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石

我的家乡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 被中央电视台
发现， 多角度地进行了报道。 这个仅500多人的山
寨小村80岁以上的人有五六十位， 一些90多岁的老
人身板还很硬朗， 经常下地劳动， 几位上百岁的老
太太头脑清晰， 这些镜头一播， 四面八方的人纷至
沓来， 一下成为了旅游热点。 县里和镇里的领导，
也许是想传播长寿之道， 也许是想为这个闻名遐迩
的地方再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景点， 邀请我为家乡写
个 《清水长寿赋》。 盛情难却， 我在手机上写了个初
稿发过去， 家乡的领导们相中了我的文稿， 遂从福
建买来一块几十吨的大石头， 又请来省文史馆员、
书法家、 曾在我家乡坪上镇当过公社书记的周克臣
先生书写。

那是2017年8月的一天， 湖湘大地暑气未消，
清水村无上清凉。 周克臣老师用三张半六尺宣纸竖
条书写， 一气呵成 《清水长寿赋》 书法佳作， 尺寸
长180厘米， 宽350厘米。 作品行云流水， 大气磅
礴， 书体与文风相融一体， 相为应衬， 表现甚是到
位。 之后， 家乡人再从外地请了一个专门从事石刻
的匠人拓印刻好， 竖立在清水村前， 蔚为壮观。

今年春上， 我再次回到清水村， 发现这块石碑
已成为游客争相诵读观摩、 拍摄留影的景点。 最近
看家乡的报纸有关于清水村的报道， 有这样一段话：
“乡贤谢石多次到清水村踏青养性后的感悟， 不仅描
绘了坪上镇清水村山清水秀之景， 还展现了 《桃花
源记》 文中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山与水相得益彰之
情， 让人神往陶醉， 内心安宁祥福。 该文造诣非一
般人可比， 篇幅不长， 文字精练， 表达出对家乡的
无比热爱， 表达了对人性回归的向往， 道出了长寿
的真谛。”

《清水长寿赋》 旨意是想阐明长寿主要在于生活
环境要好， 勤劳简朴为尚， 心态平静为佳， 友邻和
睦为高， 长寿之道操之在己， 结尾借用了曹孟德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的理念。 家乡开展新农村建
设， 履践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观， 确实感
受到家乡的巨大变化。 作为久客异乡的游子， 秀才
人情纸一张， 理应为家乡父老的辛勤劳作、 祥和安
康， 点赞喝彩！

附：

《清水长寿赋》
长寿者，人类不尽追求之目的也。 历代以来，觅长寿之方，远奔海

外；求不老之术，空叹天涯。 丹丸失效，祈祷无功，长寿之法不可易得
耳！ 何处可求耶？ 湖湘有村曰清水，庶几可供经验也！ 是村地居新邵坪
上。村前有雷公石洞，怪石古木，接天蔽日。洞内飞瀑飘银，清泉聚猛浪
于峡谷；崇山叠翠，炊烟集闲云于碧空。 鸢隼隐碧岚之阴，鸡犬戏绿野
之阳。清风明月，天赐音色；果蔬菽麦，地产食粮。俭朴是崇，勤劳为尚；
神闲意定，谦和礼让，斯民深得长寿要旨矣。 期颐之人瑞，时时笑迎；耄
耋之髦俊，比比揖见。长寿盛名遐迩颂之，俨然武陵桃源矣！曹孟德云：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卓哉斯言，此亦清水山民
长寿之道乎？ 外养神形，内修德性，长寿之关窍，操之在己也！ 是故，雷
洞门前，群贤毕至；清水村内，少长咸集。 摩肩接踵、掎裳连袂而至者。
或曰： “此行不虚矣！” （时在丁酉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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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

奇峰三千， 秀水八百。 张家界的山水举世闻名， 峰
岩、 云雾、 清水、 民居……在画家张伯远眼里， 这些在
张家界随处可见的景色皆是入画的完美题材。 阳春三月，
为创作一幅武陵源御笔峰的新作， 张伯远背着画板， 又
一次登上了天子山。 为寻找理想的创作位置， 他熟练地
走入了一条未开发的崎岖山路， 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样
的采风创作。

“张家界山峰石岩的纹理、 萦绕山间的云雾是最让
我着迷的地方， 我在其他地方无法感受得到。” 谈起为何
钟爱创作张家界山水画时， 张伯远说道。 源自儿时的画
家梦， 张伯远从小走上了一条既幸福又艰辛的艺术求学
之路。 怀化师专 （现怀化学院） 3年的学习后， 张伯远仍
觉得不够。 2006年他只身来到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北
京， 踏入“北漂” 行列， 并通过努力于2007年考入国家
画院当代著名画家卢禹舜工作室学习。

在北京10年间， 道不尽其间的苦辣酸甜。 “每天去
不同的地方兼职教课， 然后去老师工作室学习， 往往累
到站在公交车上都能睡着， 坐过站是常有的事。” 即便如
此， 每天晚上回到住处， 张伯远还要坚持画画， 甚至灵
感来了， 通宵画画也是时而有之。 他说： “从未想过放
弃， 越是困难， 越要坚持下去。”

为让自己画技和笔法更加精进， 2014年张伯远先后
拜中央美术学院山水大家崔晓东、 人物画大家杨秀坤为
师。 经过多位名家的指点和自身努力， 张伯远在业界也
慢慢有了名气。 此时的张伯远， 却做了一个源自内心的
选择， 怀着对家乡山水的眷恋， 于2016年回到了生养他
的家乡张家界， 全身心投入到张家界山水画的创作中。

回到张家界的张伯远， 就像鱼入了水， 徜徉在张家
界的山水中。 自2016年回到张家界至今3年的时间里， 张
伯远一共创作了200幅以张家界为题材的山水画。 这个
数量在行业内都算是多产， 但最初回到张家界时， 张伯
远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时隔10年回到张家界，最初是有点陌生的。笔墨间有
些生涩，于是我反复进入武陵源、天子山、金鞭溪等山水景
区中采风写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觉得进入了状态。 ”回
忆起当年的创作过程，张伯远眼中闪着光，让人深切体会
到他对绘画的热爱，对张家界山水的痴迷。 回到张家界的
张伯远，其作品不仅有张家界秀美山水的形，笔墨也有了
神韵。 张家界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晓平如此评价：“张伯
远回归画家乡的山水画作中，仿佛有种情感的所依和心灵
的絮语，能让人读出一种思想。 ”“张伯远系列山水，一木一
石，信手拈来。 他确定了属于他自己雄浑奔放、优雅、浪漫
的艺术风格，这是伯远的艺术天性，笔墨至美，渐入语境。 ”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研究员谈晟广曾高度评价张伯远的作品。

2018年12月，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张伯远·
张家界山水画作品展暨分享会” 在湖南省国画馆举行。
湖南省画院院长刘云说： “张伯远的作品是用心、 用情
在表达， 这跟他对艺术的感受是紧密结合的。 张家界需
要这样的艺术家， 通过作品向世界传播、 推广张家界。”

张伯远， 1969年生，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如今的
张伯远， 正在慈利老家筹建自己的工作室， 打算长期定
居张家界创作。 他给自己设定了计划与目标： “画100幅
张家界山水大画， 到中国美术馆开画展。 期望将来能带
着张家界山水画作品走向国际舞台， 让更多的人认识张
家界山水之美。”

杨福音

中国画在中国已经生长了数千年， 其高寿， 可以
称得上是彭祖。 前些年， 突然对这样一位白胡子老头
该叫什么名字有了一说 。 比如说 ， 是姓 “中 ”、 名
“国画” 呢？ 还是复姓 “中国” 名 “画” 呢？ 还是干

脆重新取个好听又好用的名字呢？ 为此， 当代中国画
坛扎扎实实地热闹了一阵子， 但闹来闹去也没闹出个
什么名堂， 只是搞得中国画坐立不安， 为名不正则言
不顺而羞愧满面 。 我一方面觉得这是呷了饭冒得事
做， 另一方面又觉得无限制地扩大中国画的定义， 到
头来， 中国画本身的特点， 便会因模糊不清而消失。

世上的事均有因果关系， 承上方可启下， 推陈才
能出新， 无缘也就无流。 如果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
先将最本质的东西抽去， 然后再谈， 便不是那么一回
事了。 比如汽车， 虽则与单车与飞机同样是跑路的，
但汽车的名字总还是叫汽车。 设若有一小群设计家搞
出了一辆单车， 硬说这是汽车的革新成果， 那这种革
新就未免显得滑稽而可笑。

世上的事又都是这样， 有所限才能无所限。 吴昌
硕作花卉， 用笔取双勾的办法， 齐白石学他， 改之取
单勾的办法。 吴道子勾线创兰叶描， 一笔中有起伏，
也是从以前的高古游丝描脱胎而来。 没有工笔便不会

写意。 没有五言七言， 便不会有长短句。 总之， 没有
前人就不会有后人。

如今市面上露脸的水墨画， 许多的已经与原来的
中国画概念相去甚远。 其中至关紧要的， 是抽去了笔
墨这个本质。 我们知道这笔墨二字是何等的重要， 它
的独特的审美价值 ， 决定了中国画绵延数千年的生
命， 成为区分西洋画、 区分日本画的最明显的标志。
可以说， 抽去笔墨， 中国画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历
代的大家毕其一生， 其聪明才智、 辛苦勤劳无不是为
了在笔墨二字上做文章。 当然， 笔墨的审美观念要扩
大， 笔墨的技巧也应作新的探索， 但这种扩大和探索
的目的 ， 是在于使笔墨更笔墨 ， 当代中国画要向前
走 ， 其根本问题在此 ， 其难度亦在此 。 如果绕此而
行， 避难就易， 避实就虚， 想走一条捷径， 是走不出
名堂来的。

与其讨论中国画的名称 ， 不如讨论中国画的笔
墨。 这样才不至于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蒋军荣

最近一直在追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50
集电视连续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该剧全景展
现了刘少奇同志矢志找寻救国真理和建设新中
国道路的本色真心， 堪称一部思想精深、 艺术
精湛、 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其强烈的思想震
荡力和现实观照性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 而其
中恢弘大气的主题歌 《本色真心》 也深深打动
了我的心。 本色真心是这首歌曲的灵魂， 文字
的背后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和人
生境界。

圣贤说：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本色真心
就是初心。 初心犹如从大山的胸膛里流出的叮
咚泉水， 清澈， 透明， 纯净， 奔大海。 为人、 为
官若能守住这颗与天地和万物相通的初心， 德
行天下， 走在“道” 上， 方能得始终。

透过歌名 《本色真心》， 就可以看出词作家
刘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钻研颇深， 站在本色
真心的生命高度、 哲学高度和政治高度写开国
元勋刘少奇———一个共产党人的追求、 情怀、
精神和境界： “走出乡间农舍， 告别父老乡亲，
含辛茹苦， 出生入死， 只为了更多的人。 日夜
为国事， 忧乐系苍生， 千锤百炼不变主义真”；
“踏遍万水千山， 描绘民族振兴， 栉风沐雨， 忍
辱负重， 都因有那家国情。 功是千秋功， 名是
万代名， 位高权重不改平民心”。

歌词以精炼为贵。 先经提炼， 后得精华。
提炼， 必有扬弃。 扬弃纷繁， 扬弃芜杂。 犹如篾
筛筛谷， 剩下的尽是金灿灿的颗粒儿。《本色真
心》 的歌词写得言少意丰， 言简意深。 前面两
段， 只用了94个字， 就写出了刘少奇同志的高
品厚德， 一个坚守本色真心、 一切为了人民群
众、 拥护真理、 永葆家国情怀的伟人形象鲜活
地挺立在我们面前。

人物形象立起来了， 如何塑造音乐形象？
由作曲家的心性、 文学修养和功力决定。 关于
这个题材， 作曲家、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
唐勇强教授曾有过积淀。 2008年11月14日， 由
徐锡怀作词、 唐勇强作曲的 《赤子情深》， 在
“纪念刘少奇诞生110周年全国征歌” 活动中获
得了一等奖。 情思有了厚积， 薄发的力量自然
强劲。 根据 《本色真心》 的文学内涵， 唐勇强准
确地捕捉到了相合的表达形式———艺术歌曲。
作品采用无再现的二段式结构写成。 A段旋律既
有平实、 真情的叙述， 又有充满力量的坚定感，
柔中有刚， 刚柔相济； B段的调性转换是作品一
道奇丽的风景； 旋律进行、 色彩对比、 情绪转
变极其自然， 化技术为无痕， 足见作曲家功底
深厚。 在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真诚而又充
满激情的咏唱中， 一位伟大共产党人的情怀和
精神显得宽广高大， 光辉灿烂， 直入人心。

《本色真心》 可以说是刘少奇为人民服务
人生的真实写照和真我本色。

吴明

大型革命历史题材文献史诗电视剧 《共产
党人刘少奇》 于4月19日迎来大结局。 这部国内
首次全景展现刘少奇人生历程的影视剧作品，
自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至今， 影响中
国万千家庭锁定荧屏“追剧”， 燃起了人们对革
命先辈丰功伟绩、 崇高风范的敬重与追逐。 该
剧创造了同类题材剧目收视纪录、 赢得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 其中刘少奇的扮演者青年演员
赵波， 因剧中所塑造的少奇同志的“典型形
象”，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电视剧播出期间， 主演赵波的热度也随之
上升， “实力演技” 成为大众谈及赵波的“第
一标签”。 剧中， 赵波一人分饰“老中青” 三代
刘少奇， 年龄跨度和年代感于赵波而言均是不
小的挑战。 然而， 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的赵波，
将刘少奇的所有文献资料熟记于心， 经过赵波
精细雕琢的“少奇同志”， 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
风貌和不一样的伟人风采， 真实再现了革命先
辈学习求索、 实事求是、 忠诚担当、 为民务实
的品质。 观众的赞许给予了赵波巨大的鞭策和
鼓舞。 这个“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的角色让
赵波15年来所遵循的“用心表演、 用情诠释”
的初心逐渐被业内更多人所认知。

赵波对演员职业生涯的“坚守”， 与其早年
的经历密不可分。 他第一次接触表演是在1998
年， 凭着初识表演的“好奇”， 赵波在长影艺校
进修班学习一年的表演课程， 短暂一年学习，
让赵波对表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2001年， 赵
波顺利考入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

专业课程的学习更加坚定了赵波将表演作为第
一事业的信心。 2004年， 赵波来到北京， 开始
了一个普通影视艺人的“北漂” 生涯。 幸运的
是， 同年便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戏， 由周晓
文导演的 《大唐芙蓉园》， 一个“小人物” 武文
琛自此走入了观众的视野。 而后， 赵波先后在
多部影视作品担任配角， 包括2006年 《无字碑
歌》 中的李贤、 2010年 《草根王》 中的陆欢、
2013年 《守望》 中的杨大可、 《新施公案》 中
的何长生、 2018年 《执行利剑》 中的尹东训以
及即将播出的 《陇原英雄传》 (原名 《决战
1936》 )中的刘庚寿。 通过自己不懈地努力和对
演绎的高标准要求， 赵波终于等到了担任主角
的“机会”， 出演 《共产党人刘少奇》 中的刘少
奇。 作为演员的优秀品格、 扎实的演绎功底，
不仅使得赵波获得大众的好评， 更为整部电视
剧增色不少。

“133天的拍摄， 短暂而又漫长， 让我们风
雨无悔。 共产党人刘少奇为国为民、 戎马一生、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从他坎坷而又辉煌的革
命生涯中受益良多， 能演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
物， 三生有幸， 受益无穷!” 赵波说。 对表演抱
有敬畏之心、 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抱有景
仰之情。 期待赵波未来的演绎道路乃至人生道
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艺苑掇英

画好张家界山水张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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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风景

本色真心万古存
———《共产党人刘少奇》主题曲《本色真心》赏析

翰墨飘香

有村曰清水

影视风云

用心表演
用情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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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杂谈

中国画姓甚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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