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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潺
李文兆

李潺先生去世6个多月了， 但人们还在怀
念他，谈论他，思念他。

李潺曾担任过湖南省书协常务副主席、中
国国画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是湖南电视台国
家一级美术师，还被海内外100余家艺术机构
聘为艺术顾问。他常说希望自己活到80岁或更
长一些，完成自己的愿望。 他生前设想有生之
年在北京举办自己的个展，出版自己30万字的
书法理论著作，举办一次书法、篆刻国际大赛，
但他匆匆地走了，留下许多未尽事宜。

李潺先生的书法五体兼备，多次参加全国
性大型展览。 他的篆书苍秀灵妙，隶书古稚华
兹，行书优美隽永，楷书刚正凝练，草书奔放跌
宕。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的狂草：纵横
变荡，布局旖旎，张力满盈，独具一格。 他的书
法作品勇于从传统中拓展现代意识，抒发个人
的情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对传
统有很大的冲击，对古老的篆刻也是一样。 李潺
在篆刻创作上大胆尝试，尽管阻力不小，攻击他
的人不少，但他还是坚持着。 他的印从秦汉印入
手，创攻“大写意”草书印，以简化字入印，印路开
阔，印风豪迈而空灵，生动传神，在传统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变化。李潺先生的画主攻写意花鸟，将
其书法之笔、篆刻之章、诗词之意融于画中，既传
统又鲜活。 其画不但有诗情画意，更赋予时代的
情调意趣。 他的诗词是性灵与情感的写照，以真
挚与平朴、含蓄与联想引人入胜。

李潺先生的书、画、印作品分别入选全国
第二、三届书法展，全国第三、五届中青年书法
展，全国第四届正书展，中日篆刻展西冷印社
国际艺术展等，被刻入衡山、屈子祠、常德诗词
墙、三清山等40余处碑林；他的书画理论文章
被收入论文集，并多次获奖。 李潺先生的艺术
成就，不但在书、画、印自成一家，且在诗歌散
文创作造诣颇深，集书、画、印、诗词、散文于一
身并都有自己的个性，故有湖湘奇才之誉。 李
潺先生主持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文学志《都梁文
钞今编》的编辑出版，出版了《李潺书法选集》
《李潺画集》《李潺篆刻选集》《李潺诗歌集》《李
潺散文集》等20多部著作。斯人虽去，其艺术成
就存留于世，令人景仰。

邹正

最近大半年里，在家里品尝好茶的时候，我也
要品一品赵洪琦的工笔花鸟画。

将他的画册放在茶几上大半年了， 每有好友
拜访，就和其一同观看画册。 在我看来，好茶在一
壶清水里浸泡出来的美感是要慢慢品味和享受
的。同样，品读好的作品，也需要细细感受。赵洪琦
的工笔花鸟画有着静谧的气息， 静得仿佛可以听
到画家艺术血液的流动声。 它又有着灵动的气势，
从中能看到画家的心灵和情感的涌动。 他的作品，
于质朴中见宽博浑厚，于真情中见意气勃发。

他的画能引起我的共鸣， 可能因为其间的自
然清新气息。 他生长于湖南的一处乡村，因此他的
作品总是带有一种朴实无华的乡土情结。 他将自
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潇湘文化的尊崇自觉或不
自觉地在作品中进行诠释和解读。 他有着对艺术
孜孜以求的精神， 善于在作品中表现出个性化的
笔墨语言。

他的工笔花鸟画具有雅、清、逸、趣、韵、朴等
特点。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对齐白石笔墨的
传承和借鉴。 齐白石也是湖南人，也是从农村走出
来的画家， 其作品呈现出淳朴的乡土意识和浪漫
天真的童趣，具有回味无穷的诗意。 赵洪琦吸收了
齐白石作品中的许多精华， 将个人情感与浓厚的
乡土气息、艺术内在的生命情结结合在一起。 他的
工笔花鸟画用笔稚拙厚重， 丰富而淡雅的色彩渲
染与精心勾勒出的线条构成了至情至性的艺术境
界，透露出含蓄而又不失大气的韵味。 这些特点共
同组成了他的工笔花鸟画的清新、淡雅、静谧而又
亮丽、热烈的诗意语言。

长年进行写生积累，他在自然世界中“搜尽花
鸟打草稿”。 他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万事万
物，并追寻和感悟大自然的本源和灵魂，在朦胧的
意象中彰显灵气和灵性。 灵气和灵性是无法用眼
睛直接捕捉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 胸存万物方可
有厚重的人文情怀， 笔墨醒透方可绽放出心灵的
光明。 从赵洪琦的工笔花鸟画中，能感受到自然的
气与美。 这实际上是他净化、升华灵魂的结果。 这
样的作品怎能不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清代石涛说：“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 舍笔
墨其何以形之哉？ 墨受于天，浓淡枯润随之；笔操
于人，勾皴烘染随之。 古之人未尝不以法为也。 无
法则于世无限焉。 ”赵洪琦深谙此理。 他的工笔花
鸟画浓淡、枯润相互对比，勾皴、烘染相互映衬，展
现出严谨细腻又淳朴厚实的特点。 在他的作品中，
线条的勾勒苍茫沉浑又游刃有余， 并在蕴藉、抽
象、 朦胧的意境中表现出自我的艺术精神和独立
的绘画品格。

画家既要有思想和文化修养， 又要有丰富的
生活积累。 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绘画技法的探索才
能更为深入。 赵洪琦对传统文化心存敬畏，同时又
有着独立的艺术审美观。 他认为，工笔画应具有深
藏不露的大气，画家要通过意境、胸怀、气魄、学识
突显出博大、豁达、浑厚、崇高的精神。 在他看来，
花鸟画既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又反映
着人与自然积极向上的状态和气质。 正是这种艺
术精神使他自信从容地在笔墨中呈现出真实的气
象。 他追求自然的大气象，崇尚宽广和朴拙的美。
其画风突破了传统的禁锢，展现出强烈的个性。

盛伯骥

李渔是个设计家， 也是个书
画家。 李渔的女儿叫李好。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
就成为了挚友， 这缘分是来自他
多次获了全球“世界之星”包装设
计大奖后， 我拍了一部关于他和
另—位设计家的文化纪录片，名
为《寻找本土》。 这部片子拍得很
顺畅，播得也顺畅，中央台和湖南
台都播了，还获了奖。 后来，李渔
去了深圳，几十年过去，他不但设
计还是响当当， 而且金石和书画
更上层楼了。

前不久，李渔来电告诉我，他
在美国学习回来的女儿李好策划
了一个当代国际艺术联展， 邀我
携摄影作品加盟。于是，我精选了
30幅自己近年拍摄的黑白影调
作品发送给李好， 随即我就收到
了《看见未来———当代艺术展》预
展的邀请函。

7月的深圳有点热，但前来观
展的人都兴致很高。 我在李渔的
引导下，先睹为快，把展会认真观
览了一番， 不得不点赞这—老一
少策展人的艺术用心。 这个展会
共包含15个艺术章节， 分为A区
和B区。 我在B区—个不起眼的地
方找到了展览的前言。 前言中有
这样一段话：“自7万年前，一群南
非的智人在石块上画下9条有意
识的线条后， 艺术似乎便与视觉
紧密相关。解构时间与空间，让观
众在所见或许并非所得中， 用自
己的体验定义艺术， 去看见未
来。”由此我体会了策展人把前言
隐匿于众多展品之中的苦心。 因
为只有用心去看， 而且用心去寻
求的观众， 才能享受到艺术家思
想的全部。

在这个展览中， 除我和李渔
外， 其他十几位参展艺术家都来
自于国外， 其中有几项作品特让
我 震 撼 。 比 如 来 自 以 色 列
Hamidrasha艺术学院的娜玛·瑟
巴（Naama� Tsabar），是一位活
跃在当代艺术前沿的多媒介艺术
家。她突破表演、雕塑以及摄影等
媒介的边界， 从不同维度探讨了
对性别角色的挑战， 让声音艺术
与视觉艺术交互， 达到身体和表
演及对空间的激活。娜玛·瑟巴的

作品是个装置系列， 艺术家将音
箱功放拆开， 把里面的电线和零
件在亚麻画布上重新排布， 形成
了一个全新的视觉感受， 让这个
工业产物在艺术家的解构下，形
成了一个全新的视觉逻辑。 在观
众眼里， 这个工业产物有如梭织
般的图画， 同时保持了音箱的功
能性， 与地面的吉他装置连接成
为一件虚构“乐器”，奏鸣出新的
声响。

又如法国艺术家Maotik带
来的人像跟踪·投影·编程技术，
作品聚焦于沉浸式的多媒体艺术
体验以及超乎寻常的视觉冲击。
据李好介绍，Maotik曾创作许多
大型装置艺术， 此次参展的作品
《绽放》，也是互动艺术作品之一，
利用传感器、投影与程序，将人和
设备相联系， 通过观众手势的变
化，在较大的空间内与机器互动，
并加入自然的元素，使人类、技术
和自然相互连接。 由于每个人对
这个作品的反应都是独一无二
的， 因此每个人见到的都是一个
全新的“绽放”，这就使每一个观
众参与了创作， 这便是互动艺术
的魅力所在。

参观之中， 李渔把我带进了
B区三楼的一个空间。 在他神秘
的微笑中，我断定这里与我有关。
果不其然， 从这个展厅中央置放
的—个小棋桌可以显示这个展厅
中的所有展品， 都是以我的摄影
作品与李渔的设计作品的空间对
话。我诚惶诚恐地表示，这对于我
来讲，规格是否有点过高。但在旁
边的李好表示， 盛伯伯的作品很
有魅力， 比如那幅在北美拍的
《枯》，已被好多国际友人关注。这
时我才放下心来， 因为在国际展
会中， 如果你有一幅作品受到关
注， 也就代表你这一批作品在这
个展会中有了一定位置。其实，我
也十分清楚， 自己是个影视制作
人， 对摄影艺术的介入还是个初
行者。今天的被关注，与李渔和李
好对我的推介有关。

第二天， 我把自己的参展信
息发至朋友圈， 朋友的点赞铺天
盖地， 这说明艺术的问题也是关
于朋友的问题。 爱上你所有的朋
友，就会有成功的你，这就是人生
的艺术。

《看见未来》艺术展作品

迟美桦

7月的中旬至月末，《归途———剑
武书画展》在长沙市图书馆举行。 其
间我去看了两次。 第一次，是开展那
天慕名而去，看展的人太多，只能走
马观花。但那些灵秀俊美楷书、篆书、
隶书、行书、草书，那些潇洒恣意的焦
墨、水墨、彩墨画卷……表现方式丰
富而独特，而其中流淌的书卷和艺术
气息，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于是，有
了第二次， 得以从容不迫地再看一
回。

125件书画作品， 剑武先生陪我
们一幅幅地看，他不时会在我们驻足
欣赏之时，讲解一下这幅作品创作的
过程和意境。 灰白的头发有一点长，
镜片后淡泊而睿智的目光里有纯真
和坦诚，谈吐儒雅而不乏幽默，偶尔
会夹杂一句湖南的方言俚语。 他说，
他为这次展览专门创作了部分诗词
和书画，和湖湘文化有关，和家乡的
风土人情有关。“一湖旖旎近农家，半
拟桑麻半拟花； 几树清莲供莲座，一
节泥藕哄泥娃。 ”这是他在《清莲图》
上题的自作诗。画面上的有生动的水
墨清荷，有洒洒洋洋的题诗，有乡土
的芬芳和书画家的情怀，让人心生感
慨与感动。

“我希望这是接受检阅的一个展
览。 对于湖湘这块土地，我知道她博
大的渊源和她的厚重。这里有取之不
尽的东西，十分浩荡。这次回来，邀请
了我在家乡的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的
同学和老师，还有我大学的同学和老
师，以及我的老同事老领导，请他们

来一起检查我的作业，看看我这些年
来在书画创作方面，在诗词创作方面
的努力和探索，给一些中肯的意见和
建议。 ”剑武说得恳切。

剑武，原名邵建武， 1978年秋天
从家乡湘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
代书画家、艺术评论家。 曾经在新华
社与人民日报从事文艺报道与美术
版主编，全程参与了新时期社会发展
与文化变革报道。 作为资深媒体人，
使命感与钻研精神使他在很短的时
间里，进入到专业领域、艺术领域与
探索前端，适时且充分地跟进着时代
的步履。

缘自对书画的爱好， 也是工作与
研究的需要，剑武时常深入书画家的斗
室，跟随着艺术家深入自然。日积月累，
耳闻目染，在近20年的创作中，他以家
乡———洞庭湖区四处摇曳的荷花为艺
术母题，从传统文化中开掘出千古文人
情结。荷花与他的家乡和童年生活息息
相关。 在剑武看来，荷花的含义一是丰
富和清净，一是百姓的食物。少时家贫，
藕和莲子，帮助度过多少饥荒年月。“清
净” 有利于绘画时展现激情，“丰富”能
够有助于实现许多人生追求，“食物”则
让人不忘乡土，常怀感恩之心。他认为，
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思想独立性和情感
的清淡与乡土情结，都是他所追求的艺
术境界，并在绘画作品中努力营造这些
氛围。 他在创作巨幛《千古潇湘》时，自
撰了一幅龙门大对联：湘资沅澧浩浩洞
庭多此隅，经史子集洋洋大观许阿花。

剑武的很多作品是诗书画结合，
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也
很好地补充和深化了绘画的意境，以

此表达感情、抒发个性、增强作品感
染力。 剑武将这种表现形式称为“一
画一诗一书”， 近两年他创作的一些
“双胞胎”作品，就是以绘画为先，再
作一首诗，最后用合适的书体将这首
诗得以展现。 如此一来，画中所阐释
的意境、哲理、情感、知识等内涵，都
借以诗歌表达了出来。长沙市图书馆
副馆长张军在展览前言中表达了对
其作品的欣赏之情：“剑武有着深厚
的家国情怀，在他的作品中，无论诗
歌、书法、绘画，还是思想锻炼、情感
酝酿、学术积发、艺术追求，都体现了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文人艺术家
的基本尺度与从容境界。 ”

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他的书法：
剑武书作毫无设计，毫无忸态，尽出
胸臆，痛快淋漓，有晋唐书家风范。如
今， 退休后的剑武给自己年年下任
务。3年来，他用草书抄写了百首杜甫
诗歌，填补了年轻时“重李轻杜”的一
课；以行草隶楷篆五体，书写了数百
幅古人的对联。他家中有三万余册藏
书，至今仍然手不释卷，并坚持诗词
创作， 喜用自己创作的诗词入书画。
其书法以帖学为风骨，兼得碑学之丰
神；特别是其草书，从怀素、于右任一
脉，取何绍基书法精气神，长锋任行，
绝无凝滞，把自己对于古人诗作之精
神、自己诗作之主旨一吐为快。

剑武在诗书画方面坚持耕耘40
余载，且行且寻觅。通过自己的创作，
实践着艺术理论， 探寻着艺术真谛。
用一幅幅艺术作品诠释着他对艺术
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感悟，倾诉着他对
故乡深深的眷恋和美好的情愫。

艺路跋涉

掬一缕乡情
绘无穷诗意 翰墨飘香 美好归途

艺苑掇英

艺林风景

这两父女

赵洪琦作品 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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