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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尘

今日窗外有风雨。隔江久
久西望先生范正明故居方向，
迷蒙中的渺渺云天……

相识有 40 年了。当时，刚
从湘南远乡调来省会的我，很
快即从业界众多名士中注意到
他。深谙湘戏，精通文墨。清癯
之身，颇有些风流倜傥范儿。以
后，因工作相识，成点头之交，
发现他还是位多才多能者：挖
传统、创新戏、钻剧史、攻理论，
还抓过歌剧，搞过电影，组织大
型活动，担任负责人，全是那顺
理成章的事儿。以后，慢慢多了
接触，互生好感，偶有了宽松畅
谈。一路处下来，有了不错的友
情。他会偶尔来我家小叙，小
饮，甚或搓个小麻将。有一回难
得他小赢，我等伸出大拇指，先
生快乐之余，操起一口土味的
长沙话：“老潘吔，别个屋我一
般不去的，你咯里就肯来。”我
心里一动。后来，这种交往自然
地延续了许多年头。直到前两
年某日，年届九旬的他，竟又欣
然从河西来到我灵官渡的家。
小酌之后，小麻一番，不待太晚
即托另二位半老牌友，打的送
先生回家。记得就是这一次，他
带来了自己刚出版的百余万字

《含英咀华》等三件套本。双手
接过，沉甸甸的，不禁肃然。这
以后，再也无缘见面，只是偶从
媒体得知，他参加昆剧爱好者
的活动，现场指导，在戏剧创作
讲习班专题讲座，等等。自十分
宽怀，亦凭生一份牵挂。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数十
年中我们难得的一次直接合作
机缘。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五十周年大庆之前，我所在
的潇影厂早早就开始了献礼之
作的筹备。经反复研究，最终决
定拍摄一部反映田汉和聂耳合
作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作
品。我们的艺术策划中心，大家
伙连剧名都先取了好几个：《新
的长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永远的进行曲》等等。但编剧
人选却一时定不下来。正巧，某
日先生来我家，听到我谈及此
事，霍地一下站起来，两眼放
光：“厂长，这个任务我领了！”
我知道，他年轻时，曾有幸多次
见到田汉先生，又与田汉先生
在湘亲属往来甚久，对田老及
他一大家子可谓一往情深。于
是，当场一口答应。很快，我俩

就有了一次重要的北京之行。
在崇文门大街文化部专家大楼
张庚先生的家，与田汉在京部
分同事与下属会见。来客中，有
周巍峙、张庚、郭汉城、张颖、邓
兴器、陈刚、杜高等。座谈会气
氛之热烈动人，至今仍历历在
目。会后小宴开始，周巍峙同志
竟然执意叫我这个无名后辈坐
上席，他哈哈笑着说：“今天谁
买单谁坐上席，你不坐谁坐。”
大家齐笑，我也就稀里糊涂地
坐下了。我和范正明先生都深
知，他们对我们抓的这个项目，
何等看重，又何等高兴。

回来以后，先生很快就交
出初稿《中华之声》，接着又改
出二稿。以后，由于这个项目
的重要性，中宣部、广电部、中
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国家电影
局等，均高度重视支持并严格
把关。于是，在 3 年左右时间
中 ，前 后 又 有 两 位 剧 作 家 加
盟，分别写出来三稿、四稿直
至第七稿。作为策划与编审的
我，也忙忙碌碌了好长一段时
间。最后，这场艰难的接力，总
算达到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
要求，得以顺利投产。这部最
后定名为《国歌》的影片，在拍
摄过程中，即被视为国庆献礼
作 品 的“ 重 中 之 重 ”，拍 摄 以
后 ，又 被 确 定 为 首 位 献 礼 作
品，在全国各地掀起的观影热
潮中，一举囊括了“五个一”、
华表、金鸡、百花等四大国家
级奖项。先生和我们一起由衷
地高兴。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
术，尤其是重点工程，前前后
后，为它投入力量的人何止成
百上千，而最初的起步，无疑是
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的，都是
应该尊重的。

最后，还想说的是，先生于
我而言，亦师亦友。他病情危重
时，不巧正逢全国各处新冠病
毒疫情泛滥，时空阻隔，使得我
们竟全然不知。噩耗传来，又因
此故，没有告别式，没有追悼，
先生就这样静悄悄地远去了。
是的，没有告别，谁都不愿有这
样的告别。

今天，就在这风雨如晦的
夏日黄昏时分，当我放下笔杆，
西望对江，似乎又依稀看到了
他，一切如常：仍然在那间拥挤
的老书房，拨亮老台灯，戴上老
花镜，找到老书堆中的某一本，
然后，轻轻打开折叠好了的某
一页……

李晓梅

陈芳桂从艺的时间近 40 年
了。但他的军龄并不长，只有 15
年。陈芳桂说：“这15年的军旅生
涯在我的人生里至关重要，让我
从一个画家成长为一名充满热血
与斗志的文艺战士。”

15年前，时任齐白石艺术馆
馆长的陈芳桂怀着对军营的崇敬
和向往被特召入伍，成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
文化中心文艺创作室专职画家。15
年后的今天，他在家乡的湖南美术
馆举办了《苍穹与大地——陈芳桂
作品全国巡展·长沙》的首场展览。
此次展览展出的202件作品，主题
分为军旅、传统、人物、新墨四个部
分，是艺术家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与
展示其家国情怀、军旅生活的集中
呈现，见证了陈芳桂为军为民的
使命担当和艺术初心。

陈芳桂是湖南湘潭人，出生
于 1965 年。他从小酷爱画画，那
时候家里穷，小小年纪的他曾经
为一本买不起的字帖每天走 30
多里的山路到县城书店，趴在橱
窗外，只为把一笔一画记在心里。
陈芳桂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湘
潭锰矿的一名普通矿工，他没有
放弃艺术理想，成为了一名手握
画笔的矿工。从下井挖矿到成为
锰矿宣传组成员，再到参加县里
美术班的专业训练，以及他在齐
白石美术馆任职期间的开阔视
野，终于开启了他在绘画道路上
的鸿蒙初辟。“对于我而言，人生
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过程，都是
一个很大的收获。”陈芳桂说。

笔墨当随时代。在继承传统
的同时，陈芳桂特别强调中国画
的当代性。走进湖南美术馆的三
楼展厅，赫然进入眼帘的是陈芳
桂的大型创作《基石颂》和《长城
组歌》。这些当代军旅主题的作
品，以粗犷而恢弘的手法带出厚
重历史感，同时又在表现材料上
进行了大胆尝试——打破空间与
媒材的界限，以传统山水画的笔
墨作基底，加入雕塑、装置，给现
实以强烈的主体化的视觉冲击，
增强了作品的精神寓意。《基石颂》
反映了火箭军工程兵在地下坑道
中艰苦工作的场景，人物造型各
异，现场感强烈；《长城组歌》采用
了综合艺术装置的前卫表现形式，
运用国画的写意表达语言，一块块
贴着宣纸的砖块形成了城墙造型，
作品正面，描绘了以毛泽东为首的
36位革命军事家形象……美术评
论家薛永年认为：陈芳桂的军旅和
红色题材作品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独特的意匠经营，跨越中国画与装
置艺术的体裁探索，为军旅题材
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传统题材展区，神奇的张家
界、毓秀的武陵源、灵韵飘荡的衡
岳、千里奔涌的湘江……流淌于
他血脉中的湖湘精神，滋养了他
的绘画艺术，逐渐形成自己独特
的个性语言。在创作山水作品的
时候，陈芳桂为了突出“形”，强化
作品的结构与图式，他采取了一
些特殊手段。他用撕纸拼贴的方
式来处理山的轮廓，把染过浓墨
的宣纸，撕出自己想象的形状，再
裱贴到相关部位，再托裱一张浅
黄的色纸，让山头像贴在天幕之

上，使山形被以最强烈的效果表
现了出来。这是陈芳桂“以图式引
领笔墨”观念在中国画创新中的
先锋体现。84岁高龄的恩师李宝
林先生不顾舟车劳顿，克服疫情
期间一切困难，从北京来到长
沙，出席了“苍穹与大地——陈
芳桂作品全国巡展·长沙”的开
幕式现场。李宝林先生说：“他的
画，线条用笔很粗放，大气又不
失细腻和灵秀。陈芳桂这个人的
心胸开阔、人也忠厚。画如其人，
我非常喜欢。”

在新墨厅，一批作品突现出
艺术的时代性、探索性与实验性。
陈芳桂运用西方的实验手法与东
方的传统写意相融合，糅合艺术
家对现代艺术的全新解读，呈放
出特别的视觉效果。展品中有一
幅《铁骨铸梅魂》，是画家在今年
的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创作，以梅
花作描绘对象，采用不同寻常的
表现手法，除了几处泼洒出来的
梅花枝干，12平方米的画作完全
被密密麻麻的梅花所铺满。陈芳
桂每天如农夫俯在水田里插秧一
般，10 多天才插完这片“田”。用
梅花的傲骨精神来比喻疫情之下
坚强奋战的人们，具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和艺术感染力。

陈芳桂说他是带着神圣的使
命感来画军旅作品，带着浓烈的
家园情怀来画潇湘山水，带着勇
敢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来尝试新水
墨。“湘风楚韵和家国兵事是我美
术创作的两大主题，我的根生长
在湖湘。此番全国巡展首展在家
乡举行，就是为了献礼‘八一’，致
敬湖湘。”

侯严峰

惠中海在微信战友群里又刷屏
了。他先是给大家普及琵琶知识：传统
琵琶都是四弦，有位琵琶大师去日本
访问时，偶然发现了一把流失千年的
唐代五弦琵琶，于是高价买了回来，从
此一直用五弦琵琶弹奏乐曲。五弦琵
琶不仅增宽了音域，而且还增强了共
鸣，很适合弹奏琵琶的“武曲”。

紧接着，惠中海又上传了自拍的
两段视频。只见他端着一把五弦琵琶，
弹奏起经典琵琶曲目《十面埋伏》和歌
曲《我和我的祖国》，还特意说明，在《我
和我的祖国》原谱中添加了演奏符号，
听上去更加浑厚丰满。他娴熟的弹奏有
如珠玉落盘，那舒缓的行板在他的指间
肆意流淌，直引得战友们一片叫好：“宝
刀不老，还勇于创新，真不愧‘新新老人’”。

惠中海比我大一岁，但比我入伍晚了两年，
部队是以军龄论“辈分”的，所以我喊他小惠。小
惠个头中等，面色黑红，见了老兵，圆圆的脸上
总是堆起憨厚的笑容，外观上倒是看不出他有
多少艺术天分。可是，一旦手上缠上“义指”，怀
里端起琵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右手灵巧地
弹、挑、滚，左手则是捺、带、擞，让人看得眼花缭
乱，而他眯缝着眼睛，那张被琵琶半遮的圆脸随
着乐曲的节奏和情绪左摆右晃，煞是陶醉。惠中
海演奏的琵琶曲目，大多是不急不缓的行板，

《金蛇狂舞》《彝族舞曲》《十面埋伏》……2020
年新年这天，惠中海和一帮民乐“发烧友”身着
色彩艳丽的汉服，头戴长冠，为当地“政协”“人
大”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献演了一曲民乐合奏“汉
乐”，恰好又是一曲韵味十足的行板。

“网红”琴师张少鹏发的一段视频也挺惹
眼：由他操琴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郭建光
和沙奶奶的对唱，那段“西皮摇板”连着“西皮流
水”的曲谱，拉得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博得台下
喝彩连连。张少鹏和我一起入伍。有一次，我们
参加汇演，政治部首长观看了我们的排练后，还
特意请张少鹏从乐队席出来。得知小张还不满
15岁时，首长很是惊喜，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
音，连声夸赞“这个小兵，好！”转业后，张少鹏一
直在地方公路局工作，后来还当了领导。现在，
这位当年宣传队最小的“娃娃兵”也退休了，一
有时间就提把京胡，和一帮同道中的朋友四处
演出，传统戏、现代戏都演，有时还会来段“夜深
沉”“百鸟朝凤”等板式展衍的京胡曲牌。“飞弓
跳指，朱弦三叹”，张少鹏那把小巧的京胡，从来
都是有板有眼地传扬着梨园清韵。

当年宣传队乐队指挥张渤海也挺忙。前些
日子战友聚会，他指挥大家唱起了“打靶归来”，
几个声部高低错落，舒缓有致，浑然一体。只见
他一会儿挥舞着双臂调动大家的演唱情绪，一
会儿用手势和眼神提示着强音、弱音，肢体动作
到位而不夸张，全然看不出已经是一位年逾古
稀的老人。记得当年，每当看过一场电影，我们
几个乐队成员都会聚集到张渤海那间不大的创
作室，大家哼唱着刚刚听到的电影音乐，由张渤
海带头即兴记谱、配器，先由弦乐器、木管乐器
分别视奏，而后再一起合成。比如，《闪闪的红
星》主题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那一大段由附点
音符构成的前奏激昂高亢，小提琴的大三和弦
弦音饱满，运弓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上得舞
台，几把小提琴手指法、运弓整齐划一，长笛、单
簧管淳厚圆润的音色把乐曲衬托得惟妙惟肖。

还有《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
本来就是一首清新动听的女声二重唱，加上张
渤海的配器，尤其是弦乐声部与木管声部恰到
好处的重奏、复奏，把一段音乐演绎得完美无
瑕。那时候，一般的小合奏我们视奏几遍就能上
台演出，还演奏得有模有样。每当部队官兵还沉
浸在电影故事的回味中，我们的“电影插曲小合
奏”就在舞台上奏响了。《洪湖赤卫队》几段插曲
糅合在一起的那段弦乐、木管三重奏，张渤海堪
称完美的配器，把不同乐器的妙曼音色凸显到
极致，如歌的行板描绘出一幅令人心醉的湖荡
景色，每次演出必定返场……

也许是临近“八一”建军节了，这些天我们
的微信“战友群”一直很热闹。我们这些当年的
文艺兵，在这个“战友群”里天涯若比邻，大家分
享的都是自己的人生乐章。

如歌的行板实际是一种音乐陈述结构，一
种“徐步而行”的音乐演绎方式。岁月如歌，有激
情炽烈的快板，有洒脱自如的中板，有厚重矜持
的慢板，也有安之若素的行板。人生的“行板”，
没有悲怆，没有彷徨，有的是随心所欲、从容不
迫，有的是神定气闲、泰然自若。

时光清浅，行板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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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画家陈芳桂：我的根生长在湖湘

艺苑掇英

艺路跋涉

甘建华

晚清湘军能成就大事平定天
下，除了“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
打死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
层将帅大都出身书生，平时手不释
卷，互相问难，砥砺前行，军营中始
终弥漫着浓郁的读书治学氛围。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楹联，
至曾左彭胡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与提
升，后人迄今难以超迈这批湖湘前
贤；他们的书法也是雍雍穆穆，神清
气朗，洵洵有儒者君子之象。

祖籍衡阳西乡庙山唐福（今衡
阳县渣江镇盐田桥）的曾氏兄弟，书
风劲健刚拔，墨色饱满晶亮，竖起了
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
旗帜。观曾国藩“野色入簾初晃漾，
幽禽窥户已间关”、曾国荃“王母祝
词，且富且贵；姜子悦喜，宜人宜家”
两联，均深得刚健俊美的精髓，气势
连贯，雍容大方。世人对曾国藩的书
法评价已经够高的了，认为可与同
时代大书家包世臣、何绍基齐名。如
单就这两幅作品而言，曾国荃甚至
可能强于胞兄。马宗霍《霋岳楼笔
谈》评其书法：“忠襄（曾国荃谥号）
专意率更（欧阳询），腕空笔实，方整
中有疏宕之美。书学虽不及文正（曾
国藩谥号），书才或谓过之。”衡阳西
南名刹岐山万寿寺“大雄宝殿”四个

字，即曾国荃当年奉敕南
来亲书。

胡林翼楷书七言联：
“作诗得山水之助，评文合
汉魏而论。”上联出自陆游
诗句“挥毫当得江山助，不
到潇湘岂有诗”，下联指明
汉魏六朝是文学理论最发
达的时代之一，不但阐明
了作文评论的奥妙，而且
书法遒健畅达，字正形美，
可谓名臣不虚。

杨岳斌本善化（今长
沙）人，但与衡州渊源甚
深，早岁与彭玉麟应曾国
藩之召，在石鼓嘴、筷子洲
编练湘军水师，正所谓“长
江不许大王雄，王濬楼船
要建功”（彭玉麟《创立水
军为肃清长江收复金陵计》）。其联
曰：“碧海游龙观气象，丹凤仪峰著精
神。”其书法“矫若游龙，疾若惊蛇”。

湘阴郭嵩焘与曾国藩岳麓书院
同窗，亦为湘军创建者之一，曾官广
东巡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
外使节。其人善书，楷行草隶皆能。
联曰：“该覈衡旋，检会日月；斟酌彝
鼎，含咀梅兰。”红色钱纹纸本特别
醒目，联意深奥，笔法俊秀挺拔，典
重矜持，大有谦谦鸿儒气派。考其尾
署“玉池老人”，应为其晚年迫于压

力称病辞归后作。郭嵩焘
光绪十七年（1891 年）病
殁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
付国史馆为其立传，并请
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
准，这对引导国人睁眼看
世界的郭氏十分不公。

“官二代”曾纪泽是一
个奋发有为的好青年，外
交才干颇得朝野称颂。他
自幼在父祖督导之下，勤
习颜柳赵，尤工楷篆草，而
立之年即成大家。据说他
为人谦和敦厚，凡遇求书
画篆刻者，有求必应。我得
见的篆书联：“两岸晓虾千
里草，万山胜雪九衢尘。”
款署“逸斋仁兄大人正”，
不知受赠者为何人。

有人夸赞左宗棠“身为武将，兼
通文墨”，这话显然说得太低了。左
氏少时即练书法，崇碑版，篆隶行草
兼擅，笔力雄健，风格豪迈，楹联作品
流传颇广，时人珍同拱璧，现代康有
为、章太炎、符铸均有高评。马宗霍

《霋岳楼笔谈》云：“文襄（左宗棠谥
号）行书出清臣(颜真卿)、诚恳(柳公
权)，而稍参率更（欧阳询）。北碑亦时
凑笔端，故肃括森立，劲中见厚。篆书
则得笔于窪尊、浯台，不矜姿作势，自
然苍挺。清代专以篆名家者，未能或

之先也。”不知什么原因，这段话在网
上错得十分离谱。我赏读的这堂行
书四条屏，既凝重大气，又苍劲朴
茂；既肃穆典雅，又险绝纵逸；既不
出规范，又奇姿流美。经湖南省文物
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组鉴定，已于
1993年确认为国家二级文物。

以书生报国百战功高的彭玉
麟，曾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是近
代中国海军创始人，朝野清望无二，
皇室亦极度尊崇。唐浩明老师曾写
过《古今难寻奇男子》，我也写过《世
间再无彭玉麟》。彭玉麟的楹联数量
没有曾、左二公多，存世只有七八十
副。“但因其才华横溢，性情率真，性
格旷达，阅历深广，虽只是秀才出
身，楹联却唾玉咳珠，多上乘之作，
文学性和艺术水平极高，堪称一代
名家，在近代中国楹联史上有相当
地位。”（吕可夫《品读彭玉麟的楹
联》）其书法堪称奇峭，《清史稿》称
其“生平奏牍皆手裁”，“每出皆为世
所传诵”。素工画法，兰入妙品，尤喜
画梅，平生画了上万幅梅花，题了数
百首咏梅诗，自谓“一生知己是梅
花”。彭玉麟梅花和郑板桥墨竹，被
称为“清代书画双绝”。2008 年 11
月初，央视播放的《寻宝》节目，藏家
许金池一幅彭公墨梅图，在千余件
选送的“宝物”中脱颖而出，荣膺“衡
阳民间国宝”。

党玉占

1945年 10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建立18周年，山东战时
邮务总局发行一枚《中共八一建军节》纪
念邮票。图案为蓝色，面值为当时的北海
币1角，画面上方中间一五角星，星下方
右侧为朱德总司令半侧面头像，头戴军
帽，目光深邃，炯炯有神，直视前方，威武
庄严中不失慈祥。朱德头像左侧为3面
革命旗帜下的抗日战士及群众，左下方
标 有“ 中 共 八 一 建 军 纪 念 ”“1927—

1945”字样。这枚邮票体现了山东解放区
人民对朱德总司令和人民军队的热爱和
崇敬之情，以及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伟大
胜利的喜悦心情。邮票由胶东区战邮管
理局代印，采用锌版印刷，票面长方票
形，无齿孔，票幅为26.5×19.5毫米。

这枚纪念邮票是我国邮政史上最
早发行的纪念人民军队建军节的邮
票，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收藏价值和投资
价值也与日俱增。在 2006 年春季邮品
拍卖会上，此枚邮票以2860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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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战时邮务总局《中共八一建军纪念》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