解惑之作， 对联理论甚至
被纳入邵阳学院的 《实用大学语
文》， 将莘莘学子领入了楹联创作
的大门。

为了传播楹联文化， 邹宗德到
处讲学。 仅隆回一县， 26个乡镇都
有他的足迹，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教
师听过邹宗德的对联课， 当过他的
学生。 他在隆回二中教过五届对联
兴趣班， 培养了大批楹联爱好者和
传承者， 许多老年朋友也加入探讨
和创作， 楹联文化成为隆回梅山文
化中的又一个文化特色。 邹宗德
说， 他不仅要写更好的对联， 还要
教更多的孩子， 因为孩子才是文化
传统的未来。

“名茶雪煮香穿石； 大麓云飘
醉入壶。” 这是邹宗德为岳麓山穿
石坡临水阁所题的联。 他的楹联便
是临水阁的茶， 不但香透了穿石
坡， 也使隆回、 邵阳乃至湖湘大
地， 焕发出馥郁芬芳。

水天中 徐虹

段江华的作品是一种需要思考的
艺术。 从作于1993年的《王与后》开始，
他的作品突出地呈现出文化的沉重。 那
是与“明快”“潇洒”“飘逸”迥然异趣的
境界。 在近年以建筑“遗存”为主题的作
品中， 他仿佛坠入难以苏醒的沉重噩
梦，但它确实是“文化性”的绘画创作，
犹如文化积淀的断面，包含着无尽历史
思绪。

段江华的近作多描绘巨大的古今
建筑。 他把那些体现了（或正在体现着）
特定历史阶段人的力量和特定地域文
化影响的建筑， 置放在深邃的空间，形
成永恒的时空与短暂的人力之间的较
量。 由于千百年文化的熏染调教，人类
已经具备了“优柔寡断”的品性。 表现于
一方面人们热情展望未来，为想象中的
前景激奋；另一方面又眷恋昔日，“今不
如古”就这样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对现
实世界不满和疑虑的口号。 这种复杂的
心情，流传千载，并体现在古往今来的
文学艺术里。

从段江华2007年以来的系列油画
作品中，能够感到对这类文化命题的思
考和表达。 他的作品主题是关于“人类
居住地”的意象，画面由城市、城墙、亭
台楼阁、纪念碑、祭坛等建筑和周围的
环境组成，画中的建筑物常常孤立地被
置放在暗色的空间。“天如穹庐”，但那
是晦暗的幽冥世界，压抑而阴郁。 而它
们赖以存在的土地表层裸露，如战争破
坏后的瓦砾碎石一望无际，只冷冷地反
射着铁色的光。 那些曾经是高大坚固的
建筑物，在这种空间显得无所依托而即
将崩溃。 天空流宕的
微光，也不是午夜天
空能够暗示的飘渺
希望，而是恐惧和阴
暗压力的狰狞显露，
象征永恒黑夜的漫
无涯际 。 透过这静
止、凝固令人窒息的
场景，仿佛看到绵延
中的人与自己营造
的物体共同被时光
任性地淘洗和异化
的结局。

画家揭示的是，

人在“居处”是被自己的所造物埋没的
观念，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 如何
能够被自己的制造物所埋葬， 这在理
论上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在现实中却
一再发生。 选择这样的主题， 表明画
家所思考的问题不仅是画面上所看到
的正在“风化”和趋于瓦解的人类建筑，
也是寓意人的精神的困境。 要说明这
种精神体系并不是由于表征的文化符
号的“高大坚固” 而永恒， 而是同样
经不住侵蚀而毁坏， 最后成为依稀的
影子而消散于大地之上。 就如在画中
看到的那些当年帝王参拜天地的祭坛，
曾经的旌旗号角、 鲜花供果， 到如今
只剩下孤零“石坟”，面向苍穹。 而《广
场》《遗址》系列，表现更为凄凉和衰颓
的意象， 因为过去它们对应人山人海，
万头攒动的景象， 如今却是断垣残壁，
西风残照。

这即将被时空所湮灭的建筑，是某
种社会模式或文化体系的象征，因为它
的承载超出了社会生存所需的限度，而
不堪重负。 如《城》《楼》《馆》系列作品，
暗示人类空间占有欲的极度膨胀。 在画
家笔下这些曾经被视为人类智慧、权力
和财富的巨大城市建筑，现在画面中就
像被抽离了骨架的萎缩模型，显得贫乏
而空洞。《墙》《关》《台》 高大和厚重，似
乎为了家族或种族的利益，以它来对付
同类的反抗和争夺，隔绝千百万人的流
动……当没有人的精神生命注入时，这
些废弃物也失去了威权和力量象征的
意义。 它们必然地融入大地，成为最普
通的土石，好像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切将回归宇宙洪
荒的原本面貌。

韩思琪

一部家庭伦理剧《都挺好》，最近播
得越来越有话题。

这部前后分别以“挺好的”“都很
好”“都挺好的”占据社交网络热搜的电
视剧，却被埋怨“哪里是都挺好，简直是
都活该吧”———看似和满的家庭背后其
实千疮百孔。 这部改编自阿耐同名小说
的作品并不是一曲颂歌，而是残酷地直
指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对亲情的扭曲
与撕裂，也因此被称为是《欢乐颂》中樊
胜美的故事新编。

名校毕业、定居美国的长子，有车
有房跻身中产的次子，出任公司经理的
小女儿，看似风光无限的苏家，在苏母
突然离世后，“危险的平衡” 被打破，自
私、小气、毫无主见的苏父如何养老？ 一
心要挑起家族重担却力不可及的大哥、
啃老成性的二哥、与苏家断绝关系的小
妹……原来“都挺好”的含义并非一团
和气的粉饰。 正如编剧所言：“原生家
庭欠你的，你得靠自己找回来。 找不
回来就是一场灾难， 找回来就‘都挺
好’。 ”自此，我们第一次得以在国产剧
中看到对原生家庭与亲子关系的严肃
反思，更为难得的是，借由这部被网友
戏称“苏家的优秀女人们和只会惹事的
男人们”的作品，终于在家庭伦理剧这
一类型里看到了缺席已久的“正常”女
性角色演绎。

1999年上映的18集连续剧《牵手》
可标定为中国家庭伦理剧发展之始，以
旖旎浪漫的色彩开拓了这一类型，亦奠
定了基本的叙事元素：婚姻危机。 2004
年《中国式离婚》讲述歇斯底里的妻子
将丈夫推远的故事，在牺牲事业回归家
庭后成为与社会脱节、 疑神疑鬼的怨
妇，这个东方版本“阁楼上疯女人”的形
象开启了家庭伦理剧对女性一方过错
的质询之路———婚姻中女性的过错重
于男性，并成为家庭伦理剧“第三者时
代”的肇始，此后的剧作探讨主题逐渐
下沉。 及至《蜗居》将“第三者”“婚外不
伦恋” 作为核心矛盾的伦理剧时代，剧

作剥除了以往对婚恋、两性关系以及应
如何在婚姻中保持自我的思考，以男性
视角在女性角色的字典中重重地写下
了一个硕大的“被”字：剧中女性拿到的
剧本多是“弃妇”，被背叛、被抛弃是她们
恐惧的命运，她们所有的“婚姻保卫战”
也因此都被打上了被动防御的标签而
被剥夺了主动权，自我主体性的丧失随
之而来。 另一边，《双面胶》《媳妇的美好
时代》等家庭伦理剧则将“婆媳矛盾”推
上高潮，“催婚催生”“剩女有罪” 成为其
间重要的叙事元素。

家庭伦理剧的20年类型“进化”，也
是女性角色的坎坷之路。 一方面，女性
角色在家庭伦理剧中被极大地窄化为
“婆婆妈妈”“歇斯底里”“蛇蝎毒妇”几种
苍白的脸谱化存在；而“贤妻”形象则被
征用为男性理想投射的化身，能吃苦是
基本技能，爱原谅是生活底色。

另一方面，女性价值被不断矮化、物
化，在家庭伦理剧中灌输的“政治正确”
即是：女人的青春最“值钱”，青春被置换
为婚恋市场上议价的最大筹码。 于是，
关于女性情感混乱、缺乏判断力、理性
的刻板印象被不断重复、加固：不开心
就要买包、包治百病，女生就是爱撕扯、
搬弄是非，女生遇事只能求助他人。

终于，家庭伦理剧“进化”多年得以
在“婚姻危机”外开拓新的题材。 我们无
比兴奋地看到《都挺好》关于原生家庭
层面的思考与探讨。如果说电影《狗十
三》 呈现了中国式家长的伤害式教
育 ；电视剧《都挺好》则将视角转向
应如何与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共处，
剧中塑造出了小妹明玉、 大嫂吴非、
二嫂朱丽不被妖魔化与脸谱化的“正
常”女性角色，看到了她们之间的理解
与互助。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都
挺好》出现，真正的戳到痛点并引发对
新时代家庭伦理的广泛讨论、 深刻思
考，而不是对问题的浅层消费。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是能够与时代
共振的，《都挺好》为我们做出的示范并
不是“矫枉过正”，而只是一次正常的社
会观念偏差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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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湖语》诉衷情

佳联妙对

影视风云

从《都挺好》
看家庭伦理剧20年

艺林掇英

伸向废墟的翅膀
———段江华油画印象

艺苑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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