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印象：
舷窗下潮湿翠绿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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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设备在今天其实
已经很轻易买到，经过短期
训练，大多数人都可以在高
空一览山河大川的美景。
我总在想，除了拍得更美，
我们还能告诉观众什么。

一年半的制作时间，让
我有机会向湖南相关地质
学家、气象学家、鸟类学家、
植物学家、农业专家、民俗
专家……请教一切与湖南
相关的话题。每一个话题
的答案，我都迫不及待，想
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知
道。

于是，观众可以在看到
洞庭湖的时候，听到有关人
与动物难舍难分的邻里故
事；可以在看到张家界地貌
的时候，见证一场 6500 万
年前就开始的天地巨变；可
以在湘西的密林深处，发现
猕猴家族的生活轨迹；可以
在湘江之上，看到古人留下

的一间阁楼，如何照亮山河
里的生活；看到山的那边，
河的那头，花瑶族如何在自
然中脱颖而出，用一根声势
浩大的红线，牵起山两边的
姻缘；看到湖南的今天，早
已不仅仅是中国重要的鱼
米之乡，湖南的水稻种子，
已经播撒到世界所有种植
水稻的地方，抽枝吐穗。

每一帧镜头，每一个字
眼，每一个故事，翻来覆去
尝试了百次，千次，无数工
作人员为了一切细节，反复
打磨，日以继夜，其实都是
为了一件简单的事：明明白
白告诉观众，湖南，值得期
待。湖南，不容错过。

我想，等疫情结束，节
目播出，我要订张机票，再
好好看看湖南。

（作者系《航拍中国》
第三季湖南篇导演）

（本文照片由《航拍中国》
出品方中央电视台影视纪录
片中心提供）

文丨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人物名片】
“谷山张”张学军，省级雕塑工

艺大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砚文
化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当代工艺
美术委员会副主任，谷山石的复兴
者与新谷山砚研制的代表人物。曾
获“中国原创·百花奖”中国工艺美
术精品奖金奖、湖南工艺美术精品
大奖赛金奖、“深圳·金凤凰”工艺品
创新设计大赛金奖等。
【引言】

清晨六点半的太阳照常来到秀
峰山。不偏不倚，再次涂亮院子的
每一个角落。

“早上好呀！”张学军蹑脚走进
花草间，紫薇、木芙蓉、珊瑚豆、三角
梅、佛甲草、金鱼吊兰……应声醒
来。他蹲身查看，谁精神奕奕，谁还
在栽瞌睡，谁不小心耷拉了脑袋。

除草，施肥，浇水。确保它们元
气满满，自己也吸饱了早晨最洁净
的氧气。然后进屋刷牙洗脸，把自
己收拾干净，开启全新的一天。

早上起来要看见最美好的事
物。他这样想，就这样做。

一早与花草们对话，人开
始跟天地同频共振

回想最近让自己感觉到“幸福”的
一件小事，他想到一个细节：早晨坐在
院子里发呆，两岁的女儿起来了，没看
到他，直接跑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
哪去了！”他赶紧应声：“在这里！”

“她直接扑到我怀里，快乐得像
个小鸟。”

除了一心一意做砚台，他能想
到幸福的小事，就是这些。抱着女
儿在花草间查看，告诉她，在他们的
小时候，夏枯草叫“矮子打伞”；兰花
喜干，不需要多浇水；有的植物不需
要泥，铺点沙就疯长；花朵越多的植
物越需要施肥，因为开花“耗元气”；
如果你希望某株植物仙风道骨一
点，就不施肥只浇水，它定会长得

“瘦骨嶙峋”……
护理花草，并非专业。这都是

他的纯个人经验。比如那棵紫薇，
喜阴，正好旁边擅自长出来几片木
芙蓉的叶子，给它挡挡阴，无需当杂
草除掉它。“这就是自然的造化。”

识认花草的过程中，让女儿知
道，护理园子和护理自己的身心一
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喜好进行适
当调节，让它们有土壤和空间真实、
强劲地活着。接下来，自会有蓬勃
之势，交给自然天地就好。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种多了，
就跟它们心意相通。”对话久了，人
也开始跟天地节奏同频共振。

像对待院里的花草那样
对待每一块来到手中的石头

院子坐落在秀峰山脚下。两年
前，他从村民手中租下来。屋前五
六十平小院子，种满花草；屋后一片
小山，种满蔬菜瓜果。两层小楼，一
楼是茶室、工作室，客厅有两排自己
搭的“展架”，摆上多年来雕刻的砚
台作品。二楼一家五口日常起居、
吃住。

工作的时候，变成“砚台先生”，
变成一个“石头痴”。常常捧一块石
头，坐上好几个小时。他仔细打量
它，像在看恋人的眼睛；他用手反复
触摸刚刚磨过的石皮，像抚摸新生
婴儿的肌肤。

一条鱼？一扇窗？一个戴头巾
的女人？一道被翠色蔓延笼聚的山
脉？闭上眼睛，各色形象小雪球一
样滚出来。挨个儿掠过后，他依然
摇摇头：还差点什么。

即使枯坐一整天，一个星期，甚
至大半个月，在形象最终确定的前
一秒，他都不知道眼前这块石头将
要被自己这双手捣鼓成什么样子。

“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肌理，你
要认真看它，找到它特点，它才会对
你裸露灵魂。”他举起一块石头，“这
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块一模一样的
石头，多有趣，是不是？”

石头生命漫长，有时间和古人
留下来的信息。雕一块石头，就是
与久远时间的一次合作。他珍视每
一次合作，迟迟舍不得下手。有时
一块石头可以看上半个月。对于创
作，他有自己的认识：三分雕刻，七
分天造。在天然的东西上面进行设
计，把多余的部分去掉，让它的优势
更明显，魅力体现得更充分。

“我们做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取
自于天然，再在天然中融入我们的
一些想法。每一块石头都是独一无
二的，所以每一件作品也一定是独
一无二的。”

与石头打交道的日子纯粹简
单。他像对待他的院子一样，对待
每一块来到手中的石头。

下刀之前，石头永远是未
知数，它可能千变万化

高中时代，害羞腼腆，跟女孩说
话都会脸红。做石头成为了他表达
自我的方式。“与人交流是件挺费劲
的事，但和石头对话，一刻都没有厌
烦过。”从接触石头的那一刻起，一
直都保持极高的兴致，“连晚上做梦
都在做这件事情”。

每做一次石头，都是重新去了
解一块石头。他与每一块石头对
话，想让石头本身就有的故事呈现
在砚台上。“要做进去，里面的一些
特点才会出来。石头是千变万化
的，石头对于我永远是未知数。”

像敏锐的猎人寻找猎物，他开
始四处搜罗石头。出门散步，和家
人旅行，河边滩头，一旦瞥见有意思
的石头就不走了，捡了一块，又想发
现下一块，一步步朝着石头们走，

“发疯”似的。
“我老婆常说，我这辈子就跟石

头干上了。”张学军笑，“有次在河边发
现一些石头，就是做砚台的好料嘛！
招呼家人先去玩，我抄起凿子锤头，
脱了鞋子就往河里走，在水里泡了三
四个钟头，扛了一大袋石头上来。”

回到岸上才意识到，双腿抬不
起来，腰已经完全不能弯了，只能勉
强将自己的身体塞进车里，将一麻
袋石头拖回了家。

那次经历，让他患上了严重的
风湿性腰间盘突出，绑了很长时间
绷带。“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要把它
做到底。”张学军说，一块石头只有
拿到手艺人手里才能焕发新的生
命，看见那么好的石头，就是不愿放
弃，就是舍不得让它们留在那里。

但是，要做出自己的东西，不能
总是依靠这样的随机“载体”。他得
找到“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石头。

发现谷山砚，成为“谷山张”

时间来到2014年。翻老砚谱、
查阅大量资料后，他发现，长沙有四
大砚：谷山砚、菊花石砚、圭峰石砚、
龙牙石砚，记录最为详细的就是已
有千年历史的谷山砚。

寻访至谷山。几经辗转，村民将
张学军带到了那座“千年采石场”。
才进入山口，一股凉风袭来，眼前的
场景把他“吓”了一跳：经过千年的生
长，繁茂的植被已将整个采石场全部

“包裹”起来；古人留在采石场山壁上
的凿痕，规规整整气势磅礴地从山顶
一直“倾泻”到山脚。

“这就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啊！
我一下就被震撼了！”像一条终于找
到水源的鱼，张学军朝着眼前的水
坑一跃而入。“手机都没来得及掏出
来，报废了。我太激动了！我终于
找到了谷山砚的遗址。”

他给自己取名叫“谷山张”。“以后
谷山石就是我的生命了，我决定这辈
子就做谷山砚。”也开始陆续拿了些奖
项。故宫博物院专家张淑芬对他说：
这个行业做传统的东西太多了，没有
太多新意。当我看到你的东西，有一
股新的力量凸显出来，我很高兴。

有人开始仿制他的作品。“以前
很苦恼，但现在我想通了。我永远
做新的东西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人家再仿也仿不出精髓，他只能仿
个表象。所以我不怕。”

也有人对他说，哎，你石头做得那
么好，要不你来画画吧，你本来就是学
美术的。张学军也尝试过。“但当我拿
到一张纸时，我脑袋是空白的；如果你
给我一块石头，我可以有无限的想法，
脑袋会一下子丰富起来。”

与石头打交道这么多年，现在
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纸交流。“但跟石
头交流很顺畅，没有任何阻碍。这
是我和石头的缘分。”

只有在雕石头的时候，才能很
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正是
我想要的。”

创作和生活一样，“自有
它的安排”

2018年夏天，张学军的谷山砚

作为非遗项目受邀进驻新华联铜官
窑古镇。600 平方米的空间，小展
厅、接待室、工作坊一应俱全。做了
13年砚台，雕了1000多块石头，他
有了一个真正的“工作室”。

这里有很多他没舍得出手的宝
贝。在曾经昏暗逼仄的“小作坊”里
待了多年，终于来到这个宽敞洁净
的小展厅，被射灯柔和的光线照得
细腻晶莹，像“婴儿的肌肤”。

“以前吃了点苦，眼下总算好些
了。以前石头们在小租屋里‘养在
深闺人不识’，现在它们有了更好的
展示空间，我也有了自己独立自在
的‘作坊’，可以更安心地创作。”

有时看着古镇里的人来人往，
会觉得，创作和生活一样，“一切自
有它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

有时和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
往手边的砚台里倒了几滴水，拿起
一支墨条，慢慢研磨起来。黑浓的
墨汁在砚台与墨条之间节奏地转
动。“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浮
躁。研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最好
的思考过程。写字、画画都是创造，
创造前你要静下心，整理你的思路，
创造时就更会专心。在研磨的时间
里，感觉墨条和砚池之间的摩擦感，
你的思维其实已经慢慢融入了你的
创造。”

从家开车到铜官窑四十分钟。
刚开始，为免于奔波，他和妻子常常
住在铜官窑。“虽有母亲在家带女
儿，但总会想她。”

现在，他每天都会从铜官窑回
家，“想多陪陪她。她真正完完全全
在你身边其实就只有十来年。你不
陪伴，就永远补不回来的，会是她童
年里永远的缺失。陪伴她，她也快
乐，我也快乐。现在，她认识院子里
的每一朵花和每一只虫子。”

【记者手记】

跟花草石头学习
“守心一处”

文丨李婷婷

4年前第一次见到张学军，是在他
刚来长沙时的小租屋里。两室一厅、
80平方米的空间，和妻子、儿子生活起
居，房间就是“作坊”，客厅就是“展厅”。

3年前，女儿出生，他把家“移”
到秀峰山脚下。虽是农房，但宽宽
敞敞，看着田地、泥土、山脊的曲线，
孩子们上下奔跑，“心里敞亮”。

从花园到茶台，10步路；从茶台
到菜地，也是10步路。这20步之间，
就是他非工作日的全部日常。早上
整理花草，傍晚割下新鲜的蔬菜，“孩
子吃的都是自己种的天然有机蔬菜，
很少吃肉，长得健健康康，元气满满”。

白天和朋友喝茶聊天，随手摸
起一块石头，就可以做个花器，种上
菖蒲、苔藓或者文竹。茶台也是自
己打磨的，茶漏、茶洗、茶宠，全部出
自自己的手艺。

4年里，每次见他，都能察觉到
他的成长——他对生活的态度，对
创作的态度，那些有迹可循的成长
轨迹。而最让我惊讶的，是与此同
时他那点不变的“核心”，面对石头，
面对万事万物，依然充满天真。

我想，成长需要勇气，天真同样
需要勇气。那是真正的随遇而安和
赤子之心。

偶尔也有静不下心来的时候。怎
么办？他就去捣鼓他的花和菜。看着
它们心无杂念，只是质朴地日日生长，心
情就明朗起来。“我们要跟它们学，如何
守心一处。心越静，生活就会越舒适。”

春天的时候，村民在屋前种的
油菜花开得挤挤挨挨，热闹非凡。

“我自己种了一方园子，而我的邻居
送了我一片花海。”

他喜欢所有这些让他觉得幸福
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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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赵晨伊

我想让每一个人都
能看到湖南，爱上湖
南。不等影片结束，就
迫不及待订票想要前往
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题记

2019 年 7 月 8 日，我与
《航拍中国》项目负责人李向
东老师、制片主任梁栋老师、
执行总导演李浩洋老师一行，
从北京首都机场前往湖南长
沙。目的是与湖南省委宣传
部及地质、气象、水利、扶贫、
农业、旅游、交通等几乎所有
职能部门会面，核实我们已经
拍摄和即将拍摄的所有点位，
查漏补缺。这是我人生第一
次前往湖南，但湖南的拍摄进
程在那时其实已经过半。

《航拍中国》的项目制作
与一般纪录片不太一样。航
拍这件事本身，导演们并非行
家，身处地面的局限视角，让
我们失去最准确的判断。我
们借助全国最优秀的飞手们
的眼睛和技术，直上云霄，精
准飞行，回传素材，反复推敲，
最终得到真正需要的影像。
而拍摄从前期到项目播出的
最后一刻，导演都在进行海量
的调研、咨询、联络工作。回
想起来，我的工作更像一个枢
纽，把千丝万缕的信息和最优
秀的工作者集中起来，做出最
大程度的完美内容。

听到飞机即将落地的那
一刻，我就像一个网恋三年终
得相见的网友一样，期待、忐
忑，甚至伴着莫名的紧张和兴
奋。我从舷窗望下去，看到了
湖南长沙的郊外。那一刻，它
烟雨弥漫，云团松软地停留在
半空，潮湿的翠绿被道路切割
成大小的方格，白色鹭鸟穿行
而过。那是我对湖南的第一
印象。

在之后的6个月时间里，
我的拍摄团队继续转战湖南
几十座大小城镇，行遍湖南的
山川河流、密林原野。

湖南是什么样的？这
件事在正式拍摄之前，大概
被我想象了一万次以上。
第一反应是芒果台的热火
朝天，是塑料普通话的津津
乐道，是长沙街头的热辣小
吃……随着前期调研的深
入，我发现这个想法好像有
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众所周知的湖南，和它
本身的气质不太一样。在地
形图上观察它，会发现它就
像一个小小的口袋，东南西
三面被群山包围，只在东北
的洞庭湖打开了一面水域的
缺口。湖南，天生封闭、特立
独行、与众不同。与此同时，
它借机保护了一片难能可贵
的净土。山野、江湖、日月星
辰、烟雨云雾，它有人们歌颂
的一切美好气质。

它应该被人们看见它
收藏已久的珍贵。所以，我
想让大家看见一个万万没
想到的、特别的湖南。

2018 年末，湖南已
经开始了一部分拍摄工
作，导演组、拍摄团队和
湖南的天气经历了漫长
的磨合期。对于航拍团
队来说，好的天气，意味
着空域广袤，白云朵朵，
风速均匀，可见度达到
20 公里。但在湖南，十
天中有一天晴天已经十
分难得，其余时间要么小
雨，要么大雨，要么大小
雨一起，再不然，就是连
日不散的大雾。风时而
向东，时而向西，转着圈
地跟航拍团队开玩笑。

当时我们有两种选
择，一是死等艳阳天，二
是硬着头皮拍。两种选
择我们都尝试了很多遍，
翻看素材的时候，我们突
然意识到一件事。烟雨
朦胧，潮湿温润，就是湖
南该有的样子。万般磨
人的天气，正是湖南人大
多数时候面对的气候状
况。但烟雨飘摇中飞行，
意味着拍摄困难程度指
数级增加。记得当时参
加了航拍中国三季拍摄
的无人机摄影师张弢说，
湖南的拍摄难度之大，三
季省份中名列前茅。

团队里的每个人手
机里都下载了七八个气
象 预 报 、云 图 预 报 的
APP，每天醒来第一件
事就是看天气，精确到每
小时甚至每十五分钟的
天气情况，见缝插针地拍
摄。即便如此，航拍团队
还是在最初的拍摄中，因
为突如其来的降雨摔了
两架无人机。

2019 年 7 月，又赶
上了湖南几十年少见的
特大暴雨，湘江数段水位
告急，江面直逼堤岸。直
接导致航拍工作停滞了
整整一个月之久。拍摄
点位中，有一座湘江上的
小岛，岛上居民1150人，
还有一座四个孩子的小
学校。看到新闻报道说
湘江水位暴涨，我第一时

间联系当地宣传部，
询问岛上居民的情

况。宣传部回复：岛上居
民全部转移岸上，您这会
可以打开央视新闻频道，
他们正在我们这里做直
播。就这样，一个我们期
待中安静闲适的小岛，一
瞬间出现在央视新闻抗
洪抢险的直播报道中。

居民安全没有问题，
但拍摄陷入了僵局。特
大洪水下的江心岛居民
生活，拍还是不拍？和执
行总导演反复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不给抗洪抢险
第一线添乱，拍摄居民返
回岛上时的状态。所以
观众们今天能够在影片
中看到的挽洲岛，是洪水
过后一个月，居民刚刚搬
回家的状况。我们想了
很多方案，大多是居民如
何坚强努力，重返家园。
但万万没想到，仅仅一个
月，岛上甚至还能看到几
汪洪水留下的水洼，岛上
的生活却已经安静惬意
起来。甚至他们已经在
极短的时间里决定，新学
期开始，把岛上的四个孩
子送到岸上的小学继续
念书，以免洪水再度席
卷，影响孩子们的教育。
紧赶慢赶，我们拍到了孩
子们在岛上小学最后一
次的运动会，还有升旗仪
式。我想有一天他们长
大了，回头看到这部分内
容，也许会很想念那座红
色屋顶的岛上小学。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很难想象世代居住在江
心的生活。我不了解别
的省份，但湖南人，和江
湖打交道的态度，让我莫
名感动。他们和自然无
争，互相包容，默契十
足。湖南全省，在我们的
层层筛选下，留下了 60
个点位的拍摄，最终呈现
在节目中的其实只有30
多个。这 60 个点位，每
一个，都充满了意外惊
喜，就像那座江心岛一
般，让人觉得，万万没想
到，又那么理所当然。

“城市农民”谷山张：
让1000多块石头“开口说话”

我想让人们看见一个
非众所周知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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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个万万没想到
和六十个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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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军砚台作品。

《航拍中国》湖南篇之张家界。

《航拍中国》湖南篇之新化紫鹊界梯田秋收。

《航拍中国》湖南篇之吉首矮寨大桥。

“谷山张”张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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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风采

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
湖南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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