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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芳菲
□谢丽芳

生命是女性艺术永恒的主题。 在充满勃勃生机万物复
苏的四月，在一个多梦的季节里，湖南女画家水墨人物画
展终于亮相湖南藏福美术馆。 敬畏生命，爱生命，爱自然，
爱万物……无疑这是构成一个和谐世界的核心所在。 艺术
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现，因此，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用
艺术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以及生命的尊重。

本次参展女艺术家，大都是正值生命饱满期的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生人，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且从事着
不同的工作， 她们既有涉世经验又有丰富的情感经历，她
们还是画家。 因她们的这种生活背景和经历，以及在创作
中自身的微观体验， 使得她们创作的图像方式与当下文
化，特别是都市文化的联系比较密切。 当然，这种密切出自
她们对这个世界的情绪反应，因为作为作品的呈现，也是
以画家本人的精神内涵为原则所创造出的。 她们将现代视
觉经验与传统水墨的笔墨语言相融合， 通过悟性化的理
解，创造出了种种的个人化图式，且多用女性自况、自喻的
方式以进行诉说，并在绘画形式和表现上形成了各自不同
的风格。 她们有的注重写实且手法细腻，但在写实中始终
没有放弃自己对人物所注入的情感；有的却很在意渲染自
己内心虚幻性的那一面，在她们的想象意境中所创造产生
的非常态形式的人物， 流露出的却是生动而真诚的情感。
作为一种隐喻和象征的表现，传统水墨为艺术家提供了一
种极具现代性的多种选择的空间和彰显某种精神的可能。
总之，她们都有很好的艺术感受能力，且都是具有一定影
响力和创作实力的女画家。 她们所追求的是不受外在现实
制约的独立性的想象和喜好， 用以来表达出我们的梦想、
关切和纠结，还有对于生命存在的发现和感悟。 当然其中
不乏女艺术家们对社会，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对自然、对
生命的关爱。 长期以来，通过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她们已逐
渐形成了今天能获得被识别和被接纳的声音。

在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女画家们以一种直观和开放
的态度，将仍在探索中的作品呈现出来与社会对话。 显然，
这一切不仅只是内心情绪的释放，更多的还是女艺术家们
以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以及执着的追求，为社会创造
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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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乾坤大
□王跃文

我无缘亲睹刘云绘画， 只见过他写字。 十多年
前，一个熙熙攘攘的晚上，文人墨客雅集岳阳，或走
笔如龙蛇，或落墨为烟霞。但见刘云气定神闲，笔墨
凝滞，锋不外露，寥寥数字，虽宽博沉雄，却并无霸横
之气。我心底暗想，此君胸中有大丘壑，却能引而不
发。平素凡遇藏守得住的人，我必先怀了几分敬意。

我亦忝居湖湘文坛，同刘云交往多了 ，越发印
证了我对他的最初印象。 他与人与事皆不俯仰，但
凭读书人的率真秉性。与画家、书家或作家相交，贤
者长者尊敬之，后生嘉彦提携之，绝无文人相轻之
傲慢气。磊落君子，穆如清风。

某日，吾偶往刘云君画室喝茶 ，见多幅裱好的
山水，气韵浑厚中带有清秀之气。正暗自称奇，忽见
画角隐约可见佛像。又翻阅手边刘云君画册 ，多幅
山水都隐有佛陀，或为如来，或为观音。心底略觉突
兀，又自觉人在画坛槛外，怕误会了画家深意，便隐
忍不语。退而思之，既然王维笔下有雪里芭蕉，刘云
山水如何不能隐佛陀呢？何况，世人皆知虎乃独处

之兽，而古今画百虎图者多矣。黄菊红梅季隔秋冬，
亦多同在画幅之上。我暂且强与刘云作解人 ，而他
内心必有我所不知的奇妙思量吧。

湘地多奇山秀水，径移纸上，即可成画。然画家
自有他心底的山水，诚如郑板桥语：“江馆清秋，晨起
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
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
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
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
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说的既是由造化而艺
术的升华之道， 也破解了画家心底山水的大秘密。
刘云君的故乡岳阳古城，洞庭浩瀚，芦荡无涯，湖光
山色，四时万化。熟悉岳阳那方水土的人，再看刘云
君的山水画，也许更有知音之感。他的画中，山虽高
但不险绝，林虽密但无诡奇，水虽阔但少惊涛。他的
笔下，山是温润的，林是清逸的，水是氤氲的。或许这
就是刘云君心底故乡的山水？他画的着色似乎多为
青灰，纵有亮色也只是淡然一抹，或穿过幽深的丛
林，或掠过逼仄的山涧，或闪过低沉的天空。我从这
种调子里，读到的是画家内心的惆怅。或许，这就是
画家难以割舍的乡愁？看这样的画，心底是温暖而
柔软的。

读刘云君的山水画， 完全颠覆了我对中国画的
印象。他的画面多为顶天立地，横绝东西，而少中国画
多见的留白；又兼景深幽远，明暗通透，且多中国画少
见的肌理；有些画似乎又有木刻意味，笔致细密有如
刀锉；偶见上虚下实的典型中国画构图，但画的上幅
也绝非纯粹的留白。晤谈得知，刘云君曾经的当行本
色，原来正是油画。知道了刘云君的绘画门径，更深服
他左冲右突的艺术求索。自西画入而从国画出者，或
自古贤入而从新意出者，近百年多有名师大家，前者
如刘海粟、李可染，后者如齐白石、张大千。不论贯东
西之法，拟或通古今之变，皆为革故鼎新的艺术法门。
也只有如此，画家方可自有面目。

近日又与刘云晤谈，隐约感觉他同佛似乎有缘。
如此，便明白他有些画中为何有佛陀了 。母亲怀他
时住在吕仙亭，此处自唐代即为佛家胜地 ，千百年
香火兴旺；而他出生地在乾明寺旁的小巷 ，此处香
火更为长盛，可远溯晋代。刘云说他自小喜欢画画，
拿根树棍子也喜欢在地上画，不知道他当年画的是
什么。

□韩浩月

中国大片缺席是导致《速度与激
情7》（以下简称“速7”）一家独大的首
因。 在以往好的档期，均有一部或两
部国产大片公映，但偏偏是三四月份
的档期，让国产大片避之不及，《速7》
的火爆充分表明，没有绝对不好的档
期，只有达不到观众期待值的电影。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发展到了没
有烂档期的时候。国产片已经有效地
对好莱坞电影形成了阻击，多数好莱
坞电影只能在中国市场取得相对平
稳的成绩。 但对于类似《变形金刚4》
和《速7》这样的大片，还是令我们束

手无策。
在为《速7》高涨的票房赞叹的同

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的成功也带
有天时地利因素以及一定程度的偶
然性。激活一个本被认为是冷清的档
期，释放观众压抑了两个多月的观影
热情，这是《速7》票房高升的必然条
件。“保罗·沃克遗作”，也成为不少影
迷的必看理由。

在影片结尾， 保罗·沃克以往电
影的经典镜头一一呈现，让感性的影
迷落泪。 不乏有观众，是在《速7》成为
娱乐热点的氛围里，身不由己走进影
院的。

这就是商业电影的力量，它裹挟

着人们的怀旧情绪，激发着观众的热
情，让所有人都忽略它的不足，为它
的爆点、痛点、泪点而津津乐道，在走
出影院之后心甘情愿地成为它的宣
传者。

如冯小刚所说，中国导演想要顶
住《速7》这类电影的猛攻，唯有兼顾
艺术和市场。 目前国产片的状况是，
追求艺术性的太过曲高和寡，追求市
场化的又过于喧闹空洞，别说把两者
结合好，就是单单把一个欲求做到极
致都很难。 在为《速7》高票房震动的
同时，也该总结到一些经验，为国产
片观赏性与艺术性的双重提高，奉献
出所有的真诚与努力。

图 腾
□马未都

我们今天老把“图腾”一词挂在嘴边，其实这个词汇在
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所以大部分人说不清“图腾”为何
物。图腾（totem）一词原出自印第安语，有“它的亲族”之意，
我们一般理解为“与原始社会氏族有神秘关系的物”，这个
物包括动物、自然物或想象物，它可以渐渐成为本民族（氏
族）的文化标志。

图腾一词是严复首译，译得信雅达，距今不过百余年。
对于汉民族而言，龙凤是我们的图腾。《周易》说，“飞龙在
天，利见大人”。《史记》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因而学
者们基本认可龙是禹夏的图腾，凤是殷商的图腾。这图腾
几千年以来无论如何演变，也没逃出神兽的窠臼。

电影《狼图腾》热映，估计看客们看完电影仍弄不清何
为图腾， 是那个在电影中反复出现迎风招展的狼皮筒子，
还是蒙古老爷子不合时宜念念叨叨的那些哲语？《狼图腾》
的制造者们把狼作为蒙古民族的图腾极力渲染，引发了蒙
古族学者的许多人反对，甚至还有人表示了愤怒，这可能
是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

从文物角度看这一现象可能另辟蹊径。蒙元时期没有
文物支持狼为蒙古民族图腾的说法。作为文学创作，可以
虚构但不可以胡说，尤其不能允许破坏民族情感的胡编乱
造。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说，《蒙古秘史》中记载的苍狼白鹿
仅是一对夫妻名字，以此为据说成图腾实在荒唐，对汉族
人正如赵子龙不是龙，潘金莲不是花一样容易理解。

电影我看了，狼很好，人一般；风景很好，故事一般；再
多说一句，理念貌似很好，表达实在一般。

笔墨春秋

张锡良 书法就是书法
翰墨飘香 艺苑风景

影视风云 没有烂档期，只有平庸的片子

□吕高安

近日到张锡良先生家中拜访，
作为入室弟子， 我严守规矩， 只带
习作， 不带礼物。 目抚老师书斋的
卷帙浩繁， 墙上新挂的几幅墨宝，
无不油然而生新的敬意。

老师一贯倡导书法的“专业意
识”。 他常说的一句话： “书法就是
书法”。 他认为，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
础， 用毛笔书写的纯粹的符号艺术。
从笔墨、 线条、 间架、 章法， 到审
美情趣， 都有一套由古至今， 由一
体至多体， 自然演进的尚韵、 尚法、
尚意、 尚势、 尚趣、 尚质的审美取
向和情趣。 老师总是将中国书法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来思考。 他说， 中
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
唯一不断链的文明， 与无数文人世
代传承书法国粹， 坚守书法神圣，
密不可分。

如何坚守神圣？ 老师说， 必须
以虔诚敬畏之心， 恪守书法传统，
不能“任性”。 同时， 要不断学习文
史哲美， 不断观察分析自然万物，
提高字外工夫。 书法跟素养密切相
关。 线条是书法赖以生存的核心要
素， 因此对线条的讲究尤为重要。
比如怀素那流动、 连绵、 奔放节奏
的草书与八大山人迂回、 婉转、 从
容、 匀速的节奏迥异， 弘一法师的
缓慢、 匀速、 稳进的节奏与徐生翁
衄曲、 顿挫、 渐进的节奏也完全不
同。 各种书法的历史涵蕴， 审美特
征， 艺术面容， 全赖线条来体现。
所以， 楷、 行、 草、 隶、 篆， 无论
你写什么， 书法家关注的唯线条而
已。

讲到此， 老师抬手拂袖， 使转
笔管， 一字一顿： “所有书法艺术
的情愫， 所有线条节奏的表达， 都
要靠用笔， 靠笔锋的平动、 绞转或
提按完成。 再新的艺术观念也不能
替代严格的技法训练。 多写， 是学
书的不二法门， 只有大量去写、 去
练， 你才能获得经验， 才能感受笔
法过程中细致变化， 才能写出内涵
丰富、 千姿百态的线条。 如庖丁解
牛， 穷尽十九年的苦练打磨， 方能
游刃有余。”

老师有方闲章曰“庖徒”， 意在
鞭策自己要像解牛的庖丁那样， 不
断地锤炼书法的技巧， 以期实现创
作的自由。 他寒灯冷凳， 清苦孤寂，

数十年持守。 有幸的是， 虔诚终有
回报， 他以一介布衣被书坛所认同。
30多年来， 他多次参加国家级书法
展览并获奖， 并在2006年担任了中
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评委， 2007年、
2009年又相继任全国第九届、 第十
届书法篆刻展览评委， 近年还被邀
至中国美术馆、 法国、 台湾等地举
办个展。 其书法博采众长， 碑帖兼
得， 笔下的线条时而厚重沉稳， 时
而笔致翩翩， 宕逸流美， 人称“赵
之谦第二”。

锡良师强调， 学研书法的目的
应该是净化心灵， 提升人生境界，
也就是完成一个“人”。 市场的商业
价值是附属物。 先生从不走趋炎附
势、 追名逐利的所谓“捷径”， 秉持
君子之风； 即使“爱财”， 也是“取
之有道”； 即使惜墨如金， 也不钻
钱眼； 即使功成名就， 也仍然保持
着简俭的生活。

望着眼前的老师， 年逾古稀，
精力充沛， 一脸的慈祥谦和， 谈吐
深刻、 文雅。 与其说不以物喜、 不
以己悲是其品性， 不如说是长期艺
术学养之修为。

为了有力地倡导书法的“专业
意识”， 传播自己的书学思想， 2013
年， 老师创立了“张锡良书法讲习
所”。 在星沙“山水芙蓉” 小区简陋
的教室， 二十多个高级学员济济一
堂。 这里， 既有他独特的书法理论
讲解， 又有他为每位学员量身定做
的辅导点拨。 他放弃安逸， 东奔西
忙、 不计名利， 引来无数书法爱好
者拥趸。 不久前， 讲习所第二期开
学， 鄢福初、 刘一平、 崔向君、 胡
紫桂、 周少剑、 伍剑、 周梅松、 夏
碧波、 詹利亚、 蒋冰等名家齐齐助
教 ， 人气更旺 ， 书味更浓 ， 人称

“湖南书法黄埔”。
著名书法理论家、 《书法导报》

副总编姜寿田评介说： “张锡良书
法的品牌效应， 使他成为当代湖南
书坛的某种象征； 而他对湖南后起
书家的提携与启蒙， 也使得湖南中
青年书家群体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并在全国书坛日益产生重要影响。”
每当人们称赞锡良师时， 他总是谦
逊地说： “是民族文化， 尤其是湖
湘文化养育了我， 是书法滋润了我，
我总要为它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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