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观园 本报记者 陈惠芳

结识书画家施杰荣， 源于 “品酒
师”朱传业。朱传业说，带你到株洲去
品品施杰荣的书画。我说好。

2月18日，是星期六。我们驱车到
达株洲，直入“牧堂”。“牧堂”是施杰荣
的画室 。我一眼看见 “牧堂 ”，便想起
“牧场”，有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感觉。广阔豁达，宁静致
远。接下来，施杰荣以他的言语与作品
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

身居“牧堂”，心静如水。施杰荣现
场挥墨，字画各一幅，分别命名为“清
气如兰”、“清气祥和”。“清气” 就是施
杰荣其人其作的格调。 他说：“我最喜
欢淡雅。”“元青花” 移植到宣纸上，就
是他最好的解读。

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讲究墨水浓淡，
讲究黑白对比。施杰荣大胆借鉴青花瓷

的艺术，以青代墨，用于传统绘画创作，
使作品回归自然本色。他以荷花、兰草等
为题材的青花画，是一种艺术创新。

著名作家聂鑫森闻讯赶到 “牧
堂”。他说：“在株洲书画界，施杰荣很
全面，能书，能画，能治印，能作诗。这
源于他淡泊的心态。一个浮躁的人，是
不可能弄出这么淡雅的作品来。”

确实，施杰荣不善言辞，甚至显得
有些木讷。如果不是朋友“补充说明”，
我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把他
当成“内秀”的书画家。

施杰荣50余岁，浏阳人，正当壮年。
他对“青花”的最初接触始于上个世纪80
年代。 他到北京参加北大历史系举办的

文物鉴赏专修班，多次到故宫、琉璃厂等
地品赏古代瓷器，对元青花瓷“一见钟
情”。其后，施杰荣开始水墨画创作，受邀
到醴陵等地的瓷厂画青花。
久而久之，他琢磨着：是不是
可以把画在白底瓷器上的青
花画在白色的宣纸上呢？

灵机一动，便成“花痴”。
自此， 施杰荣在宣纸上进行
近乎癫狂的 “青花之旅”。他
创作的一大批 “青花画”，以
自然的笔调表现大自然的生
命， 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令人耳目一新，很快赢来
行家的认同与赞叹。

这些年来，施杰荣研读佛学，追求
的就是静寂、空灵、自在。超然的心境，
很自然地体现在他的画品中。 人如其
画，画如其人，一点不假。

施杰荣说：“在这个浮躁、 功利的
世界， 如果我的作品能够带来一点轻
松、清凉和宁静，我就很满足了。这正
是我的艺术追求。”

文化人物

!!"#$!

!!"#$"%&'()*+,-.
/01(#$)2# 3456789:#
5;<=>#?@@=A$ BC:D%&
'(EF#)#GH./IJK#LMN
-O/P)#QN>M./RS'(%&
TD05678$ TD56LU+O/(
V6WX#TDYW$! Z "# [#\]^_
`abcdefg $%&'$ #_hiVj

./RS'(%&-DH78?k !"('!
lm@$

nop#qCrstMuvwDIx
y!!"#_"#zO/({!'&)'%)"'"W
#_'(%&56o * D#V| "( l$ #
_!'&)'%)"'"}C!~X)�X"H��#
���56oV� # Q+���@=
!"('! l#��+���#�m"$

TD56����V�tuvwD
xy0./��$ ���./��H+#
�� !~X)�X" HWX������
�#� ¡�jO/V¢�i��£V£
+�¤H#m5;xy¥¦NA#§¨-
©ª8«¬56#�A?@�#®¯°
±²+³K´$

"%&+

!µ¶·"Dv#¸¹º%»¼º½±©
?¾¿ÀOÁÂÃ=HºÄ<=#ÅÆÇÈ
ÉPÊËÌÍÌ»bÎHÏÐÑÒ%ÓÔÑ
Ò«ÕÖÑÒ#Ä×©C@ÓØÍÙÚHÛ
ÜA?ÝÞßàáâÍã#<ÌÝÞßàä
×áâH»å#pæV�ç7P»¼èéê
ë?ìíHV�äîáâ$

ïð " Z ", [# ÏÐÑÒ«ÓÔÑÒ
ñòÇó®#ôõ@Ó«<ÌöÀ÷øºè
íoÝÞßàáâHÍã«»åù?$õC
?¾¿ÀOÁÂÃ=ÕÖÑÒ#ú%ûPü
ýþÎ#ÿ!C !'"! "#$ÍDòÇíj$

nop#ÏÐÑÒ(%&'(%)*(%
+,(«-'(./0Î4£i#@Ó12
4w3 !''' l#|45<= ! 6l#@ÓÛ
ÜA?Íã "' 73$ ÓÔÑÒ(%89:
; r<=%89ã>?@AB%CDr<
=%EFGHr<=%IJ(KLM(N*
^%OE(MÁ^Î4£i#<ÌP24w
3 " 7l#|Q5<= & 6l#<Ì»å &
73$RSTUôõ(%r<=K^%0»¼
e¹ºf«?V»¼èéW=XYZþÎ
ÇÈ$

ÏÐÑÒ%ÓÔÑÒ«ÕÖÑÒ#+V
[\PÌÍÌ»7gRSH]VÀ^m_

`#abcoOÁÂÃ=SdC/%©dC
/HÂÃef#LKuMgçpæoºÄÛ
ÜA?Íã«»åHßàáâ#>ãohi
HjXgk$nl#¸¹º%»¼ºñCm"
"" ZnèõC&ÀÑÒHo´%ÇÈp2#
qurs?V»¼èéW=XtuvbÇ
È$

wnxy#P¸¹ºm" ( ZzÂ{H
!'"' "OÁÂÃ=|}Ä�~�?#UM #
6lH?¾OÁ¿ÀÂÃ=©C»¼ÌÍ#
�S©C<Ì #' 7�?Cºç=ÛÜA?
ÝÞßàáâÍãUÍ$

"'(!)"*#

!"#$%&'(
)*+,-./012345

! Z ", [#5�·� "!'&* D
�@# øV�� !(# 6�%@#�
(�? ", 6$ �C��?@#m@
k��UMUH�#Q�g��j
m@k���4��+�^SH$

!"#$%&'"()
!*+,-"

! Z "# [#P��^ '"!'* b
O56`?k5�·� "!'&* D #
6m@HO/��ã&��'c��
@$Popí ", 6m@Ä��rU
^*#��?H # 6+�Tu#��
 F(!¡�¢£¤k¥|o) "

P¦§?#��ã�í�TH
U+!��%!""$ n¨©#�ªu
«ã¬#®uU�¯íbO56
`°z*bO±²+³´µ¶··
¸¹#(ºWX»¼½¾xy$ �
¿MiÀV¢ # 34d%(ºo

!(,,!*"# íÁÂ³í�·jWX
%#��ÀÃ#ÄÅWX * ÆÇo #
ÈÉ���ÊjWX ! Ë+NÌ
Í#�kWX $ ËÃ$ 7!H+#�
�ÆÎ�·jWX *# tMÆÎ�
ÊjWX !#�Ï¤!(,,!%"HWX
Ð�m@)

ÑÉ#��ãd%5�&U?
ê7l¤½m@#Ëêªu¢+¤
y5�·4� # T¿?k $ ÒW
X#Óm@ÔÕÖê$ �¿�+×
Øyo5�&#ZÙÚÄ¾�c?
!5�Ê"H~�#LÛÜ5�&½
ÝGi@= $ Þk!"H+�?

o(!��N^S# �LN!"#5
&ß�?@# �¿5·¢?o #'
7l$ "

./01234567
89:

ß�^àáâ '"""$ bO5
6`O/ã�ã&��'L?k5
�·� "!'&* D ! 6m@ $ n¨
©#��"%Ü:jäå #äå»
U�æçèrsHéêëº#ªu
ìíÄ¸¹îOÁE#wïðó¼
ñ#ò�óòôôxOH��$ m
õ)2mö÷%øùO��úDD
�Xy½�6#Q�5�& %5�

·~Mûü#%Výþ¢?ê &'''
lH5�&'(@$ PÿíxOZ
ku#ã�ã�!çF(!yOÁZ
"Sª«#��LN^S #�V#
³?H$$+�ºH#%7ËS&
'#û��#MZ(��Ë�#ìZ
)**+,$ "

ÿí-.Q5@=u#ã�ã
F(!/0ºZ"# 12º~3#�
�4@=ú%¢tMä×H5£#
Q+�½V�a$HÅÆbOÂ
Ãí6#�zéêëº¢+NËÃ
H$ "

! Z !' [¼#5�·� "!'$$
D�@#øV�? $* 6m@#w6
�%@= "' 7l$7D�(�? %
6#8?9*^ """"$ bO56`
�? # 6#:�^ "!""! bO56
`�? " 6$ "+,-#

!"#$ %&'()*+,-

!;<=>?# "
!"#$%&'()*+,

./ !'""-!'"! 01$2345%6789:;<

9２０12年2月22日 星期三 文化新闻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彭扬
投稿邮箱： chenhf333333@sina.com 联系电话： 0731-84326050 主持人： 陈惠芳

过小年那天晚上， 朱惟精的夫人林
金珠大姐来访，我才得知噩耗，朱惟精先
生走了。 很意外，很悲伤，走得太早了，走
得太可惜了，他才71岁，正当创作的高峰
期。 失之惜哉，失之痛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朱惟精 ，
我当时担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联
系城市雕塑工作。 征集雷锋雕像方案时，
看到他做的雷锋雕像小稿子，觉得很像，
神形兼备，就支持了他。 几十年下来，我
知道我没有看错，他是个真实的人、善良
的人、 美好的人。 他的人跟他的作品一
样，真实善良美好。

1940年， 朱惟精出生于浙江东阳一
个家境殷实、有文化传统的家庭。 父亲朱
福星是“8·13”淞沪抗日名将。 故乡的文
化传统和家庭教养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
影响和教育。 东阳木雕就是中国四大木
雕之一。 家乡的熏陶使他身上洋溢着一
种江南人文之美。

艰苦的生活、 坎坷的经历开阔了他
的视野，也磨练了他的意志。 他的足迹留
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坡、三湘四水 、海峡
两岸……黄土、雪山、草原、沙漠，给了他
大漠孤烟和金戈铁马的豪情壮志；洞庭、
岳麓、杜鹃、芙蓉，给了他杏花春雨的柔
情和风。 英雄和人性都成为他作品的基
因和神韵。

朱惟精做过很多具体工作， 从青海
群众艺术馆老师到大学教授， 从宏伟的
城市景象到细腻的艺术精品， 从雕塑到
绘画书法，在编辑、辅导、创作、研究中 ，
他很能吃苦。他儒雅并不懦弱。他的历史
文化题材和革命题材的雕塑让人震撼。

蒋方婷说：“朱惟精的作品为我们展
现了一个广阔的雕塑世界。 娴静与张扬、

柔美与劲锐， 既饱含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度，又有基于历史的斗志昂扬。 刚惊诧于
古希腊般的高洁美， 又似乎闻得了罗丹
的思索沉吟。 而更多的却是中华民族历
史的积淀与文明的映射：屈原、李时珍、向
警予、宋教仁、毛泽东、黄兴、陶行知、雷

锋……这些人物的形象， 通过朱惟
精的双手， 在石与铁的雕凿与锻铸
中变得丰满。 无论是室内装饰雕塑
还是城市雕塑， 都似乎在以一种沉

默的方式，向观者述说漫长的文明。 ”
人民英雄纪念碑作者之一、 著名雕

塑艺术家张松鹤评价道：“朱惟精凭着他
的学养， 坚实的美术基本功和一片仁爱
之心，与自然的亲和，使他的艺术才华得
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雕塑和各类绘画不
断涌现精品力作。 他从不放过每一次灵
感激发的火花。 构思敏捷，应对各个艺术
门类都能得心应手。 该用雕塑表现的，就
捉刀弄泥；要用广、色表达感受的 ，就把
玩油色纵横涂抹； 有的为由国画才能展
现出一种境界，就临案挥洒；版画 、水彩
画无所不精。 他以娴熟的技巧、 绘形写
神，作品以美取胜，以情感人。 国画，构图
恢弘，一气呵成；西画则光色交融 ，只眼
独具，不拘一格，奔放而沉稳，富含东方
神韵。 他以顽强的性格和敬业精神，不畏
坎坷，排除艰难险阻一路探索，时刻身隐
创作状态中，可谓无分寒暑，昼夜忘形。 ”

朱惟精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首

批持国家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
雕塑家。 曾任湖南科技大学建筑系教授、
美术教研室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
全国率先被批准成立艺术家工作室———
“惟精美术工作室”。 他担任中国艺术研
究院创作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长
沙雕塑院院长， 长沙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 2008年，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列宾美
术学院等四单位联合授予他俄罗斯艺术
领域最高荣誉 “俄罗斯人民艺术家 ”称
号。 他的代表作有：汉白玉雕《悟》（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雕刻艺术世界巡回展 ，
国家收藏），《向警予 》（全国建国40年来
城雕优秀作品），石雕《雷锋》（湖南省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铜雕 《世纪之
光》（新世纪中国大地耸立的第一座巨型
城雕），西藏拉萨石雕《毛泽东》。

艺术是与各民族气质性格特征 、文
化环境、生活方式、哲学伦理等因素密不
可分的。 中国雕塑源远流长，传统的雕塑
重视意象，常伴有某些绘画性，具有特殊
的装饰效果，造型语言简练而富含哲理，
沉静含蓄而有一套不同于西方雕塑的独
特造型手法。 朱惟精广博的知识和丰富
的阅历， 让他的艺术升华到中国文化的
深层次。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全国城
市雕塑工作会议上， 雕塑大师刘开渠曾
指着朱惟精的几件雕塑作品照片， 对在
场的人说：“你们细读这几件作品， 是否
感受到通过它的立意和细节的刻画 ，透

露出了它蕴含着高尚的灵魂？ 能让作品
进入如此境界， 它反映了艺术作品的思
想高度， 同时也传达出了作者人品的高
度。 要创作出一件好雕塑，首先要塑造好
艺术家自己，人有多高，作品才有多高。 ”
接着， 刘开渠挥毫急就朱惟精先父的座
右铭 “造福者不为享福， 善始者还当善
终”。

去世前不久， 朱惟精为自己的作品
集写下序言：“刘开渠先生曾一再鼓励我
出版画集。 难忘他数度光临寒舍，给我题
写书名。 遗憾的是，他未等见到我的书就
离去了，我出书的计划也就此搁浅。 2004
年，程允贤同志约我到南昌，他把为我出
版雕塑集而写的一段文字交给我， 并叮
嘱我图片一定要认真拍摄清晰，汇总后可
交给他找一家最好的出版社出版。 谁料，
我才开始准备，他竟骑鹤西去了！ 人生难
料，我再次泄了气。一晃几年，近日在朋友
的催促和帮助下终于重翻已屉箧，认真辑
录脱稿，松了一口气。 所憾，我80年代及之
前的作品、创作小稿及一批逃过文革劫难
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作品照孤本，都在工
作室被强拆时遗失，以致那一时期的作品
未能在本集中留下一丝印痕。 人生如梦！
但望社会和谐春色永驻。 ”

朱惟精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作
品，更留下了美好高贵的人生形象。 朱老
师，你好走，你安心。

（作者系省社科联主席）

的作品 的人生
———追思朱惟精先生

郑佳明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迟美桦 通
讯员 宋晓帆）憨态可掬的肥猫，机灵的
小老鼠， 搞笑的故事情节和对白……
《肥猫和老鼠》 的故事让台下的观众笑
翻天。2月19日上午，一场生动有趣的皮
影戏在湖南大剧院鸣锣开演。 这是湖
南大剧院举行的亲子公益演出。

此次， 妈妈亲子团观看了 《雀之
灵》、《肥猫和老鼠》、《仙鹤和乌龟》等
几个剧目，由湖南省皮影剧团演出。场
景、 道具和皮影都给人以典雅清新的

感觉，故事精彩有趣，形象生动逼真。
皮影小动物们在幕前活灵活现地移动
着，说话、唱歌、跳舞。大剧院里座无虚
席，大人孩子皆看得津津有味。放映结
束后，操偶师来到孩子们中间，教小朋
友们该如何灵活操作人偶， 让他们体
会身在其中的乐趣。

一位叫邓艳辉的妈妈告诉记者：
“小时候也欣赏过皮影戏，但随着时代
的变迁，皮影已慢慢淡出我们的视线。
今天很高兴地带孩子一起欣赏了精彩
演出。皮影是另一种形式的动画，给予
孩子的是不一样的体验！”

一师一附小的小朋友李静怡说：“皮

影戏非常好看，通过观看皮影戏，还有学
习如何操作皮影懂得了坚持的道理，和
妈妈一起来看非常开心，想经常来。”

湖南大剧院的总经理陈介辉说 ：
“皮影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孩子了解并喜爱
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我们亲子剧场的
宗旨。 亲子剧场今年安排了一系列演
出，像皮影戏、木偶戏、传统曲艺节目、
话剧等，我们想通过剧场演出的方式，
在青少年中弘扬传统文化。”

相遇在《中央公园西路》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陈薇）2月24日，《中央公园西路》将在湖南

大剧院亮相。这是一部极端滑稽、笑料十足的先锋话剧作品。
《中央公园西路》表象下掩盖的是浓重的悲剧意识，观众在笑声中

将深刻地感受着琐碎的生活困境和人生的无可抗拒。 该剧本的原创者
是奥斯卡最佳导演、编剧伍迪·艾伦。该剧由中国演员用普通话来演绎。

湖南少儿社“三十而立”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陈薇）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迎来了“30岁生日”。2月18日，老同志唐之享与来自省新闻界、出版
界的同仁以及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等出席了30周年庆典。 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署长柳斌杰题词：“为儿童出好书，给祖国育新人”。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于1982年。成立之初，该社只有21人、年
出书品种不过百种、年利润不过百万元。如今，全社近200人、年出书品
种近2000种、年利润近2000万元。据北京开卷公司数据统计，湖南少年
儿童出版社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综合排名第49位，在专业少儿社中
排名第5位。在各种图书评奖中，湖南少儿社16次荣获中国图书奖、中宣
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大奖。2010年，被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成新平《新闻散论》出版
本报2月21日讯（通讯员 郑海青 记者 朱章安）衡阳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成新平撰写的《新闻散论》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
《新闻散论》共计36万余字。作者结合30年的新闻从业经历，选取部

分代表作品进行剖析，以“写新闻”、“改新闻”、“评新闻”、“讲新闻”、“论
新闻” 为脉络，实现从新闻写作深度到新闻理论高度的成功跨越，是一
本指导性强的新闻写作辅导教材。

牧堂清气
———访“青花画”画家施杰荣

还传统文化一个舞台

湖南大剧院上演皮影戏

朱惟精 （资料照片）

施杰荣正在 “牧堂” 绘画 《清气祥和》。
本报记者 陈惠芳 摄

朱惟精作品： ①雷锋像
②牧童
③山高流长

③

① ②

真真真善善善美美美 真真真善善善美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