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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静 木华

2019年 9月 28日，湖南美术馆开馆，成
为“被写入湖南美术发展史册”的一天。

湖南美术馆自成立以来，陆续推出了第六
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首届湖南·中国画双
年展、“最美奋斗者”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

“祖国的笑容这样美”首届中国水彩风景画展、
“诗意空间”数字时代的建筑与艺术设计系列
公教活动等，获得了同行和大众的一致好评。

因疫情缘故，湖南美术馆5月20日恢复
开馆，但日常工作早已展开。带着有关美术馆
的定位、规划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等问题，日
前我们在湖南美术馆采访了魏怀亮馆长。

承载着几代湘籍美术家的夙愿

魏怀亮和美术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14年前。

2006年，魏怀亮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期
间，完成了一万多字的结业论文《从美术馆
文化发展看湖南美术馆建设》。文中系统分
析了世界美术馆的发展脉络、国内外美术馆
的建设现状，从立项、设计、定位和馆藏等多
个方面，就湖南美术馆的建设提出了多个建
议，还给出了两个选址方案，其中一个就是
湘江风光带合适区域。他在论文里写道：“建
设一个彰显湖湘文化精神的省级公共美术
研究展览平台——湖南美术馆，是几代湘籍
美术家的夙愿。”

2017年7月，魏怀亮被任命为湖南省文
联副巡视员，并分管湖南美术馆基建工作。
魏怀亮称这是一项圆梦工程，他是怀着使命
感、责任感和敬畏感开始这项工作的。

湖南美术馆是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此
时，主体工程刚封顶不久，还有大量基建工
程、展陈装修、设备采购等工作等着展开，涉
及部门和机构多，不可预计的情况多。魏怀
亮回忆起这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想如何
盖房子。”他说，“我是把湖南美术馆当作一
件最大的作品来做的，尽我的能力把美术馆
搞得好一点。”他感念当时的基建办、美术馆
筹备办等几个助手都很得力。

背靠岳麓，面临湘江。湖南美术馆以
“三湘四水”为设计理念，以赭红色横向肌
理与白色石材竖向肌理交错构建，将湖湘
红色文化底蕴与中国传统美术文化进行写
意融合。美术馆占地面积 50000 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 24700 多平方米，上下三层 11 个
现代化标准展厅，总面积 7200平方米，最大
展厅面积近 1000 平方米，展厅最高净空 8
米，采用国家重点美术馆标准进行展览流
线规划，拥有国际一流的专业美术馆智能
化灯光系统设计。

2019年8月，魏怀亮被任命为湖南美术
馆首任馆长。

2019 年 9 月 28 日，承载着几代湘籍美
术家夙愿的湖南美术馆开馆。

打出湖湘文化艺术品牌

开馆当天下午，湖南美术馆召开了全国

美术馆工作会。一位同行的一句话让魏怀
亮至今挂怀：“湖南美术馆开馆，标志着全
国重要省份都有了美术馆。”在魏怀亮看
来，这是表扬，也是一种批评。“湖南是文化
大省，电视、出版、娱乐等文化产业在全国
都很有名，但在美术馆建设方面确实欠缺
太多。”在魏怀亮看来，一个地方的美术馆
与博物馆一样，代表了这个地区的文化积
累：“不光是建一个房子，更重要的是美术
馆的定位和发展规划。湖南美术馆是以湖
南的经济建设为基础，要对湖南在中国美
术史中的地位，以及湖南美术的发展历程
进行梳理，还要围绕近现代湖南美术史的
构建去展开研究和收藏。更重要的是，这
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要起到对外交流的
作用，要在全国美术馆事业蓬勃发展的今
天 ，能 够 逐 步 打 出 湖 南 美 术 馆 的 学 术 品
牌。”

魏怀亮清晰地分析现实：“湖南美术馆
工作一定要围绕湖南近现代美术展开。齐白
石作品很好，但是我们这里没有；髡残的作
品也很好，我们这里也没有。我们只能立足
当下，为后人造福。俗话说，后推 300年皆是
古人，我们现在所做的展览，所收藏的作品，
等到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公
共艺术教育是美术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展览
和收藏的目的，其实质也就是为了提升大众
的审美水平。所以，馆藏要围绕湖南近现代
美术展开。”

魏怀亮说，湖南美术馆将围绕湖南近现
代美术史、沿着新中国湖南美术发展脉络，
收藏湖南老一辈美术家的代表作品和相关
文献，以及中青年美术家的精品力作。美术

馆既是平台也是阵地，通过高水准、高质量
的展览和学术研讨活动，逐步提升湖南美术
的学术高度。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在推进新时代湖南文艺高质量发展进

程中，承载着助推湖湘美术发展使命
的湖南美术馆将展示自己的作为和担
当。自开馆以来，湖南美术馆举办的几
个全国性大展反馈都很好。今年他们
会将工作重点回归到美术馆的学术建
构上来：一是引进“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进京作
品展巡展”，将展出国油版雕、水彩水
粉、综合材料等各门类全国优秀作品
约 470 余件；二是利用湖南美术馆处
于岳麓山大学城的区位优势，加强馆
校合作，目前正加紧筹备今年“2020
湖南高校毕业季美术作品展”；三是
与中国美协共同举办“2020 中国美术
家协会策展艺术委员会年会暨第三
届‘策展在中国’论坛”系列活动，进
一步拉动湖南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四
是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安排，
在下半年做好“湖南省脱贫攻坚成果
美术作品展”。此外，湖南省美术馆还
将有计划地推出吸引大众参与的一系
列公共教育活动，如滩头年画、湘西蜡
染、踏虎凿花等湖南民间美术系列公
教活动等。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
秋。”这是明代花鸟画大师徐渭的诗
句，魏怀亮说其中蕴含着艺术之于时
代的意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
湖南美术馆被誉为“文艺湘军的新阵

地，公共文化的新平台，湖湘文化的新地标，
文化强省的新名片”。它一定会像清澈的湘
江之水，融洞庭，入长江，汇大海，给新时代、
新湖南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

艺林风景

湘江

承载着满满匠心，《巧手神探》为手艺
人打造了一方舞台，让一些小众文化得以
进入大众视野。湖南卫视首档原创节目

《巧手神探》正在热播中，目前已经播出
五期，一共介绍了 18 位来自不同领域、从
事不同手艺的巧手匠人，有蜡像、微缩、
魔术道具、特效化妆、面塑、蛋雕等等，展
现传统和现代手艺的不同魅力，记录时
代背景下中国手工艺沧海桑田的变迁与
革新。凭借其深耕于手工艺领域、丰富多
变的主题和内容，口碑持续上升，热度居
高不下。

坚守与传承

用笔记下历史，用手描绘历史，在悠远
的历史长河中，拥有深厚底蕴的中华民族
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瑰宝，而非物质文化
遗产绝对属于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
在《巧手神探》的舞台上，也不乏坚守于一
隅、耐住寂寞潜心创作的传统手艺人。第一
期节目中出现的微缩大师黄跟宝，在上海
的小弄堂里出生，四十多年的岁月，他全部
用来钻研微缩技艺。节目中，他向大家展示
了微缩版清明上河图，细节之到位让人叹
服。而各种能够正常演奏的如手掌般大小
的微缩乐器，也是他那双布满厚茧的手创
造奇迹最好的证明。岁月见证了手艺人忍
受枯燥乏味、捍卫传统的信念。

用年轻人的方式延续传统，在第二期
节目中出现的面塑大师张倍源，留学海外
却毅然决然回国捏面人，作为陕西非遗“面
塑记忆”第五代传承人，他用自己的方式打
开传统文化宝箱，把年轻人热衷的日漫风
格融入到面塑当中，“大闹天宫”“丝路小
憩”等传统手艺和传奇故事，通过他的手实
现了过去和现在的交融。年轻，让他拥有革
新传统的勇气。在第五期节目亮相的蛋雕
非遗传承人杨星国，致力于展现蛋壳上大
千世界的神秘，这种极其易碎的手艺最考
验定力，需要手艺人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在经受一次失败即前功尽弃的打击之
后，方能练成手上功夫。从最开始靠自己琢
磨技法，到成为大师级人物，并留下诸如

《牡丹亭》等出色作品，杨星国为热爱之事
发挥出最强余热，坚守传承，让他拥有了无
限的力量。

创新是不变的主题

如果说传统手艺人是经典的坚守者，
那么现代技艺的兴起，就是当代人价值理
念的最好体现。《巧手神探》中，创新是不变
的主题。

翻糖大师周斐，一位“90 后”匠人。翻
糖在他的手中，不仅仅是食物的原材料，更
是可以任意变换形态的艺术源泉，“魔法森
林”“夜·宴”等等，他的作品大都带有梦幻
色彩，体现精湛的手法。《巧手神探》中他用
翻糖制作的煎饺，不仅秀色可餐，还成功骗
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巧克力造型师韩磊，则
用巧克力这种极易融化的原料制作“悟
空”，代表中国获得国际大奖。折纸大师刘
通，一张纸折万物，他的作品《白犀》《永定
门》《天使加百利》《青花瓶》先后被世界多
地的博物馆收藏。即使是一张纸，同样可以
创造奇迹。

匠心融入生活

匠人之魂，除了创造，也应当渗入人们
生活的点滴。用易拉罐制作的古风首饰，旧
物改造的手提箱、衣服，代表更健康饮食文
化的分子料理……这些手工艺的诞生，不
仅是手艺人的选择，更展现了人类生活方
式的改变。当西红柿鸡蛋汤不再是红黄而
变成绿色，分子料理大师郭红晓，告诉人们
不要用外表去定义食物。而正如分子料理
的理念，让食物变得有趣，变得健康，也是
当代人所追求的方向；网络上颇有人气的
古风首饰手艺人雁鸿，在《巧手神探》中用
易拉罐改造而成的凤冠霞帔，满足了所有
人对于古典婚礼造型的想象；旧物改造设
计师魏明辉设计的作品是另一种变废为
宝，2008 年因为限塑令的施行，让他萌生
了用旧广告牌制作手提包的想法，而他“玩
心大发”的作品不仅进入了尤伦斯艺术中
心，还被送到世界各地进行展览。

正如《巧手神探》中的“废现”秀场，“废
现”也是发现，从生活中发现手工技艺的另
一面，这是手艺人在蜕变之后，站在当下朝
着未来迈进的象征。

无论是传统或者现代，在时代洪流下，
手工技艺跟随着手艺人一路成长，这中间
有一部分迷路，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有一
部分因为人们的热爱延续至今，而更多的
是不断加进新鲜血液，为年轻力量与传统
手艺的碰撞提供舞台。《巧手神探》作为一
档原创综艺，不仅做到了娱乐大众，也让更
多人看到这群发光发亮的人所秉承的匠心
精神有多么可贵，引领着人们了解并支持
这些可爱的人和可敬的职业。

荧
屏
看
点

艾 蒿

有缘加入了在沈阳的湖南群，
参加了端午和中秋两次大型的联
欢活动。虽身处异乡，也没觉得那
么孤独。感谢那么多在沈阳开湘菜
馆的老乡，让我再次品尝到了好几
种湖南风味小吃，其中的米豆腐和
米粉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家乡那牵牵绊绊如丝般晶莹
的米粉，浸透了母亲对我的爱，温
馨而又酸涩着我的回忆。记得刚上
师范的时候，学校的菜缺少油荤，
我经常感觉腹中饥饿，总是被校园
旁边香味四溢的米线烧汁馋得直
咽口水。因此，每个周末的晚上，母
亲来学校接我，总要先陪我吃一碗
米粉。

白底红花的大海碗里，一根根
洁白透亮的米粉上漂着的绿葱红
椒，再加上油乎乎热腾腾的木耳炒
肉，我恨不得吃它两大碗。那时候，
母亲一月辛苦工作才挣 70 多元，
吃一大碗米粉就得花2块钱，够我
们家一天的菜钱。每次，母亲总给
我买满满一大碗，她自己却只吃 1
元钱的小碗。我狼吞虎咽地吃得头
上冒汗嘴边流油，母亲却是一小口
一小口慢慢地品尝，放下碗筷微笑
地瞅着我的吃相，眼睛里盛满了浓
浓的慈爱。见我意犹未尽，母亲便
将她碗中为数不多的肉和粉往我
碗中夹。我一边吃一边说：“妈，你
吃吧，我吃饱了。”而母亲每次都说：“女儿，
你多吃点，妈不爱吃米粉。”那时的我真的
认为母亲确实不爱吃米粉。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结婚生子，随着夫
君走南闯北，东奔西走的生活使我与母亲
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母亲的饮食起居也
只能通过电话略知一二。上次回湖南，无意
中听到母亲跟隔壁几位阿姨聊天：“不知何
故，现在吃什么都不香，倒是我家莲儿上师
范时校门口那家米粉店里的粉真好吃，那
时的我一口气能吃两大碗。”躺在床上看书
的我听到这话鼻子发酸。少不更事的我是
那样的粗心与自私：怎么就没想到平时能
吃两大碗米饭的母亲，连一小碗米粉都吃
不完呢！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出了门，找了一
家当地最有名的米粉店，给母亲买了两大
碗排骨粉打包带回，一个劲地劝说：“妈，你
多吃点……”母亲这次吃了小半碗就放下
了筷子：“傻女儿，现在妈吃一小碗就够
了。”我抬起头，发现母亲新染的黑发根底
又冒出了白色的茬，在清晨的阳光下是那
样的明显。我的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人生如白驹过隙。20多年前，母亲陪我
吃米粉，能吃两大海碗的她却舍不得吃一
小碗。20 多年后的今天，我陪母亲吃米粉，
面对满满的两大碗母亲却吃不了一小碗。
我多么希望母亲能一口气吃下女儿为她买
的这两大碗米粉啊！

童年的诗笺
亦红

春风徐徐，袭来满野的果香；泉流淙淙，淌出
满涧的欢曲。悠然自得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倾听
着大自然的足音，信步于山野溪谷间……

“羡尔无知野性真”。在这幅画里，画家怀着对
快乐童年的追忆与田园诗境的向往，把对生命本
真状态的渴慕寓于其中，用飞扬灵动的线条、清澄
淡雅的色彩、生动传神的画面语言，为我们奏响了
诗意梦幻、浪漫纯美的田园牧歌。与宋代诗人雷震
的“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以及栖蟾
的“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画家朱训德先生近年创作的作品《童年
的诗笺》 。画面中人与自然亲和的情怀炽热而深
沉。这缘于画家对于大自然有一种执着的热爱，对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饱含深情。他的工笔画作脱
去了传统工笔的静态与板滞，灵思涌动，仿佛跃动
的音符充满着生命的张力，画家用心静听大自然
的和声，用自己的笔抒写自然与宇宙的永恒，让人
久久回味。

春天的玫瑰
党玉占

2020 年 5 月 20 日，中国邮政发行《玫瑰》特
种邮票，全套 4 枚。图案分别为“玫瑰”“单瓣粉玫
瑰”“重瓣白玫瑰”和“重瓣紫玫瑰”。

这套《玫瑰》特种邮票图案是中国邮政集团总
公司于今年1月5日至2月22日在全国开展“《玫
瑰》特种邮票设计大赛”中征集的作品，通过线上
网络投票和线下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中选邮票
图案由邮币“双栖”设计师宋鉴设计。他设计的这
套邮票，以装饰性手法将 4 种玫瑰围绕线条勾勒
的“心”形加以展示，姿态优美，色彩艳丽，同时，在
背景中融入燕子、鸳鸯、喜鹊、天鹅等吉祥鸟的剪
影，一实一虚，主次分明，进一步诠释了玫瑰的文
化寓意。三维立体击凸印刷工艺使得邮票上的花
鸟更加逼真，背景图案以冷烫全息素面呈现，颜色
随着光线而变化，飞鸟轻盈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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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8·玫瑰特种邮票

魏怀亮：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

2019年9月7日，
湖南湘江新区潇湘中
路与靳江路交会处，
新建成的湖南美术馆
时尚简洁，气势非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