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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通：

徜徉书法艺海的“八零后”

何满宗

欣闻书法家黄先通先生80岁寿诞即将来临之际，
又在筹划一个大动作———个人书法展正如火如荼策展
中，可喜可贺。黄先生道风仙骨，中气十足，精气神犹
然，无丝毫耄耋之气。细斟其新作，起承转合，笔走龙
蛇，笔端间更有了岁月的沉淀，彰显出大家风范，老当
益壮、精力不凡。先生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和造诣，真
是值得钦佩和赞赏。

10年前，黄先生七十大寿，不设宴请不做寿，以一
场个人书法展和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黄先通书法艺
术集》在湖南书法界一鸣惊人。10年后，先生再次以个
展亮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同时也
是自己步入八十的节点和纪念。这次个展，据说“加减
法并进”，精简规模，精简展品数量，但品质有加、精彩
有加，值得期待。

了解黄先生的都知道，他行事雷厉风行，为人大度
非凡，却又心细如发，这大概与其多年一直坚持在教育
一线为人师表相关。他出生于湖南衡东县，上世纪60
年代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 退休前系衡阳市衡钢中学
校长、湖南省优秀教师。从年轻起，由喜欢到挚爱，倾情
书道，尤爱行草，多年来醉心其中，日日耕耘，成就今天
的佳绩，并非偶然。

老同事老朋友都说黄老先生是位一生追求创新变
革，喜爱“折腾”、精力旺盛之人，退休后成立文化公司，
策划组织出版系列书籍； 出任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
会顾问、湖南书法网艺术顾问；受聘担任书画院客座教
授等等。这些年更是“折腾”出了几件大事：2010年10

月，经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协会专家评议，并报当代书画
润格评估中心评估， 由CHCN中国书画资格认定评审
中心评定黄先通先生为国家一级书法师（家）；先后13
次参加全国书艺大赛，荣获特等奖、一等奖5次，金奖7
次，银奖1次……

黄先生的书体表现形式多变， 时而雍容， 时而回
荡，自成面貌，书法线条优美，率性间不失潇洒与从容，
保持了经典的气质，坚持和传承了中华文化精神，表现
出一位书法大家的品质。游于笔墨间，赋予书法作品以
足够的情感和温度，细品，竟有“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之感，难怪得到了业界一致赞道，也受到了书法爱好者
的追捧，不少作品被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湖
南省图书馆等收藏。

记得有一次接受采访， 记者问我怎样才算得上是
一位艺术家？我用名曲《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给予答
案：一首优雅好听的经典名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
就是艺术品。符合大众审美，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在
艺术界得到艺术认可；被百姓们接纳，拥有群众基础。
三点都具备，这才是艺术家。黄老先生的书法作品符合
普世的审美观，又自具气势，不仅承载着艺术的熏陶功
能，更具心灵的净化之用，在书法界成为一股难得的清
流。加上先生生性豪迈刚直，淡泊名利，人品口碑俱佳，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需要激情。相比10年前，现在的先生似
乎对书法更具热度，精气神和情感更为饱满，完全行走
在岁月之外。

八十，于人生，年华或渐已远去；八十，徜徉在书法
艺海，却正青春！

吕杰

油画作品《蜕变·种子》，创作背景是
2015年我回家乡邵阳农村， 看见老宅前
后丛生的杂草，那是从前没有见过的、蜕
变了的、似草本又似灌木，还有主干的植
被。当时给我的震惊、恐惧、担忧难以言
喻———除草剂、农药、化肥和种种伪劣产
品，让土地和草木都变了性。我想大声呐
喊。

当时所见没有创作灵感， 也没有拍
照留下影像。 直至从事农业科研的表哥
钟扬去世。

2017年9月25日，著名湘籍农业专家
钟扬， 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地区干部讲
课的途中遭遇车祸去世， 年仅53岁。 钟
扬逝世后获得诸多荣誉称号： 全国优秀
教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
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当年赶赴银
川参加钟扬送别会时，种子的话题，种子
的故事， 种子研究学者的痛楚和钟扬的
研究生的哭诉，话题都是钟扬和种子。悲
痛的心情， 移情到从事种子保护与研究
的钟扬，以及他弟子讲的故事场景，激发
我强烈的创作冲动， 但在悲痛中未达到
创作灵感的境地。

在银川的日日夜夜总是想着要为钟
扬做点什么，为钟扬的愿望做点什么，从
银川回长沙， 思想意识开始进入作品创
作时期。 老宅杂草那一幕在脑海里挥之
不去，当时所见与心情清晰浮现。联想到
种子的流失和蜕变， 移情到对钟扬的思
念，我开始了油画创作。我想通过作品展
示给观众震惊、恐惧、担忧的视觉冲击，
让观众联想与移情到食品安全、 转基因
与种子保护，达到行为自觉与自律，呼唤
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普及到农村基层，呼
唤人们关注生物种子、 食用蔬菜种子的
安全和保护。

在作品形式语言上， 我想通过绘画
本身的颠覆性， 对传统油画本体语言进
行颠覆，对油画方式和习惯进行颠覆，表
达对当下生态环境的忧虑， 批判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批判急功近利的变种、滥
用农药化肥等行为， 呼唤人对自然的尊
重，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对生物种子的尊
重。同时，也以此怀念从事农业研究和教
学的钟扬教授。

我一贯主张和追求油画作品的“唯
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以材料基底的不
规则变化和“边走边看”的创作过程，呈
现多样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制造作品的
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

（作者系湖南工商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章王

纪实电视剧《花开时节》，讲述兰考一个“90后”副
乡长为了兑现去新疆采棉的诺言， 带着一群女摘棉工
前往新疆摘棉花的故事。 目前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时间
上映。因其强烈的真实感，刚一播出就在业内引起巨大
反响。它情节动人曲折，赞颂了农民的诚实劳动，也深
入挖掘农村之美。与很多剧不同的是，该剧70%的角色
由非专业演员扮演，却邀请了国内一流的导演和拍摄、
制作团队。

为什么起用非专业演员
该剧70%的非职业演员，有务工人员、报社编辑、

兵团干部和网络主播等。说到起用非专业演员，制片人
王是颇为无奈。两年前，他和导演陈胜利打算拍这部现
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时，虽然得到不少业内人士鼓励，可
是真正愿意投资的却寥寥无几， 很多资本方并不看好
农村题材剧的盈利能力。 王是与他的团队一边面试演
员一边筹集资金，最后只筹到3000万元左右。当时邀
请一些所谓的知名演员， 一个人的片酬就要超过千万
元，剧组根本无力支付。另一方面，一些“知名”演员来
试镜，根本表演不出劳动的感觉，这让陈胜利很担心。
纠结很久后，王是和陈胜利两个人一合计，最终决定大
胆起用非专业演员。

面试前，女一号扮演者孙萍丽并没有太当真，作为
一名中学英语老师，喜爱表演但从来没拍过电视剧，听
说选角色，就报名试一试。在说戏过程中，孙萍丽竟不

自觉地哭了：“我妈每年都去新疆采棉花，那几天，我刚
送母亲上了去新疆采棉的火车，想象她劳动的场景，实
在没忍住，就哭了。”这样真实的她，却让陈胜利眼前一
亮。在最终选定后，王是憋不住问陈胜利：“让非专业演
员做女一号，你有几成把握？”陈胜利说：“我看行！”

非专业人士如何干到专业水准
扮演副乡长的“90后”男主角陈冠英是一名机关职

工，以前只做过群众演员，对他来说，“刚开始进入不了
角色是最痛苦的事情”。在一场面对采棉女工冲突的戏
时，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拍了几条都没过，被导演一
顿痛骂。这一骂却骂醒了他。有一种敬业叫做较真。拍
戏前， 他都会把第二天的剧本反复读几遍， 还着空练
习，让自己迅速进入状态。

非专业人士如何干到专业水准？ 很多人都会这样
问王是。他坦言：大家一起下笨功夫！去新疆拍摄，剧组
提前十几天就进场了，让演员和普通采棉工人一样，冒
着太阳去摘棉花。一般的电视剧有三个月的拍摄周期，
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们花了5个多月。“演员进入状态
慢，我们就一条一条地磨，完全按照专业标准执行。”王
是说，“很多人建议里面加上‘三角恋’，最终还是被否
定了，一定要立足现实，不能靠‘狗血’剧情赚收视。”但
这并不意味着《花开时节》缺乏矛盾冲突。故事一开头
就引入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观： 以大妮为代表的诚
实劳动的农民， 以二妮为代表的用各种方式博取出名
的“网红”。正是这些价值观的碰撞，让观众看到农民的
质朴之美。诚实的劳动，坚忍的性格，坚守着诚实的内
核，这是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

挖掘怎样的劳动之美
十几年前，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前往新疆摘棉花

大军一度达十几万人， 这也曾是兰考实现脱贫的重要
路径之一。在很多人印象中，摘棉花带来了可观收入的
背后， 每一位摘棉花农民都会有一段心酸故事。“其实
并不是！”在拍电视剧之前，导演和制片人赶赴新疆采
访了130余位摘棉农民，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我也曾设想他们比较悲情。”很快，陈胜利有了新
的发现，尽管摘棉花很苦，不过摘棉农民正在变化———
从过去为了温饱， 到现在为了赚钱也为体验不一样的
生活，大家挺乐观的，甚至还有人带着孩子来“接受教
育”，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虽然不再指望拿到这份钱
糊口，但是劳动惯性已经浸润到农民的骨子里，不自觉
地坚守勤劳的品格。

新疆采棉花的部分，有美丽的新疆风光，金色的胡
杨林，一望无际的棉田，甘甜的新疆大枣，成片的火红
辣椒……热情的新疆群众不辞辛苦地帮助兰考农民寻
找工作，安排生活，电视剧不露声色地体现了民族融合
民族团结的情景。

创作团队在制作完电视剧后， 两次奔赴兰考县给
当地摘过棉花的农民播放这部电视剧。 用陈胜利的话
来说就是：人民戏，人民演，最后人民是裁判。这些摘棉
工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剧，跟着剧情哭着笑着，最后
说：“这部戏真心演农民生活，演到了我们心里。”

党玉占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时逢夏季，荷
花盛开。荷花，又名莲花、芙蕖、水芝、菡萏、玉环等，是
我国人民非常喜爱的一种常见花卉，它的娇姿常常出
现在我国发行的邮资品上。1980年8月4日， 我国发行
了《荷花》特种邮票，全套4枚，小型张1枚，图案分别为
“白莲”“碧降雪”“佛莲座”和“娇容三变”，小型张“新
荷凌波”。 邮票图案原画作者是我国著名工笔重彩花
鸟画家俞致贞女士，小型张上的荷花则是她与老伴刘
力上先生共同创作完成的。1998年9月25日发行《花
卉》普通邮票，其中第二枚是“荷花”；1999年7月23日
发行《荷花》普通邮资明信片；2010年4月28日又发行
一枚《映日荷花》普通邮资明信片。这是我国发行的荷
花专题邮资票品。

目前我国已经将5位古今著名画家笔下的荷花选
入邮票：1980年1月15日发行的《齐白石作品选》特种
邮票， 其中第六枚为“荷花”；1997年3月14日发行的
《潘天寿作品选》特种邮票，其中第四枚“朝霞图”，图
案是一轮浓重焦墨荷叶和一朵旁逸斜出的淡红色荷
花；2002年1月20日发行的《八大山人作品选》特种邮
票， 其中第三枚为“墨荷图”；2009年3月22日发行的
《石涛作品选》 特种邮票， 其中第二枚为“墨荷图”；
2010年5月25日的《第十届世界旅游旅行大会》纪念
邮票，图案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的彩墨荷花图。

在我国发行的其他题材邮票中，也常常出现荷花：
如1958年6月1日的《儿童》特种邮票，其中第一枚“婴
儿”，图案是母亲和摇篮中的婴儿，背衬几朵荷花；1999
年12月20日的《澳门回归祖国》纪念邮票，其中第一枚
“中葡联合声明”，图案左下方附有粉红色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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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春梅

迪士尼于近日发布真人电影
《花木兰》的预告片。虽然只有一分
半钟长，但作为迪士尼真人电影里
第一部中国影片， 预告片一出，国
内外的社交网络一片哗然。

外国网友对片中没有了搞笑
担当木须龙颇感遗憾，而中国网友
则对片中连刘亦菲都不能拯救的
鹅黄妆、花木兰生活的环境居然位
于福建土楼等元素吐槽不止。一分
半钟就能有这么多的文化元素水
土不服，不知道全片出来是不是槽
点更多。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国外
拍摄中国题材作品大都如此： 堆砌
着他们自认为的中国元素， 勾画着
他们自认为的中国人形象， 内涵却
依然是典型的西方观念。 若不是如
此，动画版花木兰怎么会是丹凤眼、
厚嘴唇？ 花木兰虽然成为第一个被
迪士尼加入公主系列的东方女性，
成为迪士尼八大招牌公主之一，但
她依然是迪士尼的公主， 而不是中
国的花木兰。

奇怪的是，迪士尼版《花木兰》
虽然漏洞不少，但无论动画版还是
真人版影响力都很大。 相比之下，
中国人自己拍摄的花木兰也有很
多版本，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
也许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国内影
视化的“花木兰”竟有六七个版本
之多。

众多中国“花木兰”中，最知名
的当属赵薇2009年出演的电影《花
木兰》。但当年这位“花木兰”的境
遇颇为不顺，号称投资两亿多元的
影片，全球票房仅仅过亿元，让主
演坐实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国内影视界为什么常常讲不
好中国故事？

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导演
托尼·班克罗夫特曾透露， 在该片
四年多的制作过程中，用了一年半
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对
于剧中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不同
朝代的服装和流行元素，具体到女
性的发型、服装甚至桌上的茶杯都
做了认真仔细的了解。迪士尼尽管
如此认真，但因为文化隔阂还是难
免有各种漏洞。相比之下，国内影
视圈更偏向历史题材的“快餐式”
创作，剧中屡屡出现与时代不符的
道具，胡乱穿越的台词，有的影视
作品为了讲述一个套路化的故事，
甚至随意篡改历史背景。

国内影视人讲不好花木兰故
事，大概就是缺乏认真、踏实的创作
态度。 如果我们也能像迪士尼那样
认真研究，又有文化优势，自然能讲
出更好的中国故事。 时下正在热播
的《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一个极好的
例子。 马伯庸讲的是一个类似美剧
《反恐24小时》的故事，但他说最难
的是对那个时代生活细节的精准描
摹， 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唐朝
的生活细节。 唐朝人怎么喝茶、吃
饭，男子外出怎么花钱，女子出门佩
戴什么首饰， 甚至长安城下水道走
向，都要一一描摹。正是这些看似没
用的细节， 为剧情赋予了难得的质
感，才能讲好这个中国式的“反恐故
事”，这样的作品才是再高超的外国
创作者也无法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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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时节》：
挖掘中国农民精神之美

方寸荷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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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时节 王明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