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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 城市格外“湿
润”。 从北向南一路“旅行” 过来的画家铁
扬， 敏锐地感觉到了这里的气候。 “这会儿
右边耳朵有点听不清， 所以请大点声。” 4
月11日， 长沙画院美术馆。 被湿气影响到
听力， 年逾80岁的老先生侧着左耳， 用力
倾听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聊着， 他大声背起了 《青梅煮酒论英
雄》。 他说， 这是他们家四代人都要背诵的
一篇文字， 女儿铁凝也不例外。

画家铁扬， 作家铁凝。 父亲影响女儿，
女儿感染父亲。 美术与文学， 在这个家里
交织缠绕， 互相转化。

从“感受”到“意识”，最后
形成你的“艺术语言”

新湖南： 油画是西方的表达方式 ， 但
您的油画东方意境很浓 ， 有一种提法叫
“写意油画 ”。 您觉得您的创作特点或者说
艺术追求是什么？

铁扬 ： 西画无非两种形式： 具象和抽
象。 我个人认为“写意油画” 这个表达并
不是特别科学， 因为写意是中国画的表现
形式。 我的绘画语言是具象的， 只是我在
表现时， 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作画， 不局
限于“所见之真实”， 有我自己的感受， 所
以表现上更加自由。

比如说， 我是河北赵县人， 我们那儿
有20万棵梨树， 梨树成为我绘画的主要题
材之一。 我画梨树， 不拘泥于表现它的树
干、 花瓣， 而是这片梨树所传达出的氛围，
是这种氛围传递给我的感受。 当你站在这
些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梨树中间， 梨树以
及这片土地的历史扑面而来， 它让你忘记
每一棵树上的每一个细节， 重要的是这个
整体给你的印象。

我的另一个绘画题材是玉米地。 但我
画的不是每一棵玉米的细节和长势， 而是
人在玉米地中活动时， 人与这片大地交织
的节奏， 重要的同样也是玉米地给你的感
受， 是氛围。 比如玉米地在开花之前， 年
轻人到河里洗澡时， 会先在玉米地里脱衣
服， 然后哗啦啦一群人跑到河里去。 什么
叫美?这景象就是生动的美。 我现在看到玉
米地， 如果没有人的活动， 我就觉得它不
完整。 这已经形成了我脑子里的一种“意
识”， 成为我的艺术语言。 所以我认为创作
就是将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变成笔下的
题材， 最后形成你独特的艺术语言。

新湖南： 您画油画、 水粉画、 水彩画，
这两年又开始画国画 ， 您为何不断转换您
的艺术表达形式？

铁扬 ： 我的兴趣比较散， 无所谓“转
变”， 全凭兴趣。 我从没有强制自己要去变
化， 今天想画油画就画油画， 想画国画就
画国画， 晚上不想画了， 可能我就关起门
来写散文去了。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沿湘江一直往北， 过了绕城高速不远，
可见三个红色大字“长沙港”。 远处忙碌的
塔吊， 进进出出的货车， 都透出一片繁忙的
景象。

不走近长沙港， 不知她昔日的繁华， 不
聆听长沙港， 不懂她涅槃的阵痛。 时运轮
转， 再沐春风， 长沙港正开始新一次的远航!

28处码头绘就的湘江盛景
人类总是傍水而居， 座座城邦炊烟袅

袅， 渔舟唱晚， 老长沙昔日的盛景莫过于江
岸吧。 女人们在江边浆洗， 男人们在码头劳
作， 商人们在船岸间穿梭， 长沙的米市、 鱼
市声名远播。 哺乳长沙人的母亲河湘江， 民
国时逐渐繁盛起28个码头， 北粮码头专泊粮
船， 木码头专泊竹排、 木排， 善兴码头专供
起运食杂水果， 甚至还有天鹅庙、 潮宗门、
西湖桥三个专门的“粪码头”。 职责细分，
功能俱全……

1949年8月10日， 长沙港的前身军管航
运处成立， 多年来各自形成的码头有了官方
归属。 从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长沙港”
从省管到市管， 从最初的运输功能， 到港口
机械、 船舶制造、 船舶修理， 一步步繁荣发
展。 1959年， 时称“长沙港务局” 使用空气
吸力起谷机， 为全国内河港口首创； 1974
年， 组建了机械作业线； 1984年1月， 长沙
港正式建起“长沙轮船客运站”， 每晚7点有
一班船， 能载两三百人顺江而下， 次日清晨
可抵岳阳城陵矶港， “一票难求” 的盛景可
见当时长沙港的繁华。

告别“十里港区”的难忘岁月
1990年后， 经过40余年建设的新中国在

铁路、 公路建设上有了质的飞跃， 特别是当
众多桥梁飞架南北东西， 极大地缩减了陆运
的时间。

现任湖南长沙新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辛华1991年参加工作。 他回忆说，
当时正是长沙港的矛盾凸显期。 “随着客运
的削减， 货运的大量分流， 造船业务、 修船
业务渐渐难以为继。 加上城市的发展， 原码

头所在的南门口到潮宗垸等多处成了城市中
心， 大货车进出不便， 散货无处堆存， 将近
9000员工面临着下岗失业。” 1994年， 省市
政府痛下决心开始橘子洲拆迁， 同时也拉开
了老港拆迁安置的序幕。 当时负责拆迁的老
同志陶国卿回忆说， 长沙港的拆迁算是全市
最大的拆迁户， 也是跨越时间段最长的拆
迁， 几千职工的牺牲和理解助推了城市的发
展。

十几年中， 长沙港累计安置拆迁户1500
余户， 拆除房屋、 土地25万余平方米， 南湖

港、 西湖港、 金华殿、 橘洲船厂等均在拆迁
中纷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随着2003年湘江
大道二期建设， 曾经繁华的“十里港区” 彻
底从市中心的版图上消失， 企业也逐步完成
了新一轮改制。

“通江达海 物流全球”的水路
网络

2001年， 几经斟酌， 长沙新港选址于当
时的开福区霞凝乡。 市政计划分一、 二、 三

期概算总投资11.75亿元， 建成千吨级泊位14
个， 港口设计年吞吐集装箱38万标箱， 杂货
210万吨。

26年， 于历史的长河不过一瞬， 而于一
个人的职业生涯， 定是最美好的时光。 拼搏
过、 痛苦过、 彷徨过……追忆起和长沙港一
起成长的岁月， 辛华感到“五味杂陈”， 不
过他很高兴地告诉我， 他终于又和长沙港一
起走进了春天。

“暖春”是从2014年开始的。 随着钢铁、粮
食、 重金属等越来越多的大宗货物价格的细
分化和透明化，按照1誜2誜10的水运、铁运和
公路运输价格， 具有明显运力和运价优势的
水运再次获得青睐。 2016年11月，长沙港单月
货运超33万吨，单日运量超1.7万吨，刷出了建
港以来的历史新高。 钢铁、散粮饲料、矿石、汽
车零部件……成批地吞吐于长沙港。

如今， 长沙港作为我国28个内河港口领
航者， 已经建立了7条国际集装箱内支运输
线， 数十条国际航线， 每周有40多个进出口
国际集装箱航班， 通过湘江入长江到上海转
运世界各地。 港口、 铁路、 公路、 机场， 在
如今的金霞经开区形成了极好的多式联运。
加之海关、 检验检疫的“一站式” 进驻， 长
沙港已成为我省“通江达海 物流全球” 的
外向型经济平台。 码头货场， 钢材、 矿石成
片堆有三四层楼高， 码头边成排的起吊机如
同钢铁巨人上下奔忙。

靠在码头调运钢材的“船老板” 老袁是
从江西来的， 刚到城陵矶打了个来回。 他信
心满满地说： “我的船长88米， 满载可承
2800吨， 以我多年的经验， 我和伙伴们都看
好长沙港。”

汤克雄

南岳寺庙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南
岳文化系统中最丰富绝伦的组成部
分，其中尤以南岳大庙为甚。 上世纪
末，中国古建筑文物泰斗罗哲文先生
参与评定的全面修复南岳大庙总体
规划， 经湖南省政府批准后实施，其
意义之深，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在文革浩劫之后， 改革开放之
初， 重修这座千年宫殿式建筑群落，
面临的不仅仅是文物古建本体的抢
救与修护，更重要的是文物文化环境
的整治与修复。 湖南省人民政府于
1995年12月任命省直及衡阳市和南
岳区各级负责人组成的修庙委员会，
历时8年，耗资8000余万，基本实现了
“全面修复，度越前古”的总体规划目
标，为近些年南岳衡山的文物文化建
设奠定了基石。

作为省修庙委员会委员兼修庙
办常务副主任的我，自始至终既是见
证人，更是实施者。 往事历历，难以忘
怀，说说其中的几件以纪其事。

精益求精的碑廓
陈列于南岳庙东西廓坊的碑林

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岳庙修复的重大
文化工程。 一是跨时长。 从1995年冬
至2003年冬，整整8年。 二是数量精。
开始定为1000块，后考虑大庙的历史
和功能，终定为400块。 三是石材异。
有汉白玉、内蒙黑、湘潭青等石料。 四
是碑刻内容广而精，均与南岳衡山相
关。 从禹碑始至近现代，其中各个时
代的名人佳作，历历在目，仿佛就是
南岳的悠久历史再现。 五是书画艺术
精而广。 不仅每块碑刻的书法艺术精
湛，而且碑廓整体集中了当代全国各
地的书画界名人。

修庙委员会成立之初就专门设
立了碑廓部，敦请羊春秋、颜家龙、马
积高、 虞逸夫等9位专家成立碑廓评
选组。 先后评选两次，每次时间3天。
同时派员前往省内外图书馆、 档案
馆，翻阅相关的书刊28000多册，登门
拜访省内外收藏家和知名作家400多
人， 搜集汉代以来古今咏岳诗词
24000余首，然后由专家组进行评选
评定，可见该文化工程之匠心。

反复斟酌的修庙记
竖立于南岳正南门前坪东侧的

《全面修复南岳大庙记》的铜碑，经历
了10多年风雨，依旧闪耀着修庙委员
会主任刘正同志当年处事认真严谨
的精神风华。 这块碑记含标点在内仅
998个字，但观山腑庙，由古及今，虚
实相宜，视野恢弘，文采朴雅，字字珠
玑，多年来一直是进庙游香客观赏留
影的亮点。

这篇碑记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
时代背景， 更体现了反复斟酌推敲
完善的文人精神。 从2001年初起，
刘正同志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中，
先后听取了不少于上百人的意见，
对原稿作了无数次的修改， 才最终
定稿。 2002年5月27日， 在交给我找
欧伯达先生书写前的最后一次签发
的文稿上， 仍可见16处修改的批复。
如辖 72峰的“辖 ” 改 为 “拥 ” ，
“还” 四绝改为“并”， 可见文章是
需要斟字酌句的， 穿越历史的文化
要件更需要反复地推敲。

文物环境的根治
文物环境的根治一直是此次南

岳大庙全面修复的大事。 现今的庙
西区整治可见一斑。

当年区人民政府直接投入庙西
建设1800万元， 主要用于庙外红墙
区的民居拆迁 、 红墙外围的绿化
带以及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
而把南岳庙完整地显现于南岳古镇
之中。

庙内的坪、 路、 排水和电力、
消防等基础设施， 以及确保文物安
全， 固然十分重要， 但改变面貌，
整治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绿化。
全面修复南岳大庙时， 不仅修庙办
有专人抓绿化， 而且实施绿化的工
作队伍也引用了竞争淘汰机制。 年
初布置任务， 签署合同， 年终集体
评议， 末位淘汰。

南岳大庙的绿化坚持以文化效
益为中心， 植被面积比原有扩大一
倍， “只增绿地不增砖瓦”。 植被种
类在不损坏影响现有物种的前提下
越多越好， 原则上是南岳山上有的
树种， 庙里都要有， 使南岳大庙成
为南岳衡山的植物园。

现在， 南岳大庙红墙、 黄瓦、
绿地、 蓝天， 交相辉映， 让游香客
体味到文化与自然的环境和谐统一，
真正感受了南岳衡山的文化美和自
然美的融合。

在
春
天
里，

远
航

度越前古奠宏基
———全面修复南岳大庙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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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都要背诵 《三国演义》 里的 《青梅煮酒
论英雄》。 这篇文字以浓烈、 纯粹的文学性， 让我们
知道了文学的标准和审美， 成为我们家四代人的文
学启蒙， 铁凝也一样。

艺
术
家
首
先
得
是
一
个
﹃
手
艺
人
﹄

︱
︱︱
与
画
家
铁
扬
对
话

我想我只是保持了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而已。 如果要
说表现手法的转变， 可能也只是某种形式更适合今天想表
达的感觉， 并不是刻意的。 变来变去也还是我自己。

先成为一个“手艺人”，有能力之后
才能形成自己的“哲学”

新湖南： 很多艺术家强调他作品里的 “哲学性”， 您认
为艺术家首先应是一个 “哲人”， 还是一个 “手艺人”？

铁扬： 我认为首先应该是一个“手艺人”。 很多画评人
写的东西你看得懂吗?我很多看不懂。 因为他们是从观念来
解释艺术， 而我是用感觉来创作艺术。

我们的教育也是一样， 老师给学生讲的是观念， 如果
学生没有亲自体验， 他是不会真正理解的。 我主张要先学
能力。 观念应该是你自己实践之后慢慢形成的， 当你积淀
到一定程度， 你就知道艺术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才是真正
属于你自己的体验和理解。

新湖南： 对于这一点， 您是如何实践的？ 比如说， 您
给学生传的是什么样的 “道”？

铁扬： 我在给学生上课时， 经常给他们出一道题： 在
黑板上画三个圈， 告诉他们， 这个圈是一个纸片， 这个圈
是半个皮球， 这个圈是一个圆的皮球， 你们把它画出来。
大多数学生画不出来。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学生脑子里全是
观念， 缺乏能力。 我为什么觉得艺术家首先要是一个手艺
人?因为手艺人有能力。 有能力之后才能形成自己的“哲
学”。

手艺人就是劳动者。 它有三个条件： 你再有钱， 也要
有清贫意识； 要有足够的劳动量； 要有属于你的“作坊”，
我们称之为“书房” “画室”， 就是你一进到这里， 看到桌
上的纸笔、 画具， 闻到里面的气味， 就有创作的欲望。 这
个“作坊”， 就是属于你的合理的环境。

先成为一个“手艺人”， 然后慢慢完成你的文化积淀，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者。

我告诉铁凝： 对不起闺女， 除了读书，
你还要生活

新湖南： 您的女儿铁凝曾在多种场合谈到， 她至今仍
然感谢您。 您觉得在文学上， 您给了她怎样的影响？

铁扬： 我只能说说其中的渊源。 我们家四代人都要背
诵一篇文字： 《三国演义》 里的 《青梅煮酒论英雄》。 这是
从我祖父就开始的， 他教导我父亲要背诵这篇文字， 我父
亲又教导我， 我又教导铁凝。 为什么呢?这篇文字十分漂
亮， 结构严谨， 描写准确， 朗朗上口。 它以它浓烈、 纯粹
的文学性， 让我们知道了文学的标准和审美， 成为我们家
四代人的文学启蒙， 我们都是在这种氛围里成长起来的，
铁凝也一样。

但是， 光读书就会写文章吗？ 我告诉她： 你不能变成
一个书呆子。 对不起闺女， 除了读书， 你还要生活。 当时
国家有一个政策， 大女儿可以不插队， 做工人， 我跟她说，
你还是去插队， 中国很长时间是个农业社会， 你要了解中
国， 先要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她开始写文章、 发表文
章， 也是从插队那四年开始的。

新湖南 ： 据说 ， 铁凝小时候能画出 “逗人喜爱的小
猫”， 她现在还画画吗？ 您觉得美术给她的文学创作带来了
什么？

铁扬： 她画过两幅画， 3岁画了一张， 7岁画了一张，
现在还在家里墙上挂着。 她不爱画， 但她从绘画里受到感
染和熏陶。 她后来专门写过一本书 《遥远的南美》， 写一百
位画家。 我想这种潜移默化的积累也是从小开始的。 要说
我给了她什么， 应该是这种环境。

新湖南： 您刚刚谈到作为父亲对女儿的影响 。 同样 ，
女儿也会影响父亲。 您曾说， “对于文学， 我和铁凝是一
起学习的”。

铁扬： 有时候我写东西拿不准， 会拿给她看， 她写的
东西有时也会给我看一看。 我们会互相评价和讨论。 但现
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 她要为全国的作家服务， 哪还有
这么多时间管铁扬在写些啥呢？ 哈哈！

【人物简介】
铁扬 ， 画家 ， 一级美

术师， 擅长油画、 水粉画。
著名作家、 中国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父亲。
曾在河北省文化艺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任教 ， 在河
北歌舞剧院任舞台美术设
计 。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
欧 、 美 、 亚洲多国艺术博
物馆收藏 。 出版有 《铁扬
画集》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