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佑平

当下湖湘文化艺术圈里，彭国梁是一道“风景”。早
年他是诗人， 那些年那些有着青春般色彩和充盈了乡土
田园气息的诗，在时间的读本里还可以翻阅到。而现在，国
梁的画也是可圈可点。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里勇于表现出
新的艺术追求，这才是有生命力的艺术。

国梁的画，表现出一种随性而为的率真心性，情趣天
真，色彩活泼，情趣入世。近来，国梁还连续推出了《十八罗
汉》和《八仙》系列画作，令人耳目一新。

灵性是艺术的天性。国梁的画笔下，市井百相，天真而
妙，寓庄于谐，知止自足，法乎自然的世俗化情趣，为人们
所喜爱。

中国的传统绘画的美学意境是“天人合一”，是以情、
理的交融、和谐、平衡和互补，倡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诗教传统”；而西方的古典绘画艺术则是“神人合一”，
它与我们的传统的“天人合一”艺术观有着本质的差异；一
个是让审美走向人际，一个是让审美走向宗教；西方是神

人合一，是尊崇灵魂、鄙视肉体，而东方的天人合一则是灵与
肉兼顾，与自然同在。中西绘画艺术的不同的哲学理念与人
文精神差异的存在，实证了国梁在艺术表现与追求上的“变
异”和融合，是世俗价值的真实表现。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书《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
里，有湖南省博物馆李慧君博士的《对话劳费尔》，引证了一
张有明代画家唐寅款的《佛教圣母图》（大英博物馆藏），画家
笔下的“圣母”身穿白色外袍，内搭棕色里袍，坐于一灰色假
山石上，呈如意坐姿，怀护一手执长茎白莲花的男童，石块边
缘置一内插羽毛的甘露瓶，旁栖一白鸽。这不西不中的画像
显然是有中国元素的圣母———“观音” 佛像。 在中国艺术史
上，明晚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圣母“观音”画像，一度有着广
泛的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与明中后期封建社会与对外
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繁荣阶段的反映。作为活动在这一时期的
艺术家们，不可能对外来的文化艺术熟视无睹。明清时的这
类作品虽然大多没有署名， 但可看出有的是出自名家之手，
相当精彩。这幅画所表现出的当时西方理念对中国社会精神
与伦理观念的影响，在艺术上体现出“天人合一”与“神人合

一”的差异与张力，折射出一个社会时期思想的变化。
国梁的画，从他表现的“罗汉”和“八仙”艺术造型的形态

看，与千百年来人们熟识的传统罗汉及八仙人物形象，可
以说无迹可求。唐寅的“圣母”画像是以西方的艺术表现
形式来描绘中国的“观音”，国梁则是以中国传统的艺术
手法， 用一根极其简单的墨线来绘画出有西方现代艺术
风格的中国“神仙”，更显生活的情趣与乐观，注入了个人
与时代的精神元素。

究其原因，国梁是诗人也是画家，我们从他的作品里能
真切地感受他艺术上的灵性。而我更认为，国梁的艺术灵性，
与他的博览群书有密切关系。没有文化底蕴，仅凭着一时的
聪明是成不了气候的。 他对书的感悟与体验不需要做诠释。
他的作品无论是画还是诗歌散文，包括他编撰的图书，无不
吸收了他内心对艺术本质的理念、传统艺术的根基，和西方
现代艺术的“营养”， 伏匿深藏于自己的艺术行为中。市井百
相、佛道神圣“怪异”的造型，在他的笔下出之以其鲜活的形
象、谐趣的性情，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国梁说，喜欢就好。

竞男 滨同

“哪吒”横空出世刷新票房纪录，“长安”
令人惊艳拉动旅游热潮……今年暑期， 带有
鲜明传统文化印记的“热”剧迭出，让人们看
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张力和创新空间。

借力传统文化“圈粉”

在今年暑期的大银幕上，《哪吒之魔童降
世》成为“黑马”，上映第五天就突破国产动画
电影内地票房纪录；电视荧幕和网络平台上，
《长安十二时辰》《陈情令》 等一批影视新作
“异军突起”。

热映与热播背后，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
撑。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影视作品都不同程度
融入了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或社会现实，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如《哪吒之魔童
降世》以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故事引发观众
热议和好评；《长安十二时辰》呈现出千年长
安的文化风貌，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宸汐缘》
从服、化、道等细节中彰显中国美学精神……
有网友称，从这些影视剧中，可看到中国影视
产业“从皮相到骨相的进步”。

中华传统文化是国产影视剧创作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传播弘扬优秀中华
传统文化，展现中国当代主流价值观，成为当
下文艺创作者的自觉追求。

用工匠精神打磨精品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大制作、大明
星不是“票房灵药”，唯有精益求精、深耕细
作，才能赢得观众认可。

近年来，当代影视剧一方面注重植根传
统文化努力创新，以工匠精神打磨精品，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借助年轻化表
达，唤起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传
承意识。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参考了博物馆
珍贵馆藏以及民间收藏的文物资料，对特定
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妆容等进行了逼真还
原，精心复原了28种供宴会和日常场景所需
的唐朝点心，巧妙融入了古法造纸和打铁花
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业内人士认为，追求细节的完美，通过作
品架起沟通古今的桥梁，让当下观众感受到
充盈于作品间的文化意蕴，是这些作品成功
的关键之一。

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哪吒》已确定将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地上映，外媒评价其“逐渐打破欧美日本
对动画电影的垄断”；《长安十二时辰》登陆越
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并在亚马逊平台
以付费形式上线， 不少影迷打出满分10分；
《陈情令》风靡韩国、泰国，成为评分第一的亚
洲电视剧……

在国外一些博客和论坛上，关于“看中国
剧学中文”的帖子不少，热播剧甚至成为国外
影迷学中文的“教材”。印尼一网友把《长安十
二时辰》中侍女檀棋的造型图和迪士尼电影
《花木兰》中木兰“对镜贴花黄”的图做了对
比，还在网上分享唐代女子眉形、唇形、花钿
等妆容的资料图。

国产影视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题
材进行挖掘和创新，可以在做大文创产业的
同时，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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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春秋

艺林风采 喜欢就好

再现戏墨经典 传承国粹精华

周刊艺风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陈阳 投稿邮箱： whbml@163.com� 2019年8月23日 星期五
13

王工
“清白载清福，素心三味足，此物不可

少，无论壮叟孺。”
“清白无怨，心实味甘，蓬门秋早，养颐

永年。”
“珍馐时鲜岂有无，官酒富馔徒华孚。

惟此色味不可忘，清白清淡享清福。”
“写菜亦是写精神，意味深长留本根，

素心独占三秋气，清风惠泽喜盈门。”
“此物最宜人，三味自菜根，满纸清香

气，得志勿忘本。”
……

孙安民最近做了不少题咏白菜的诗
句，读来有“满纸清香气”之感。

安民是我父亲王森然的入室弟子。父
亲在困苦岁月，书写“布衣暖，菜根香，读
书最乐”，挂在我的床头。我的床头是糊着
纸的墙，以防墙皮脱落，床是铺板搭的，下
面是板凳，没有床头。父亲让我知道“香、
暖、乐”是使我不要被苦境所挫败而失掉
上进的志向。后来，处境稍稍好转，父亲提
笔可以给亲友写信了，顺手撇两笔兰草文
竹，或盖三五闲章。但画荷要大纸，当时别
说没有大一点儿的纸，暂且栖身的“家”里
也没有大一点的书桌，这就使能够施展笔
墨的“画荷”成了奢望，父亲便画蔬果白
菜。记得丁巳，父亲画了个年景，“料理清
疏好过年，菜挑常常集门前。大家休笑无

颜色，也活余龄八十三。”只是不放过生命对
笔墨的寄予。父亲画白菜题写“得志者勿忘
其香”，让多少具有独立人格、心系良知、信
奉价值的人感慨、仰望，很多人来寻取，拿回
做了“座右铭”。

孙安民就是在那个年代里跟随着父亲。
安民数次与我谈起，就画白菜而言，他是得到
家父真传的。故在白菜近作中题：“清白传世。
森然恩师写白菜大气磅礴， 变化无穷， 曾有
‘清白传家图’，堪为当代写意画之高峰之作，
三十多年来恩师所赠‘得志者勿忘其香’，予
高悬在堂，日日拜见，拟之学之，从未间断。云
‘白菜不能忘， 恩师高风亮节不能忘’。 乙未
冬，安民。”如是真实地记述了那一个时代。

白菜根系浅，根粗体阔，株型紧凑，叶青
帮白，是花鸟画中除荷之外最见笔墨功力，最
现水墨交融而情趣盎然的题材， 安民尝写白
菜数株，横竖不同，多少各异，其中或下倾，或
上翻，参差错落，墨色浓淡有致。帮茎多以中
锋勾画，叶或浓或淡大笔渲染，凸显了饱满、鲜
活的水汽淋漓，依叶勾出筋络，使其跃然纸上。
在章法上， 安民刻意在白菜之左右画上柿子，
为“事事”亦为“世世”，白菜青白两色映之，或伴
蘑菇冬笋，或伴萝卜荸荠，或伴南瓜莲藕，或伴
鸟雀竹篱等等。安民多以浓墨画菇，淡墨柄褶，
抑或反之；辣椒曙红，丝瓜石绿，干焦点柄；瓜
薯均寥寥数笔，顺弧擦点，使物象鲜嫩、生动
和生机四射，生活气息扑面而至。

中国画画的是修养、 画的是学识， 简笔

难，就难在简上。安民师从森然一路，追随
“笔简而意尽”“笔简思清”，“简者，简于象，非
简于意，简之至者，缛之至也。”以一笔而藏
万笔，这是花鸟画，尤为表现蔬果重简的含
义。安民深得师传之真谛，倾心之余，在其由
心而发的笔墨中， 凡表现出的现代音符，皆
为安民笔墨的光鲜之处。

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王，独不论
白菜为菜之王，何也？千百年来中国北方土
地贫瘠，严重缺水，冬季漫长，严寒中何以度
日，唯与白菜相随，安民题曰：“此味不可忘，
清福日月长，荒熟民食系，独论菜中王。”并
亲赴早市，觅寻少时购白菜并赖以维系一个
冬天的繁华盛景，跋曰：“冬贮忆当年，还是
菜根甜。清淡得百益，富庖不可贪。早市喜见
核桃纹大白菜，乙未小雪，安民写。”他以白
菜为题，敢于用几十幅“白菜”撑一个画展。
孙安民刻了一方图章“安民白菜”“喜清淡，
留本根，得百益，载百福”。

“拟森然恩师笔意 写菜写竹写梅松，一
样情怀君子风。清白传世福气在，老民纵笔
乐其中。”他的笔下融诗书画为一体，他精心
或者随意的章草行云流水，飘然洒下，在情
趣中平添了分外的风雅。安民是做过市长的
画家，他主张中国画应该走进千家万户。

白菜生长在泥土中，白菜的香味久而弥
新，是纯，是真，是深深的浓浓的乡情，经脉
里永远流淌着乡野的味道，那是每一个中国
人灵魂深处的味道。

袁杰伟

“全国书画艺术之乡”的双峰县走马街镇，
有个叫王鹤阳的书法家， 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他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全国书
协会员。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一边浅吟，一边
低唱。自始至终，王鹤阳都是带着理想前行。

写招牌的少年

王鹤阳有两个哥哥，小时候村子里的同龄
人很多，聚到一起吵架闹事是常事。王鹤阳的
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们吵事， 三个孩子放学后，
就让他们在家练字。就这样，王鹤阳6岁开始就
跟着两个哥哥临摹《柳公权》。那时家里很穷，
没钱买笔墨纸张，他就拿柴枝在地上写。练了
几年后，王鹤阳书法在村子里小有名气，读初
二时，大队要办一个供销社代购代销点，需请
人写招牌，村小学的老师写不来，于是请王鹤
阳写了“托塘大队代购代销点”招牌。此后，大
队、公社要写宣传标语时，也经常找他。他用排
刷当笔，用石灰当墨，在村里的墙壁上以及公
路旁的山墈上留下了许多石灰标语。

高中毕业后， 王鹤阳在家务农。1974年25
岁那年，他被招入省地矿局468队，成了一名钻
井工人。他一直利用业余时练字。后来为照顾
家庭，王鹤阳调回双峰轻工业局工作，先后任
局属供销公司经理和木工厂副厂长。1996年木
工厂破产倒闭，拍卖后他得到1万多元补偿，他
用这笔款供儿子上大学，自己再次开始打拼谋
生，先后到多家私营企业打工。

左手书法

199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鹤阳从
双峰四中门口经过时， 看到一个书法培训广
告，那个教书法的人他很熟悉。他想，这人的书
法还不如我，他能教，我更能教，何不办个书法
培训班呢？他这个想法得到了哥哥王鹤康的支
持。哥哥从长沙给他买来教材，他自己租房子
置办了桌椅，书法培训班开张了。第一期招收
了10个学生，学费每人100元，但免了一个贫困
生的学费，给另一个贫困生减半收费，实收了
850元。学期结束，他把学生培训前后的书法作
品公布出来，社会反响很好；再次招生时轻松
招到17个学生，中途增加了十几个学生，实收
30多人。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培训班声誉越
来越好。在教学中，为了给学生示范，他右手拿
书，左手写字，慢慢练得左手也能写书法，还能
左右同时“开弓”。

王鹤阳从事书法教学整整10年，教学生千
余人次，学生大都通过了晋级考试，有的还在
全国书法大赛中获奖。 他还创作出版了一部
《教学字帖》。那时他很辛苦，学生多时达60多
个，只好上午教30人，下午教另外30多人，直到
2008年正式领退休工资时， 他才终止办学，开
始潜心书法研习和创作。

研习无止境

他用小楷书写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
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文献，构
成了60余米长、12万字的小楷长卷， 堪称书法
一绝，颇有特色和代表性。他还花了一年时间，
创作了25米长的大楷《滕王阁序》， 还有小楷
《岳阳楼记》《滕王阁序》《桃花源记》 等书法作
品。其作品外观也丰富多彩：有白纸黑字，有黑
纸白字，有黑纸金字，有长达65米的红色经典，
有长达25米的古典辞赋，也有字大如米粒的浓
缩小品；书法形式有扇面、团扇、横条、竖屏，有
一字成幅，有中堂四字，有蓝纸四条屏，有画配
字的条幅……

王鹤阳研习书法，根植于传统，笔画少牵
丝留白，笔墨饱满，结构端丽。他的楷书笔力
稳健，构建得当；行书挥洒自如，或工或草，见
法度，见性情。2018年，王鹤阳加入了中国书

法家协会。 王鹤阳说： 研习书
法， 是穷其一生都在追

求的理想。

刘谦

近年来我涉猎水墨戏曲人物画， 也特别关注国内
的戏曲人物画名家，张青渠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
位湖南的戏曲人物画领军人物，除了仰慕和关注，更多
了一份亲近。

青渠先生早年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 他的人物画
作品造型坚实，笔墨精湛。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与钟
增亚、杨福音、姜坤在南京举办过人物画联展，不惑之
年便声名鹊起，并称为“潇湘四家”。画了半辈子中国画
人物画的青渠先生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弃根本，他
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的学习和研究， 尊崇以书法
入画的传统精神内核，一直在探究新的题材，谋求新的
突破。

2008年的一天， 一场演出与青渠先生不期而遇，
程派青衣张火丁在北京长安大剧院举办了独唱演唱
会，当他聆听《锁麟囊》那若断若续、幽咽婉转的唱词，
赏罢张火丁那扭腰、翻腕、水袖不停飞舞的表演之后，
“跌宕起伏的唱腔、上下翻飞的水袖，这不是活生生的
书法、水墨画！”青渠先生顿时发出感叹。从此他开始了
水墨戏曲人物画创作。

对于戏曲人物画的现状，青渠先生有独到的看法。他

高度评价关良、马得、韩羽“三座大山”在戏曲人物画中的
地位，其中关良曾学习过各种欧洲绘画现代流派，后来把
现代绘画流派与中国戏曲结合，自成一派。关良的绘画风
格及审美取向以文人画的稚拙性、趣味性和纯粹性，被后
世推崇，影响着目前国内戏画的发展方向。

青渠先生认为，关良虽为一代宗师，但自己不是关
良，不愿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跟风模仿成“关家样”。
他是用另外一种手段，即客观写实的手段去画戏。在他
笔下，写实与写意不相矛盾，以形写神，更相得益彰。这
需要画家在遵循大自然的生长规律和通透事物的本质
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强化角色思想感情的再创造，这不
仅需要才情，更需要实力和功力。青渠先生自幼受过严
格的西方造型训练，同时中国画、书法以及国学功底深
厚。所以，青渠先生的写实写意戏曲人物画的样式，既
是自身审美趣味的合理延续， 也是扬长避短的正确选
择。在文人画占主流的戏曲人物画界，写实性的写意画
家可谓凤毛麟角，他的作品一枝独秀且充满魅力。

中国戏曲讲究以角色为中心，写实的戏曲人物画对
角色舞台表演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 为了生动准确地
诠释戏曲神韵，青渠先生潜心研究戏曲，使自己成为一名
戏曲行家。他经常去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剧场看戏，
画现场速写，想办法表现舞台上难以呈现的角度，他会跟
演员或者戏迷聊“手眼身法步”，聊二黄三眼，他希望不仅
仅是借戏曲来创新绘画题材， 不能为了凸显自己的功夫
而“荒腔走板”。两枚以京剧行话为内容的闲章“壶天宣
豫”“国粹经典”，道出了他的专业创作精神。

青渠先生的近作《游湖借伞》《群英会》《徐策跑城》
《穆桂英挂帅》等，那些生旦净丑的脸谱、髯口、凤冠、贴
片、靠旗、翎子等戏曲要素很抢眼球。他敏锐地
抓住了人物“亮相”的神态，捕捉到那些转瞬
即逝的感人场景， 通过笔墨线条再创
造，化为一幅幅优美的艺术造型。在
他笔下，人物的静与动，线条的
快与慢，墨色的干湿浓淡，布局
构图的疏密虚实， 配上书法
的俯仰顾盼，都是对中国戏
曲的高度概括提炼。于浓厚
的书卷气之外，更兼有一股
直抵人心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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