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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取天涯片片秋
饶晗

曾几何时，汾水几乎成为了醴陵釉下五彩的全部。
大家都低头默默地在素胎上勾线堵水， 让颜料水在预
定的位置缓缓流动。关兰的到来，犹如一缕春风，吹开
了繁花似锦。她运笔成风，一笔分浓淡，水色互用，生香
活色；她兼工带写，形神兼备，纵横捭阖、尘嚣涤尽。

1380摄氏度，这个神秘的温度。是地幔柱形成的
起始温度，是大多数宝石结晶的温度，是关瓷凤凰涅
槃的温度。熊熊烈火中，泥坯、色料、釉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几分必然，几分偶然，几分期许，几分揪心，几
分人力，几分天成……就这样，一种全新的生命在孕
育、在淬炼、在结晶，还我本色，直到天荒地老。

“下笔成珍，挥毫可范”。打开窑门，是破茧成蝶后的
满目斑斓，隔着那层薄薄的晶莹，如玉如脂亦如梦，釉下
的生命洋溢着历尽人事种种后的大度从容，喷薄的色彩
浸润着真诚的感激和悲悯。其实，关兰的花鸟画都是拟
人。在她笔下，花能解语，叶能传情，蝶会顾盼，鱼能哦
吟……将关兰的瓷画菊花摆在秋菊前， 形色竟然高度
一致，只是感觉画的菊花更蓬勃更人格化。大菊花方笔
为之，棘棘如剑，色若秋水，冷暖相生，上下呼应；小菊素
面朝天，或黄或紫，挤挤挨挨，一任天真。枝叶极具形式
感和构成感，好枝不长别处，都长在心里想要的地方。

中秋晚上， 关兰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荷花瓷盘，
配的是东坡词：“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
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持杯月下花前醉，
休问荣枯事。 此欢能有几人知， 对酒逢花不饮待何
时。”洁白的瓷盘恰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盘中莲花如
少女新妆，娇嫩清丽，灼灼其华；荷杆若隐若现，如隔
云雾；半片荷叶徐徐铺开，默默地在下面映衬托举着，
含蓄的深绿里，脉络舒展，窑变的釉浆恰如其分地表
达着局部的残缺和沧桑。其时，窗外月、眼中瓷、心中
花、脑中诗、杯中酒次第登场，此情此景，如梦如幻。

是的，关瓷让人摩挲、叹服、追寻，这究竟是怎样
画出来的呢？“可解、不可解、不必解。”品关瓷，个中滋
味就包含了说得清、说不清与不必说清三个部分。

关兰写意为先，下笔直取，大美为真，发扬了岭南
画派写实兼容创新的重要特征，更显示出其“超以象
外”的东方气质。她用八个字形容醴陵瓷彩：白润似
玉，彩透如虹。其实，这八个字概括的也是她自己这个
人。幼时，关兰就在父亲指导下，研诗习字练画，深谙
浑融闲雅、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之道；16岁，关兰负笈
台湾师范大学，得登黄君璧、林玉山等先生堂室，日益
精进。后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学诸艺。花甲之后，书
卷气和诗书画并举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人生阅历，

让关兰更加蕴藉内
敛，豁达通透。每每
对言片刻就让人想
起沈从文的句子 ：
“照我思索， 能理解
我。照我思索，可以
识人。”

关兰说：“文化
其实就是不断的遇
见，你遇见我，我遇
见你。”2012年，就是
一场偶然的遇见，让
这位年过半百的艺
术家不远万里来到
醴陵，并在醴陵成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 。
“是我偶然遇见了醴
陵瓷，并结下了不解
之缘。这个偶然的遇
见，却是必然的在这
里生根。”几年来，关
兰潜心进行釉下五
彩瓷创作，以其擅长
的没骨画法加上对
色彩的高度敏感，在
瓷坯上创作出上千
件风格鲜明、色调洒
脱的釉下五彩作品。
在其满目的精美作品中，一套以绣球花为题的瓷瓶引
人入胜。她以粉、蓝、紫为作品基调，通过对料性的熟
练掌握， 调配出几乎包含了花朵所呈现出的所有色
彩，以此塑造出蓊蓊郁郁，斑斓绚烂、勃勃生机的绣球
花形象。

如今，关兰不仅以釉下五彩展现着写意花鸟的无
尽生机， 还运用各种色料及颜色釉在高温下的变化，
使其更接近物象本身，烧制中带来的不可预期的奇妙
效果为她的灵感、想象、才情拓展了表现空间。此外，
溜火、紧火、止火，她对每一个步骤的温度、时长反复
拿捏严格把控。就这样，关兰在必然中寻找偶然，在偶
然中觅得必然。

艺术是一种本能、一种自觉、一种宿命。十数个碟
子摆开来，旁边是特制的大把毛笔，还有锥子、刮子、锉
子和针。几碗洗笔水也留在案几上，这是不能倒掉的。

关老师笑着说：“好将秃笔残脂水，扫取天涯片片
秋！”

曾陆红

观马溆阳的花鸟画，常以自然之物人格化、人情化，
状物抒情，托物言志，可以感受到画家物我相融、天人合
一之境界。虽为花鸟状形，然其本质，乃画家于自然中获
超然领悟，期求内在之精神。故而，一叶一花总关情。

端午节期间，马溆阳在湖南图书馆举行了一场“草木零
落，美人迟暮”作品展览。她为此次展览创作了20余幅以屈
原作品中出现的芳草为创作对象的画作， 她想通过这些作
品来体现屈原笔下“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凄美意境，穿越
两千多年的历史，追寻当年屈原行吟的身影。

“退休后，我几次回到家乡溆浦，了解到屈原在那里
的过往， 也在无意中发现楚辞的诗句里竟然有那么多芳
草的名字。”马溆阳说，屈原将自己的人生处境和芳草联
系起来，让芳草有了人的气息，她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于
是想到要把它们画下来。查找资料，核对诗句中芳草的
古今名称，写生对照，尽力把这些芳草的形态和精神画
出来……这几年，马溆阳就这样做着这份“艰巨的工作”。
三年前，马溆阳开始了芳草系列的作画，在创作过程中不
断否定自己。一幅名为《荠》的画作，她前后画了6、7幅都
不满意。在经历一堆又一堆的废纸以后，马溆阳将《离骚》
中提及的10种芳草，以20幅作品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马溆阳自幼习画，长期在湖南展览馆工作。曾跟随著
名画家陈白一、李立老师学习书画，后又在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系深造。退休后专心于绘画，北上拜花鸟画大家霍春
阳先生为师，多年跟随刘贞麟、张翰文老师的暑假班学习
没骨画。马溆阳说：“绘画是一种幸福。”她对书画倾注了
自己一生的情感。 绘画已是她生活的一种常态， 就像吃
饭、喝水、呼吸一样，平常而自然。她特别喜欢毛笔在宣纸
游动时那种变化的感觉，一笔一纸一池墨，丰富着她的情
感世界。她的没骨画风清新雅丽，于绚烂中求平淡天真。
她的新作楚辞芳草花鸟画系列取材于楚辞芳草谱， 清雅
明丽，婉约多姿，令人耳目一新。近而观之，有一股清新之
气扑面而来，令人心情舒畅。

《楚辞》有特色地赋予草木以人的意志和生命，比兴托
物，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马溆阳画的楚辞芳草图：兰花飘
逸洒脱，芍药凝香吐艳，莲荷清香溢远……用笔爽利快意，墨
色和润饱满，境像遒丽秀美充满激情、生机和清新之感。

马溆阳想把《离骚》中提及的55种芳草都画出来。她
说：“如果这辈子能完成这个事，就圆满了。”

翰墨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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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世界
谢军

今年53岁的石建兵,是上世纪80年代以全国版画
专业成绩第二名考入西安美院的高才生。大学毕业后
他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他教过的美术专业学生逾
3000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鬓
如霜，额上镌刻着浅浅皱纹，方正的脸上，一双明亮的
大眼睛，满目祥和。

走进石建兵在长沙梅溪湖旁的版画工作室，像进
入了一个传统的印刷小作坊，又像来到一个木工加工
房。浓郁的油墨香味和林林总总的制作工具，让人很
难想到那些精彩纷呈、 动人心弦的作品就出自这里。
我想，版画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独有的工艺特性，更在
于其艺术语言的丰富和题材、 艺术精神的无边界。写
实艺术和设计艺术、中国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等
都可以是版画的创作语言。石建兵能与不同工艺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石建兵多才多艺，除了版
画外，也酷爱油画，这让他的版画有了更加开放的视
野，也让油画有了版画的功力。

无论创作版画还是油画，石建兵所用工具主要是
刻刀。他用刻刀构绘出壮丽河山，用颜色闪耀出天地
万物的生命，境由心造的绚丽多彩皆落在木板或画布
上，画面充满了精气神。

石建兵视艺术如生命。 有次他患急性胰腺炎住
院，这是个要命的病，医生要他半年内不绘画，而他一
天不创作心里就发痒，经常背着医护人员在病床上画
速写，出院后不久就来到乡下岳母娘家，被农村美丽
风光深深吸引，忘却了病痛，寄情当地山水人文，埋头
作画，不知不觉一个多月时间里画了200多张画，后来

他被医生称为不要命的艺术家。
他有双发现美的眼睛，只要看到好的题材就随时

停下脚步速写，然后慢慢创作。他追求自然奔放，不矫
揉造作，只是把自己美好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的木刻
注重画面整体的色彩与色调的表达，提炼出物象的本
质美感，色彩厚重，多彩而不失版画的特性。他用洒脱
凝练的刻刀、丰富变幻的色彩、别具一格的构图、心中
不断涌动的情思， 绘出沿途的物象和心中的物象之
美。画面浑厚而不失细致，内涵丰富而绝不单调，璀璨
绚丽却不张扬，展现内在的色彩美感与动人的精神气
质。他以非洲火烈鸟为题材的版画，《火舞———博戈里
亚湖》入选全国第二届版画与设计展，获一等奖后又
入选首届“一带一路中非艺术家展和中非文化展”和
“2018长沙国际版画艺术展”。 这些平行移步的火烈
鸟，充满运动感，给人不断延伸、向上的力量。他以牛
为题材创作的《非洲大地》版画同样入选“首届一带一
路中非艺术家展和中非文化展”和“2018中国百家金
陵百家展”。在大地艰难行走的牛，朴实无华，无私奉
献，好像就是绘他自己的人格。

在石建兵看来，艺术本来就是表现对自然所有生
灵的无尽的爱心。这也是他热爱艺术的原动力和根本
目的吧。 他的作品凝聚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感
悟，更集中体现了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他深入生活，
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及感人的艺术形象，用丰富的画面
艺术语言，多角度地反映火热的社会生活及壮丽的自
然风貌。

石建兵经常捐赠作品参加慈善义卖。他认为,艺术
缘于人间真爱，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爱心是很难成为
艺术家的。

艺路跋涉

谁搞砸了
古装剧

鸿水

这段时间，古装大剧《九州缥缈录》在播
出前半小时被临时撤档，《封神演义》无疾而
终，引发业内对古装剧的强烈关注。是谁搞
砸了古装剧？ 是谁破坏了电视剧市场的生
态？

我对古装剧特别是翻拍剧一直持批评
态度，这两年也写了多篇文章反对泛滥成灾
的古装翻拍、IP改编等现象。 只要翻拍就涉
及到改编，看看近些年播出的那些经典改编
剧，哪一部不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口碑扑地？
仅从去年到今年，各种国产剧翻拍，糟蹋完
国产经典剧还不够，还要把国外的经典剧目
买过来继续翻拍。知道影视圈为啥缺少原创
剧集了吗？不是编剧不愿意搞原创，也不是
编剧写不出好剧本，而是大家都热衷于投机
取巧。翻拍省事儿啊，还有经典在前，容易引
发关注，即便拍得烂，也有人看。

据不完全统计， 光2018年播出或开机
的翻拍剧就超过20部，有些已经播出的，口
碑一部比一部烂。2019年的翻拍剧超过40
部，以古装剧为主，古装剧当中又有不少是
根据架空历史小说IP改编的，这类小说IP大
都存在抄袭等各种问题。于是，电视剧市场
出现了非常糟糕的两大行业乱象：要么IP改
编、经典翻拍泛滥成灾；要么抄袭剽窃成风，
网文界的抄袭剽窃更是如此，多部所谓IP大
剧也都深陷抄袭疑云。最致命的是，在资本
的恶意助推下，一些抄袭IP小说被堂而皇之
地改编成热门电视剧， 动辄投资几个亿，抄
袭者即便败了官司， 并不影响其名利双收，
维权成本高、抄袭违法成本低成为了很多原
创作家、编剧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以至于真
正搞原创的编剧，却成了市场的“弃婴”，这
是编剧的不幸，也是畸形市场的悲哀。

另一方面，影视行业的跟风现象异常严
重，很多行业人士要么被资本绑架，为了做
项目而做项目，或者缺乏判断力，一味地跟
风。再好的题材，也架不住一窝蜂地糟蹋。所
以，这个行业里最不缺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
把好端端的古装剧彻底搞砸。有业内人士转
发某平台人士的帖子：看了一下后台的4月
公示，7部《方世玉》6部《狄仁杰》。这也是行
业乱象的一种具体表现。

《神雕侠侣》 已经翻拍了十几个版本，
《天龙八部》已是第6次翻拍了。老是搞翻拍，
说明原创能力不行，只能翻拍。去年开机的
翻拍剧很多，今年扎堆播出，但能够上星播
出的古装翻拍剧、IP改编剧,属于极少数。

影视风云

音乐会让年轻人身上发光
韩浩月

《乐队的夏天》 像一
部电影的名字。 其实是
一档网络综艺节目，播
出3期后得到了众多圈
内人和网友的喜欢。没
有人会想到， 那些像路
边的野花般名不见经传
的小乐队， 会唱着他们
的摇滚和民谣， 在网络
上火起来， 还上了“热
搜”。但《乐队的夏天》做
到了这一点。

当然，除了摇滚和民谣，《乐队的夏天》还有其他多种
音乐形式。节目组将聚集的31支乐队统称为“最具代表性
的中国青年原创乐队”，更接近节目性质。青年原创音乐，
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在这样一个夏天，让年轻人从屏幕上
感受到音乐节的活力与热情。

马东是《乐队的夏天》最为吸引人眼球的人物之一。这
不仅因为他是《奇葩说》等知名网综的创始人和主持人，还
在于他与他的团队开创了一种综艺新形态。马东在《乐队
的夏天》里的串场功能，也成为节目的看点。

除了一些老牌乐队， 节目中也出现了不少新乐队。表
演现场，他们或娴熟或自信，或稚嫩或生涩，但却无形中成
为《乐队的夏天》的气质与灵魂所在。因为，通过这些陌生
而年轻的面孔， 观众会观察到当下最鲜活的音乐生态，了
解到些许年轻人的生活与追求，以及发现他们是如何在潮
流文化的冲击下，沉稳地捡起传统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那一
部分，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
音乐。

节目的第二期，有两支乐队的演出视频在网上点击
率一路飚高。一支是演唱《莫欺少年穷》的九连真人乐
队，一支是演唱《马马嘟嘟骑》的斯斯与帆乐队。这两支
乐队的相同之处，是在上节目之前极少有人知道，九连
真人活跃在县城，是名副其实的底层乐队，斯斯与帆甚
至连正式演出都很少经历过。《莫欺少年穷》这首歌，讲

的是一个出门打拼的年轻人与父亲的对话，歌词中传达
出的精神与气魄很是正能量。现实中，乐队的三名成员，
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同时也致
力于音乐文化的推广。“年轻人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家
乡？”节目中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是当下的一个社会
热点。《莫欺少年穷》这首歌以及他们的作者，用自己的
作品与故事试图在证明：只要有理想有愿望，并能够热
情地投入自己的事业，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都无
碍他们的自身会发光。

《莫欺少年穷》是用客家话唱的。而《马马嘟嘟骑》是用
湖南方言唱的一首湖南本土民谣。方言演唱并没有为观众
的理解造成阻隔， 反而增添了不少文化趣味与思索空间。
音乐是发自灵魂的声音， 而灵魂的栖息地则是大地与河
流，以家乡文化为创作底蕴，让这些新的音乐人抢占到了
一个新的创作山峰。如果给予他们足够大的舞台，他们很
有可能引领一股新的音乐潮流诞生。

张亚东、高晓松等音乐人作为嘉宾参与，为《乐队的夏
天》提供了不少专业层面的见解，他们的见解包括节目传
播带来的广泛的关注度，会为中国乐队的新力量提供更多
展示自己的机会。

年轻乐队的发声，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年轻人的一次
发声。当下年轻人群体想要通过音乐表达什么，值得我们
倾听。

艺林风景

石建兵油画作品
《杜鹃花儿开》

关兰作品

《乐队的夏天》

马溆阳“楚辞芳草花鸟画系列”之《荠菜》

艺苑掇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