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艺风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投稿邮箱： whbml@163.com� 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17

迟美桦

最近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开展的“道
南正脉·当代潇湘山水八家” 展览，8位当
代潇湘山水画家的精品力作集中亮相。 这
是一场循脉而行的溯源之旅：探寻湖湘山
水画的根基，树立“潇湘画派”的文化自
信，继承与发扬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 这
个以岳麓书院匾额“道南正脉”命名的展
览，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盛会，更
在省内乃至国内文化艺术界引起了关注
和热议。

据策展人刘晨先生介绍，本次展览
历经了两年的精心筹备。“道南正脉”是
指向，而非定义。 从精神层面来讲，此展
是“八家”也不是仅此八家。 毕竟湖湘山
水画界人才辈出，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此番入展的8人， 则是这个优秀群体的
缩影。 他们在各个年龄层次、各自的表
现手法上，皆为当代湖南山水画领域的
代表。 刘晨称，此次展览的目的主要在
于溯源寻脉，为湖南山水画的发展寻找
文化基因并奠定学术基础，为构建当代
“潇湘画派”迈出自信而坚实的一步。 参
展画家以“潇湘八家”的方式出场，在某
种意义上是为了与“潇湘八景”形成一
种特定的文脉与意象的关联。

参展的8位画家各有成就， 且风格
面貌各异，但无论就题材内容还是艺术
表现及审美追求，他们的作品都有着深
刻的湖湘文化烙印。 老中青三代画家基
本上构成了一个代际完整的湖南山水
画人才梯队：王金石、刘云属于“50后”，
旷小津、阳先顺、田绍登、石纲属于“60
后”，石劲松、付红为“70后”和“80后”。

王金石， 对潇湘文脉及古今山水
画论都有独到而系统的见解。 他的山
水画既表现出一种现代审美格调，又
有着深厚的传统法度， 有一种出新而
入古的厚重之感。刘云，在中西融合中
探寻属于自己的现代山水语言； 楚山
湘水、 潇湘文脉， 灵秀之气行走于笔
端，浪漫与隽永跃然于纸上。 旷小津，
将北派山水的崇高峻险融化于湖南峻
峭秀丽的山水之中， 在山石皴法上斧
劈皴与披麻皴熔为一炉， 形成了自己
的“石刻皴”法，既保持了雄浑博大的
北方气象， 又增添了雨润秀美的南方
气质。 阳先顺，画虽古意深邃，却生机
盎然， 层层叠嶂中构筑山水的雄奇图
式，色彩与水墨、现代与传统在不经意
间重新得到整合。 石纲，以彩赋形、以

色造境，化骨法用笔为彩墨为上，以现
代色彩观念和微观空间意识驾驭画面，
创化出种种宇宙生命意象。 田绍登，以书
入画，直接契入“书画同源”这一中国传统
绘画的核心，以书写的状态融入情感的抒
发， 将山水丘壑与文人心象融为一体，体
现出气韵、思景、笔墨的山水精神。 石劲
松，把传统的色彩层次即墨分五色与三远
法的空间构成，通过互补色彩切入到山水
画里， 开拓出中国山水画新的空间格局。
付红，以当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直观的
方式置身于湘西的体验之中，既有“风景
这边独好”的自然山川，更有宁静而充满
生机的村舍木屋，表现出一种具有现代神
秘诗意和田园牧歌般的意境……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
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周功
华，评价这次展览是“一场循脉而行的
溯源之旅”。 他认为，无论是从“潇湘文
脉”还是从“道南正脉”及“湘军崛起”角
度看，当代湖湘文化的时代张显主要还
是在于建立文化主体性的自信。 这对于
与“潇湘”有着更为直接关联的湖南当
代山水画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植
根于“潇湘”文脉之中的现代湖南山水
画，本来就有着与中华文脉心气相通的
美学基因，再加上底蕴深厚的道学正脉
传承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完全有可能而
且应该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潇湘画
派”。

樊家信

马文新崇尚“精读大自然”。 这种
“精读”有个前提：腹中要有诗书，要有
较好的综合文化素质。 不然，面对万水
千山，读不深入，读不出自己的独悟，
谈何“精读”！

马文新从小爱画画， 先随意涂
鸦， 再对着连环画临摹书里自己喜欢
的图画。上世纪90年代，他在邵阳市文
联主办的中国函授大学学了3年中国
画。 那时他在郊区粮食系统上班，当过
营业员、保管员，抓过基建，也许是农
村的17年生活让他有了吃苦耐劳的
“咬住不放”的劲头，读了一大堆美术
书籍。 喜欢文学，是他除绘画外的第二
爱好。 他读了不少历史、文学著作，有
了写作的欲望， 于是又参加了文学创
作函授班，散文、诗歌、小说都写过，还
发表过几篇文学作品。 他理解“书画同
源”之理，坚持临帖不辍，2004年起开
始主攻中国山水画。 他下过大力气，临
古代名家的作品，体悟大家的笔墨、意
境，这种与大师的神交让他获益匪浅。
2007年他的一幅山水入选纪念黄道周
全国中国画提名展，崭露头角。2010年
他走出了自己艺术人生的重要的一
步， 在北京两年多师从山水画“西北
风”的开创性代表人物王文芳先生。 先
生的艺术理念、创作思想、绘画风格对
马文新影响颇深，让他在艺术视野、创
作能力等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马文新对大西南的山水情有独
钟，尤其是黔东南、黔南一带。 武陵、大
娄、乌蒙、苗岭，山水洞林石相辉映，山
上梯田层层叠叠， 云雾缥缈， 大气神
奇，景观独特。 他沉浸于斯，“精读”于
斯，收获多多，挥毫落纸潇潇洒洒，创
作出了苗山系列佳作《春到苗乡》《魂
系苗山》《苗岭人家》《斜风细雨过家
山》《家山清韵》及重彩《春到苗乡》等，
遍野的树叶葱郁葳蕤， 黑瓦黄墙镶嵌
其间， 蓝天下有山势直下， 有远山横
卧， 有装饰味的白云似水如棉蒸腾环
绕，构图新颖大胆，色彩斑斓而韵致清
朗，大气而不失细节之奇美，厚重而不
失节奏之轻快。 这是春之交响曲，读者
驻足画前，能感受到旋律的美妙，感受
到画家激情的倾注，诗绪的飞扬。

他新近创作的大幅水墨浅绛山水
《湖湘风情》获“美丽湖南·三湘巨变”
美术创作工程最高奖。 作品山势雄强
大气，苍中含秀。 一条大江云水蒸腾，
穿山过岩， 滚滚远去……画家不特别
着意于湖湘山水的外表形象， 而是着
意于山水画精神内涵的拓展。 湖湘山
水，孕育了那么多伟人、名人，画幅这
种传统又不无“现代”的格局，注入了
作为湘人画家对湘人大气执着、 刚中
有秀的个性的理解。

马文新把自己的青绿山水作品叫
“写意重彩”。 他重中国画的写意精神，
欲在画幅中注入自己的生命激情性格
特质与文化内涵。 他尝试用“小青绿”的
形式，在写意的底稿上加彩，不按传统
的程序反复渲染。 他以为制作多就难免
“伤于巧”，想达到一种传统青绿山水不
常见的笔墨感和率性的风格。

马文新的山水大多是满构图，但满
而不滞，视觉感强。 究其因，是他在传统
的“留白”上有所拓展：缥缈的云雾是
“留白”，环山的江河也是“留白”，重山
叠岭间一组有当代风格的白墙，一大片
新绿……同样有“留白”效果，有时还让
画面平添了现代感。 画家在传统对称式
构图中，强调形式之美，强调音乐的节
奏感与旋律美。

“70后” 马文新40出头就成了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 年轻，路还很长。

杨子江

“笔走龙蛇更漏断，墨研冷月孤寒。 砚池清澈洗
忧烦。 驰骋方寸内，游刃紫毫端。 染翰今生金不换，
达观尘世悲欢。江湖权贵懒高攀。楷模千古范，贫贱
也心宽。 这是何宗国在五届兰亭奖获奖感言中写下
的一首《临江仙·秋夜临池感怀》。 近年来，何宗国凭
借自身的实力，多次跻身于“兰亭奖”的行列。

何宗国1973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大布江一个偏
僻的小山村。 这样的出生背景意味着成就一番事业
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但要吃苦受累，而且还需要
耐得住寂寞与持之以恒。 何宗国回忆起小时候的艰
辛生活：“我们五姊妹，家中七八口人吃饭，父母都
安排得井井有条。 ”父母希望他能够吃上“国家粮”，
特意在他的名字里安上一个“国”字。 这个愿望在他
16岁的时候就实现了，那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东江师范，成为湾里第一个吃上“国家粮”的
人。 刚入师范学校时他不太合群，每天躲在教室里
摘抄百科知识，一边学习一边练字。 一年下来抄了
五大本，获得了年级钢笔书法比赛二等奖。 此后何
宗国被推荐加入学校的书画兴趣小组，那段时间他
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了写字画画上。 指导老
师曾环健看他很用功， 便把书画室的钥匙交给他，
让他随时都可以进去练习。 师范毕业时，何宗国在
学校举办了首次个人书画展，令大家刮目相看。

1992年何宗国被分配到大布江中学任教。 他激
情满怀，全身心投入工作。 1994年何宗国被派往郴
州教育学院脱产学习。 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苦练书
法，是年9月在郴州市首届书法篆刻大赛中，何宗国
的楷书《岳阳楼记》获得成年组一等奖，极大地激发
了他对书法的热情。 进修期满，他没有返回原校教
学，而是选择了停薪留职，在郴州从事书法培训。 他
一边教一边学，开始涉猎汉隶和魏楷，为今后的书
法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何宗国说，学书的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走弯
路就是捷径。 他的书法创作遇到过“瓶颈”，也走了
不少弯路，这让他感到非常苦恼。 多亏时任永兴县
书协主席曹辉多次鼓励他“走出去”开阔视野。 2011
年春，在曹辉的推荐下，何宗国成了中书协书法培
训中心的一名学员，主攻隶书。 得到了导师的指点，
何宗国明确了目标和方向。2012年至2013年何宗国
“潜伏”在家，以“消化”为主。 2014年何宗国再度赴
中书协书法培训中心导师工作室学习， 主攻行书。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对书法又有了新的理解和
感悟，学习书法的目标更为明确。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诗词和书法将人类最伟大的
语言文字表达得最为直观，也最具深意。何宗国已经意
识到两者结合的现实意义。他一边练习书法，一边尝试
着诗词学习与创作。他如今已写下数百首诗词，但自认
为大多为“半成品”，不敢“示众”。 何宗国认为，“书法不
过一技耳”，书家习艺之余，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
养。他说：“我不奢求优越的物质生活，只向往高尚的精
神享受。 ”他的书法总让人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他
主张“字中的笔”以意为之，其形体既不觉拘敛,又不失
野逸，笔墨线条苍茫雄浑，笔力刚强，字里行间渗透着
一股洒脱与厚重。

1999年10月永兴县成立文联。因为他有书法特
长被调入文联工作， 这成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点。 现在，身为县文联副主席的他满腔热情地享受
着这份工作。 他说，最幸福的职业，莫过于在最适合
自己的岗位干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银河补习班》，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刘昌宇

暑期上映的影片《银河补习班》，就家长如何在孩子
的教育过程中发挥亲情作用，让学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做
出了生动的诠释。

影片一开场，就巧设悬念。 在茫茫太空中，由于一场
突如其来的意外，年轻的航天员马飞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生命的绝境中， 马飞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那个最了不起
的爸爸。 于是，一场穿越漫漫时空的温情故事在我们面前
徐徐展开。

30年前， 马飞的父亲马皓文在一家公司任建筑工程
师，由于替单位背黑锅而锒铛入狱，在狱中一待就是7年。
待到他出狱时，儿子却因为父爱的缺失一度成了“问题”
少年。不甘沉沦的马皓文决计重新开启他的人生，改变儿
子的精神面貌。 困境中，他一边四处打工挣钱，一边思考
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马飞。 当他的教子方式与传统教
育理念激烈碰撞时，甚至不惜与教导主任打赌，以示自己
有信心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马皓文教子在许多方面都显现出独特的地方。 首先，他
注重言传身教。 父母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他们心中
的榜样，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马皓文处处以身作则，不断地鼓
励和开导孩子。 他有句经典名言：“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
箭靶，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这
种言传身教，让马飞逐渐由浑浑噩噩开始树立起远大的人生
目标。 此后，他通过不懈的努力，成长为一名宇航员。 马飞的
成功，无异于是对马皓文教育理念的最大褒奖。其次，尊重孩
子的独立性，多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帮
助孩子走出青春的迷惘，以健全的身心放飞梦想，实现自
身的价值。

该片导演邓超用寓理于事的表现手法，通过一个个细微
琐碎的亲情故事， 亲切自如地展现了学生教育这一传统话
题。 没有说教，而是用心换心，以情怡情，在“有志者事竟成”
的感召下，让昔日的“问题”少年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彰显了
父爱的博大，也使这部影片洋溢出满满的正能量。 影片自始
至终所传递出的“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不认输”“没有坏
孩子，只有没教育好的孩子”“用爱去感染孩子”“不要强迫孩
子，而是尊重孩子”等教育理念，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年轻的家
长和教育机构，都极具启迪价值。

令人称道的是，影片在开掘教育主题的同时，还以纪
实的手法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亚运会、 香港回归、“98抗
洪”等历史大事件。 当一首首经典老歌响起时，强烈的身
临其境感把人唤回到那些峥嵘岁月。 而大时代背景下的
这种社会变迁，也更加凸现出“教育是百年大计”的意义。

《银河补习班》以融融的温情和暖意，带来了一堂鲜
活而生动的教育课。

初雪

安乡硪歌独具水乡特色， 是在修堤打
硪夯实泥土时演唱的一种民间歌曲， 遍布
于安乡县安福乡、安凝乡、下渔口镇、黄山
头镇等8镇12乡。258个村民委员会，村村有
硪工队，组组有硪工员。 2006年，安乡硪歌
被定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
目。 俞宽美成为“湖南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安乡硪歌名称来源于劳动工具石硪。
据史料记载， 在明万历年间围堤修垸就有
硪歌伴随其劳动，距今已有500多年传承历
史。 加之受荆楚文化的熏陶，及唐代出现的
田歌、山歌、习俗歌的影响，简单的劳动口
令逐渐形成了有节奏又有旋律的劳动号
子；又受宋词元曲的影响，演唱词曲有了很
大的改进；至清代、民国初，安乡硪歌日趋
成熟，由于年年修堤打硪，唱硪歌的人越来
越多，声腔越来越美，成了修堤工地一种不
可缺少的劳动文化现象。

安乡硪歌是人们在长期集体劳动生活
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民歌演唱艺术形式，一
人领唱，众人帮腔。 硪歌领唱者常常编唱一
些反映打硪劳动生活、民间习俗、伦理道德、天文地理以及人物
历史的故事和民间传说进行演唱。 这些歌词与劳动人们的情
绪和精神状态紧扣在一起。 传承上没有固定的师傅，一代一代
都以具有口才机敏、天生好嗓子者为头。

俞宽美1940年生人，高小文化，农民，现住湖南省安乡
县安凝乡团洲村三组。 1954年因水灾失学回家务农，业余时
间从师陈宝仲、易善金等人学唱渔鼓评书，1959年开始步入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后参加“淞澧分流”“安尤乡移堤”“焦
圻镇移堤培修” 及荆江分洪整修工程等十多处水利建设工
程，是享誉全县、具有编唱能力的硪工领唱员。 他声音洪亮，
吐词清楚，演唱有热情、有号召力，在长年实践中形成了自己
的风格，特别是即兴编唱能力强，往往能见子打子，信口即
来； 他记忆力好，《说唐》《水浒》《三国演义》《二度梅》《孟姜
女》《五娘进京》等民间口传唱本都能准确演唱。20多年来，俞
宽美培养了彭润秀、刘菊桃、徐子英、邓玉华、孙平、曾银华、
闲世林等新一代男女硪工领唱员。

艺林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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