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樱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
会从天降，幸福要靠自己来。”这是我儿时的摇篮
曲。喜欢在樱花树下仰望天空，喜欢寻觅庸碌日
常的诗情画意，喜欢用五彩斑斓的色彩编织我的
梦想。

记得我3岁启蒙， 爸爸除了教我背诵唐诗宋
词，还让我练习书法。在爸爸的怀里，右手被爸爸
大大的右手抓着练字， 耳后是爸爸温暖的鼻息。
家里书柜有一个抽屉是上锁的，抽屉里面除了爸
妈的存折和户口本，还有一本西方古典绘画百幅
精品集。趁爸妈上班，我偷拿钥匙打开抽屉，拿出
这本画册，画册的封面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
微笑》。这本画册我百看不厌，特别是记住了里面
明亮的色彩。从那时起，我就与艺术结下了不解
之缘。

小时候自娱自乐， 养成了写诗画画记录成册
的习惯。蹑景追飞，翻看从前稚气的诗歌画册，锦
瑟流年，相信未来。

“因为有了你/我才如此解脱白茫茫天高地厚
/无处能塞满我的欢乐我的痛苦/因为有了你/我
才有一股清泉潺潺地流过高山大海/飞翔蓝天/飘
浮在白云之上/因为有了你/我才如此这般自由/
飘飘洒洒地我的深情……”这是16岁那年写下的
诗《因为有了你》———献给我的画笔、我的墨水、我
的诗本、我的真情。

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时间的磨盘转动很慢，但
却磨得很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这个
小小世界里，写我所思所想，画我所理解的，画我
所创造的。在这里，可以忘记时间，忘记利益，慢慢
享受我亲爱的物理世界。

走出校门， 穿上警服。 工作之余特别想做的
事，就是看书学习写诗画画，感受那份诗情画意的
生活，留下温暖和快乐。回忆住在单身宿舍时，没

有手机也没有电视机，但有梦想。喜欢看着山、朝
着山走的感觉，山永远在远处，我非常清楚自己爱
护的是什么，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
挤，可保天真，成其自然。

写诗作画比拼的不是技巧， 是真， 是彪悍的
真，是柔软的真。爱戎装也爱长裙，爱诗歌也爱画
画，爱家人也爱和平。把画画当成写诗，把写诗当
作画画。画从诗中来，诗从画里去，此处有真意，欲
说已忘言。从立体到平面不厌其烦地打磨作品，动
与静， 静和退， 创作实践里透射着情感纯真的记
忆。如何与自然和谐共舞，如何在笔墨中实现语言
跨越，挥洒焦虑，表达快乐，执着于理性思考。我对
诗歌如此，对画画如此，对艺术追求亦如此。

“现实很忙，欲望很多。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
嚣。 所有的生活都留有辙印， 所有的记忆都有重
量。选择属于自己维度的人生才是重中之重。当所
有人都怀疑你、否认你、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
要努力寻找自己。艺术求真之路是孤独的，永远记
得要有给自己、给别人、给世界万物，更多希望、更
多机会的心胸。”———这是我2017年3月2日创作
国画作品《倾城系列———此花不在心之外》时写下
的手记。

“选择属于自己维度的人生才是重中之重/寻
找自己内心的真爱/蝴蝶扇动了翅膀/真的改变了
过去和现在/我记得你/你不记得我了/那些已经
成为过去的雷雨都是我的成长”———这是我在创
作油画作品《王者归来》留下的诗行。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努力表达内心的明
亮和温暖，我相信爱是可以传递的。

（作者笔名樱桃 。现在株洲市公安局工作 。
中国法学会会员 、 中国警察协会会员 。 作品集
《因为有了你———陶樱诗画作品集 》由西泠印社
出版社出版 。 今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即将出版她
的第二本书 《我们都是追梦人———樱桃诗歌绘
画作品集》。）

艺路跋涉

我的锦瑟流年

《幽静的芳野》 柯桐枝 作

艺林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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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曙

2019年7月31日， 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名誉
主任徐鹏飞、主任陈黎青等大咖担任评委的“叔同
杯”（2019）全国漫画大展评选工作会落幕，湖南
参赛漫画家徐铁军的作品《受伤的小鸟》入选。这
一活动是中国漫画界的盛事，徐铁军的入选，在湖
南文艺圈也是一件大喜事。

徐铁军在文化圈子里被称作“铁哥”，不仅因
其名字中有个“铁”字，也与他的表情有关。他憨厚
而严肃，不苟言笑，好像常“铁”着一张脸。事实上，
“铁哥”的内心燃烧着激情。他生活在自己的漫画
世界里。

徐铁军1963年9月出生在汉寿县文蔚乡，自
小就喜欢“涂鸦”。初中时在学校已有“徐画家”之
称，后因家贫，高中未读完即辍学务农。闲时，家乡
的水乡泽国及身边的各色人物都在他的笔下鲜活
生动。18岁那年，他突发奇想，在乡电影院办了一
次个人画展。这可是件稀罕事儿，时任文蔚乡党委
书记的左连生也去看了画展， 临走时拍着徐铁军
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不要放弃！你这样的有志
青年，会有更好的平台……”不久，徐铁军被特招
为乡文化专干。几年后左连生成为汉寿县委书记，
徐铁军也因创作成绩斐然调往县文化局工作，成
了一名正式国家干部。此时，徐铁军已经找准了自
己的创作定位：漫画。

徐铁军是以“漫画愤青”的姿式开始漫画创作
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腐败现象严重。作为基层
干部，徐铁军对贪腐深恶痛绝。1991年他在《法制
日报》发表讽刺漫画《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
画面上一名头戴官帽的“老爷”赤着双脚在河边悠
闲漫步，似在向人说：“本人鞋都没穿，你能说我湿
了鞋么？”2004年他创作了《最佳处方》：年迈父亲
为即将赴任领导岗位的儿子赠送为官良方，“处
方”是：“好心肠一条，爱民心一颗，道理一份，道德
一种，诚心一片，老实一个，正直一点，豁达全用，
利民不拘多少。” 老父殷殷叮嘱儿子照“方”服

“药”，做清廉有为的官员。该画寓意深刻，予人警
示，获当年反腐倡廉全国漫画大赛三等奖。

2012年，徐铁军的第一部漫画作品集《徐铁
军漫画集》出版发行。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创作室主
任郭兵艺欣然为其作序，对其作品给予充分肯定：
“众所周知，漫画需要鲜明的爱憎，需要强烈的针
砭。铁军的作品，显然更像‘手术刀’，虽然锋利，但
弥漫其间的，是包公般的冷面热肠，是宽厚温暖的
人文关怀。”

2014年，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汉寿籍作
家郭宇波与徐铁军合作出版了《人生百年》一书。
徐铁军的漫画充满人文关怀， 郭宇波的文字风趣
隽永而又富有哲理。 这一时期的徐铁军漫画创作
更趋成熟，把创作瞄准了人物漫像。

画虎画皮难画骨。把人画得很像，只是画匠；
画出人的精、气、神，才是艺术。2014年，已是汉寿
县政协常委的徐铁军做了一件大事： 给全县300
多名政协委员每人画一幅漫像。 为了将委员们画
得传神，他反复研究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提炼每
个人的精神特质。看到“铁哥”笔下的自己形象，政
协委员们一时雀跃欢欣。 汉寿县政协经研究后决
定将这一特殊作品结集出版。 作为连续五届县政
协常委，徐铁军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创作
始终与党的中心工作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开
始，徐铁军以传统漫画的形式，陆续创作移风易俗
系列漫画200多幅。 汉寿县委宣传部将该系列漫
画作品收集整理，通过制作宣传册、微信平台推广
等方式， 让更多群众理解并主动配合移风易俗工
作的推进。一时间，全县大街小巷、民居墙面，都是
徐铁军的漫画作品。

至今，徐铁军已有近3000幅作品在《人民日
报》《讽刺与幽默》《中国漫画》《漫画月刊》 等报刊
发表，百多幅作品获奖，出版漫画作品集4部。徐铁
军说：“如果没有左连生书记当年给的鼓励， 没有
党的英明政策，或许我现在就是一个老农民。我心
怀感恩，永远忠实于漫画艺术。触摸社会热点，反
映国情民生，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李兵

因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而知道康河。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美而
无奈的离愁，真挚、浓郁、隽永，使我对康河充
满向往。

因了第五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陪
画家柯桐枝先生来到康河。我惊讶，艺术真的
是如此源于现实生活，当帅气的英伦小伙儿
“撑一支长篙”， 载着我们“向青草更青处漫
溯”，真有一种“寻梦”的感觉。“那河畔的金
柳”抚过你的脸颊，真的“是夕阳中的新娘”
啊！“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2019年8月9日，第五届剑桥徐志摩诗歌
艺术节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行，百余
位来自各国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相聚在中
国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笔下的康河畔，举
办诵诗交流活动和艺术展。湖南画家柯桐枝
先生是这届艺术节受邀举办个人画展的中
国画家。他带着新中国新时代坚定的文化自
信而来，带着美好的中国故事而来，带着“一
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来，带着
盛开鲜艳的中国美丽之花而来。

艺术节艺术论坛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院士、艺术史教授让·米歇尔·曼兴，英国水彩
画家、英国皇家水彩协会前主席大卫·帕斯凯
特，中国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研
究员柯桐枝等中英两国艺术家出席并研讨
交流。柯先生就热带雨林花鸟画的创作经历、
艺术观念与表达技法作了发言：“我的创作灵
感来自于中国云南热带雨林， 这片‘空中花
园’般珍贵植物与鲜花的海洋，是大自然在中
国大地上精心绘制的美丽画卷。我是用挚爱
大自然的情感，在一张张中国画纸上酣畅淋
漓地表达出来……”

“柯桐枝·云南热带雨林艺术展”曾在中
国国家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展出。此番首次
在海外展出，受到了英国观众和剑桥大学多
位教授、院士、资深艺术家的好评。英国皇家
水彩协会前主席大卫·帕斯凯特与剑桥大学
艺术史教授让·米歇尔·曼兴评论说， 柯桐枝
先生的作品宛如音乐一般充满韵律，其丰富
的色彩与立体结构，给中国传统的花鸟画注
入了充满活力与创新的现代性。

剑桥大学费兹威廉艺术博物馆的东方
馆馆长林政晟撰文说：柯桐枝的画作是有声
且富于动感的，他的画笔就像一根弓弦，依据
旋律的起伏和节奏的快慢在画纸上弹奏。传
统艺术家通常用花鸟的象征意义和双关语
来构建吉祥的寓意，但这些在柯桐枝的画中
却很难看到。柯桐枝花鸟画的当代意义，在于
他对传统花鸟画流派的有意识改造。在他的
作品中，我们感受不到传统文人画中所传达
出的悲伤与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对那被花卉
植物所包围着的花花世界的赞美。花鸟画的
历史不仅仅只是概念模型和形式的演变史，
更是对花鸟世界概念认识的深化。柯桐枝对
于花鸟画的核心问题十分敏感，他通常以当
代社会的文化精神为视角来观察大自然。他
从人们普遍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出发，将生
态意识和环境意识注入笔尖，将艺术创作与
时代的社会道德结合在一起。这为他的作品
带来了新的意义，引起观赏者的反思。

“徐志摩诗歌艺术之夜”在剑桥最重要的
标志性建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皇家大
教堂盛大举行，艺术节组委会为柯桐枝颁发
了“徐志摩艺术奖”，以表彰他对促进世界诗
歌与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8月15日，“柯
桐枝·云南热带雨林艺术展”在皇家大教堂继
续展出。英国皇家艺术院终身院士艾伦·查尔
斯爵士、 国王学院副院长萨斯蒂芬·切力、剑
桥大学艺术史教授让·米歇尔·曼兴等再次光
临开幕式并参观画展。他们边看边问边交流，
对中国画的笔墨韵味、笔意造型产生了极大
兴趣，并表示要研究中国绘画艺术，要为柯桐
枝的艺术成就撰文。

今天，康河之美如故，但已全然不是美而
无奈的离愁。柯桐枝先生笔下美丽的中国之
花在康河之畔鲜艳、灿烂、迷人绽放，赢得了
那么多海外朋友赞叹的目光。柯先生不仅是
位画家， 更是位诗人。 他是用画笔书写的诗
人，他用对今日中国无比热爱的拳拳之心，绘
就了一首首中国梦的绚丽诗篇。

党玉占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国邮政发行的
邮票也展现了中秋月色。

2002年9月21日即农历壬午年中
秋节，中国邮政发行《中秋节》特种邮
票， 全套3枚。3枚邮票图案中都绘有一
轮明月。第一枚“团圆”，月饼象征团圆，
反映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这
枚邮票图案是一家老小在明亮的月光
下团团围坐分享月饼的热闹景象；第二
枚“赏月”，我国古代有祭月、拜月的习
俗。第三枚“月为媒”，图案表现了月光
下一对互赠香袋、 互诉衷肠的情人，构
成一幅情意绵绵的画面。

2007年8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一
枚《中秋祝福》普通邮资信封。邮资图是
在蓝蓝的星空中，一朵粉红色的如意祥
云浮托着一轮圆月，下面是民房的屋脊
和几株黄叶的秋树，以及“中秋”两字行
书。

2013年8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一
枚《团圆》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邮票图
案以喜庆的大红为底色，中间一轮金黄
色满月，上方飘着一抹祥云，下方衬托
象征富贵的牡丹花；附票图案为嫦娥奔
月。

2016年8月20日，中国邮政发行一
枚《月圆中秋》特种邮票，图案上半部分
是嫦娥奔月， 下半部分为民间中秋拜
月。

2018年9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一
枚《月圆中秋》特种邮票，图案上半部分
是玉兔捣药神话传说，下半部分描绘中
秋走月的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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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哥”的漫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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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珉

抖音上， 有跳舞的帅气小哥哥，有
唱歌悦耳动听的小姐姐，自然也少不了
老年才艺达人们。手势舞属于抖音的一
大特色，最火爆的“爱的手势舞”由年轻
人创作发起，可最让人惊喜的不是年轻
人的表演，而是一批老年“网红”，他们
中有秀海枯石烂爱情宣言的老夫妻，玩
套圈的北京大爷， 握毛笔写字的老翁，
和年轻人打球的老爷爷，有秀绝技吹糖
的老艺人， 飚英语讲解汉字的老爷爷，
70多岁还坚持在健身房锻炼的老奶奶，
脚踩轮滑鞋平地起飞的老爷爷，还有一
招一式尽显武者风范的武林老人，演奏
经典和通俗钢琴曲的老父亲……他们
都在抖音这个平台受到拥戴。 不仅如
此，网络直播平台中，全国各地的老年T
台秀时装，也演绎出盛世人生、多彩夕
阳之美。

近年来，与社交平台相关的“网红”
老年群体逐步扩大，他们在互联网上自
娱自乐，活跃度不亚于年轻人。抖音、网
络直播和b站等平台涌现许多高龄网
红，他们注重自己的仪表和穿着，在社
交网络平台活出了精气神，显得更加健
康和愉悦。譬如喜欢保养、爱生活的“姑
妈有范儿”，置顶的3个视频中，国风汉
服舞蹈视频气质优雅、举止不凡，惊艳
不少网友；“笑容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
视频，让网友们直呼她活得精致，“愿大
家的现在与未来，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
样子”，她请家人跟拍记录从早到晚、每
个时段的生活姿态，享受每一天的小确
幸， 戴着墨镜好像20多岁的小姑娘；而
“顽童爷爷”无心插柳柳成荫，爷爷和奶
奶各种变装跳舞，他们和“淘气陈奶奶”
一样活得像孩子；“蔡昀恩”分享爱火锅
甜食烤鸭的吃货奶奶日常生活，目前圈
粉400多万； 老奶奶穿起樱桃小丸子似
的服装，同样可以返老还童；“花样爷爷
最美奶奶”组合，四位老闺蜜穿着旗袍
和礼服， 四位老爷爷也穿着潮流服饰，
展现出不同于年轻人表演的暖心与感
动；“菲戈” 目前圈粉8万以上， 简介是
“活好自己，老天给你”，五位老友爱唱、
爱跳舞、爱穿唐装……

不仅是普通的老人，那些曾经光鲜
亮丽的明星，年老之后也在社交网络平
台找到了人生的又一春。“济公爷爷·游
本昌”“张双利”“北海爷爷”等，其实未
曾老去，只是换了模样，在社交网络平
台秀出真我，成为了“活到老，潮到老”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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