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这是物质又仿佛是非物质
的东西， 在我看来是切切实实地由物
质与精神合并的。 我不想用世俗的成
功学来评价刘伟。 让我们走近刘伟的
场， 感受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感受个
人的场对于他所在的地域城市文化圈
的影响力。

十多年前， 我与王跃文、 何立伟
被好友曾小明请到刚刚开张的长沙窑
餐厅吃饭。 早听说这个设计来自于全
球顶尖级的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由登
琨艳携本土设计师刘伟共同完成的长
沙窑主题餐厅， 把窑的元素用到了极
致， 长沙窑古窑的碎片、 匣钵， 都成
为装饰的材料。 其空间大气磅礴， 让
人惊艳。 未见刘伟其人却已经在刘伟
的场域之中了。

后来， 我家附近开了家茶馆名曰
尚书房， 设计很有意思， 处处体现一
种人与自然的融合， 器物摆设有强烈
的湖湘特色。 朋友肖欣过生日， 我帮
她筹划在尚书房。 席间， 何立伟说：
“把刘伟喊来， 搞点香点起。” 于是，
传说中的刘伟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带
来一些木头的粉末， 很虔诚地点燃，
顿时整个房子就环绕一种香气， 于是
就雅了。

檀香的气味让我记住了第一次见
面的刘伟， 缭绕的香气成为记忆名
片。

刘伟好像来自于另外的世界。 很
干净的脸没有风尘与浊气。 他常常穿
唐装， 却有汉服的某些味道。 裤子是
那种亚麻布的古代男子宽裆裤。 他五
官分明有棱角， 双目略微上挑， 眉眼
开阔疏朗， 有传统戏剧小生的俊朗。

四年前， 我到清水塘刘伟工作室
去请教我的新居家装设计， 在电脑里
看他获奖的设计作品。 他的工作室极
为雅致， 各种陈设器物让人感觉那么
温馨可人！ 这个工作室在清水塘的塘
边， 与一个世纪前毛泽东的旧居遥遥
相对。 我仿佛窥见一个秘密： 都市里
不可以复制的田园， 这里还遗存着那
个巨人的巨量的信息， 这里是最能接
湖湘地气的所在。 “塘边上” 是刘伟
的主气场。

2012年底， 郭文光做东邀聚于尚
书房， 有刘伟、 王小保， 还有一位外

地画家， 我正好手上带一个速写本，
让在座的各位献艺。 郭文光画了现场
速写， 外地画家画了尚书房的桃源绣
片， 刘伟坐在长条桌与我相对的斜
角， 他画了一个我的速写， 画得很
好。 我这才晓得刘伟的线描功夫。 后
来才知道， 刘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去
四川考研， 两次夺得人物画专业考试
的头筹， 但是因为外语成绩不好， 失
去了专门攻读人物画的机会， 从此入
行到设计领域。

刘伟常常在微信上发布一些图
片， 配上他急就的诗句， 给我带来视
觉和心灵的愉悦！ 刘伟是营造意境的

高手， 信手拈来几朵枯萎的兰花， 放
在随意的几笔水墨的宣纸上， 信手写
出： 兰枯墨润笔生烟， 影暖风寒笔如
泉。 苏州的听枫园的茶室， 范氏宗祠
的梅花， 早达园的清气……

他偶尔也画画， 水墨人物与山水
都来得， 他题画的诗句皆出自于自己
的创作， 比如“红尘犹梦境， 云水不
知秋” 等等。 写诗联句仿佛是只要是
中国人都会几下的本事， 但是， 这要
看人来， 看刘伟的很少的诗句， 但他
的诗情与境界已经展露无遗。 诗可以
学， 抑扬顿挫平仄韵律， 但境界却是
无法学会的。

刘伟懂得怎样珍惜城市的好。 当
年刘伟为火宫殿设计， 当时的领导要
把火宫殿的牌坊转移， 为此， 刘伟煞
费苦心， 苦口婆心， 还用文字报告通
过自己的老师转呈给当时的市长大
人， 让火宫殿的牌坊成为文物保护单
位原地不动， 让文夕大火之后的罕见
的长沙古建筑得到保护。

刘伟为铜官窑做的整体设计， 体
现了他对于湖湘瑰宝的热爱。 他用心
做设计， 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得到最大
限度的保存与呈现。

刘伟静气讷言， 守得住自己的精
神气场。

长沙老干大学芙蓉区分校坐落在芙蓉
区政府大院， 这里环境优美宁静， 教室宽敞
明亮， 教师久闻其名。 退了休的我舍近求
远， 慕名而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走廊壁挂的幅幅丹
青笔墨， 色彩斑斓， 为绘画山水班及花鸟班
老师所作。 学员们的字画亦有“半壁江山”，
其间的舞文弄墨无不展示着大家老有所学、
学有所获的快乐。 忽闻不算娴熟的二胡声
阵阵传出， 原来隔壁便是民乐班的训练场
所。 不出几步， 我又来到舞蹈班教室的门
口， 上课时间还早， 一面墙的大镜子映照着
三三两两舞者亭亭的身影———这是老年大
学吗？ 她们是这样年轻， 这样婀娜多姿！ 正
巧又邂逅了一位朋友， 她在工艺班学习绢
花制作， 当即捧出刚刚完成的一款“水瓶式
玫瑰”， 她的笑又如花般灿烂……

于是， 结伴同行， 穿越繁华闹市， 迎着
满目秋色， 我们像上班族一样赶公交车， 像
孩子们一样上学去。 于是， 带着一份久违的
热情， 我又坐在课桌前， 成为了绘画班的新
学员。

我对自己“知天命年从头学” 的绘画班
选择尤其心中无数。 开始， 我照葫芦画瓢也
总画不好。 虽一丝不苟， 却学得十分费劲。
一次， 我的浸润成一塌糊涂的“水墨画” 被

课堂上的老师看到， 他戏问： “你是自来水
公司退休的吧？” 在大家的笑声里他又细致
地为我讲解开来： “新手注意要用‘渴笔’，
什么是‘渴笔’ 呢？ ……” 正是老师每课必
有的作业讲评， 讲台上的笔墨示范， 一对一
的个别辅导， 以及“一针见血” 的作业批
改， 为我打开了一扇学习中国山水画的入
门之窗。 我也在日复一日的“快乐习练”
中， 领略了老师讲授的“画要随意， 越随意
越好” 的真谛。

不知不觉， 一个学期的学习即将结束。
在中国画的博大精深面前， 我成了一名虔
诚的信徒。 提起画笔， 便心静如水； 走进课
堂， 便如同踏进了一个亲近美妙的快乐殿
堂。 我和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一起， 在课堂上
仔细聆听老师的传道解惑， 全神贯注观看
老师的作品示范， 回家又多会“出成果”，
完成作业。 无论自己的画画得如何， 大家都
“好有成就感”。 快乐写在脸上， 快乐融入了
我们的“画作”。 又应了老师的心愿： “我
希望你们学一点画，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多
一点色彩， 多一份健康和快乐。”

此时， 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 等老师批
改的作业发下来， 看看自己是否又有了些
许的长进？ 今天将继续学画柏树， 窗外秋日
的阳光明媚依旧。

在 《伪装者》 出来之前这几年， 谍战剧
似乎逐渐走向了末路。 同类型的竭泽而渔，
抗日神剧的屡刷下限， 经典高山的无法逾
越， 如此种种的因素让观众已经对“抗战”、
“谍战”、 “旧上海” 这些词汇有了一层厌烦
情绪。 除非出现新的经典， 否则来一个死一
个。

不敢说 《伪装者》 会是一部新的谍战经
典， 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 偶像化，
同时保持高水准的制作。 显而易见， 胡歌是
这部剧成功的最大因素。 在此之前， 胡歌多
走玄幻爱情题材的偶像剧为主打路线， 一路
走下来， 累积了大量粉丝， 从而保证了本剧
在开播以来受到了巨大的关注。

胡歌第一次演谍战剧， 这本身就是一个
话题， 因为里面包含的信息是， 偶像派开始

朝实力派转变了， 我们的“胡猫”、 “胡老
大” 虽然长得帅， 其实也是一个有追求的演
员哦。 于是开始刷屏， 开始在微博上制造当
日话题， 开始把剧中胡歌的动作和表情制作
成微信动态表情， 病毒式传播开来。 我们不
能说这种粉丝经济和病毒营销不好， 这是市
场现状， 也是本剧能引起关注的手段之一。

至于胡歌本人的演技到底有没有突破，
我们在此深谈并没有意义。 事实上， 明台这
个角色非常具有挑战性， 一个富家子弟， 意
外成了军统特务， 又经过“开悟”， 加入共
产党， 成为双面间谍， 内心的纠结， 身份的
模糊， 情感的压抑， 非一般演员难以驾驭。
胡歌个人气质和外形优良， 很多时候， 大家
需要的是他外在一面的魅力展示， 内心戏尽
量简化， 人物依然能立起来。

本剧叫 《伪装者》，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剧中绝大多数角色都是具有多重身份的“伪
装者”， 明氏三姐弟个个都是具有两重、 甚
至三重身份的人， 你很难在一部剧中看到这
么多的假象、 欺骗和怀疑。 谍战剧的本质就
是怀疑和伪装， 而 《伪装者》 把这两点推到
了极致， 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心事重重， 各自
扮演， 无端猜忌， 焦虑不安。 这是本剧最精
彩的部分。 同时， 也折射出那样一个三方政
权相互较量厮杀的乱世下， 人们身份感的缺
失和信任感的沦陷。

当然， 太多的打斗枪战戏还是稍稍拉低
了本剧的品质。 观众并不傻， 不一定要看那
些无聊没用的神枪以及飞檐走壁， 只要故事
本身足够精彩， 哪怕是一场平和的对话也能
让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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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长沙毛泽东文学院举
办的“罗长江书画作品展” 上，高
180cm的10条屏《国殇》巨作，如同操
戈披甲、旌旗蔽日的猎猎战阵，声势
夺人，引来观众纷纷驻足品赏并摄影
留念。屈原名作《国殇》既是关于惨烈
战争杀伐的书写，也是对无数将士力
尽关山的颂挽与感怀，是一种慰灵之
祭。 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倾
情之作，作家、书法家罗长江大笔如
椽，奔雷掣风，整幅作品雄健而不失
苍茫，刚毅而不失灵动，凛冽而不失

炽热，蓄积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和正大
气象。 铁划银勾之际，如见草莽里的
惊蛇，乌云间的闪电，瞋目的金刚；如
闻岁月深处的鼓角齐鸣、 矢石交燧。
这副战阵般的书法巨作气、 势、 笔、
墨、神、魂俱佳，品之味之，令人荡气
回肠。

（罗长江，湖南隆回人，国家一级
作家，湖南作家书画院副院长，湖南
省作协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
主任。曾任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
市文联主席、市作协主席。 ）

铁划银钩操吴戈
荡气回肠舞《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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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伟设计作品 《会无轩》 实景。

达摩祖师传法即要离开
时， 召集所有弟子， 要每一个
弟子表达他们的悟境。 其中一
位女尼说： “这就像阿难见到
阿閦佛国一样 ， 一见便不再
见”。 尽管达摩对这句话所表
达的禅境的真义并不满意， 但
是在这句话里表明了生命的稍
纵即逝， 无法重见以及无法抓
住的本质。

王原祁在仿黄公望的山水
画时也说： “气韵生动， 墨飞
色化， 平淡天真， 包含奇趣，
乃大痴生平合作， 目所仅见。
兴朝以来， 杳不可即， 如阿閦
佛光， 一见不复再见”。

在我们写生过程中， 与处
于悟境中的禅僧一样， 心灵所
具有的爆发性、 震惊性、 突然
性、 迅猛性等都包含在开悟或
顿悟的一瞬间， 在这种状态
中， 往往可以把握住对象与自
己心灵最真实、 最动容、 最玄
妙、 最令人意外的画面感觉与
效果。 无门慧开就将悟境比喻
为“闪电光 、 击石火 ； 眨得
眼， 已蹉过！”。 这也是艺术中
艺术家所追求的彻悟之境， 此
时艺术家的技巧与他所表现的
对象之间没有任何介质上的阻
隔， 无论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
里的。 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
取消相对性 ， 例如方圆 、 工
拙、 虚实、 强弱、 真伪等等，
从而领悟到类似于佛家所说的
“无声、 无形、 无色” 的最高
绝对本性， 即“单纯”。

范迪埃尔·尼古拉思在分
析中国绘画的神秘的宗教心态
时说：“艺术导致起码的自知之
明，而其中又反映出了世界，并
逐步发现绝对的源泉”，“神秘

的直觉可以单独开路……在万
物的基础上达到与生命准则的
神交”。 中国的美学家也常常
说道： “当一个人在纵横挥洒
的时候， 就是在直觉到万物的
基础之上与生命准则的神秘交
流 ” 。 因此 ， 画画均从“习
眼 ” 、 “习手 ” 开始 ， 达到
“习心” 的目标， 最后从“习
心” 中寻求解脱， 突破以往的
习惯 、 公式 、 法则 、 传统等
等， 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
境界。

由此可知， 画画过程便是
修炼过程 ， 每一张画 、 每一
笔、 每一块色， 尽可能做到不
轻视、 不重复、 不概念、 不盲
目、 不油滑， 努力从自己以往
经验与风格中解脱出来， 从而
达到更为自由的精神境界和艺
术表达。

好的艺术“就是在每一艺
术形式中都有深的趣味， 并且
能在我们观赏她之际从作品中
立即流露出来， 并耐人寻味。”
这是好作品准则， 也是绘画的
极致追求。 因此在作画过程
中， 要力避简单的“加减乘
除 ” 法 ， 多体会“象 ” 处之
意， 色彩、 笔触简单“状物”
会让表达的对象丧失精神， 空
泛而只剩外在的躯壳。 对象与
艺术家心灵总有些深不见底、
遥遥不可及， 神秘莫测又难以
捉摸的东西， 它所指示的是某
种朦胧而不确定的深妙特征，
此特征即意味着艺术的精神力
量， 这种力量能引导人超越诸
感官、 物象以及群体心理在整
个宇宙中的神灵概念所涉及的
范畴， 从而照亮人的心灵与灵
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