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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长江

游走于文学与书画之间， 文学和书画
因之相互滋养而共生共荣， 实在是一件开
心的事情。

我爱好书法的时间很久， 作画则纯属
偶然。 数年前，一位做出版的朋友准备做一
本流域题材的绘图版图书， 邀我完成文字
部分。 交稿的时候，这位朋友忽然问我能不
能画。 我本想说自己从来没学过画，也没画
过画，可说出口却是“试试吧”。 随后，利用
春节假期，一支硬笔昏天黑地的画呀画，一
口气画了百十来幅。 画稿寄出后，做出版的
朋友作复：画作很棒。 我那份受宠若惊的高
兴劲可想而知。

接下来，改硬笔为毛笔，画起了“老家
人物”系列和“老家风物”系列。 得益于我的
作家本行，两个系列中每一幅画的构思，皆
以或风趣或酸涩、 或轻松或沉重的故事为
题材。 绘画出来了，故事则用书法题写之。
如是图文并茂， 自认为算是地域文化风情
长卷抑或乡村断代史。 在报纸上连载反响
不错， 有评论称我的书画：“流溢着草根的
芬芳，活泼着诗人的妙想，同时又注重以神
写形的写意以及基于现实而又超于现实的
变形。 ”“充盈着文人的旨趣，逸笔浅浅勾勒
出人世百态。 画中的配文或轻松诙谐、或唯
美诗意、或理性深刻，无一不给我们呈现精
神的力量。 ”

受到肯定和鼓励，我也有了动力。 便尝
试着画起了诗书画一体的“乡愁”系列。 诗
是描摹湘西北风情的竹枝词， 配以自家书
法；画则追求简洁、童心与拙味。 2015年在
长沙办个展，得到书画界众人的热情鼓励。
著名画家、 省美协主席朱训德先生称：“长
江的画与别人的不一样，能让人眼前一亮。
非常有智慧，有湘西人特有的聪明劲，而且

表现得非常突出。 ”著名画家、省美协原常
务副主席王金星说：“长江的书法洒脱、流
畅又稳健苍劲，其诗书画一体，有情趣，有
哲味，品位甚高，是典型的新文人画路子”。

书画受惠于文学， 而文学创作同样受
惠于书画。

我把“正大气象”的书法追求，有意无
意间运用于文学创作， 绘画也一样滋养我
的文学创作。 评论家王志清先生《万里昆仑
谁凿破， 无边波浪拍天来———罗长江“大
地” 长篇系列之纵论》（载《创作与评论》
2017年3月号）一文中，列举“界上农事”的
一个片段说：“高高的界上，敞天敞地。 只有
宽广、浑厚、高亢的歌喉，才能生出‘天似穹
庐，笼盖四野’的覆盖感 ，也才具备‘横扫
千军如卷席’的穿透力啊。 蓊蓊郁郁的
包谷林，如同烟波浩渺的湖水。 阵阵笑
声 ， 被包谷叶子拨弄得如同跳荡的浪
花，拍打着界上的阳光。 阳光跳荡着，粼光
闪闪。 歌谣俚曲是一尾尾美丽的鱼，游过去
游过来。 在歌声的孵化下，一溜溜人影成了
鱼， 一团团卧石成了鱼， 一只只飞鸟成了
鱼，一道道山脊成了鱼……白云是鳍，一拨
一划着。 白云是鳃，一张一合着。 又大又轻
是阳光的影子……”

文学与艺术，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滋润，相得益彰，古今
亦然。 古如苏东坡、黄庭坚、郑板桥等，今如
齐白石、黄永玉、汪增祺、冯骥才、贾平凹
等，文艺兼修，同时在文学和书画领域引领
风骚。 有这么多的榜样在前，我之于文学与
书画间的跨界游走更觉顺理成章。 乃戏称
文学与我是“明媒正娶”，书画则属“私订终
身”。

文学创作之余，移情书画，大有收获。
其文学创作激情不减，更有书画陶情养性。
岂不快哉。

蔡小文

近年来，我国文艺创作硕果累累，影视作品百花
齐放。 但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没有根本改变。 以“小鲜肉”、高片酬、滥用替身等为突
出表征的文娱乱象不仅引起业内人士的声讨，也令广
大观众反感。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 ”要达到这个要求，文艺工
作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少人认为，文娱乱象源于资本涌入，对艺术领
域造成侵蚀，艺术质量难保。 从现实看，这确实存在。
但是，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市场，高投入、大制作
应该成为影视作品高质量的保证。 钱多了，主创人员
不能浮躁，不能把作品当“摇钱树”，更不能为了迎合
市场制造文化垃圾。

应当看到，文化资源与资本的对接，目前只是初
级阶段，或者说，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小
鲜肉”。 在这个阶段，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对文艺作品、
文化现象来说，出现争论、争议是正常的。 只要认真总
结、汲取经验教训、创新发展，厘清不同资源的价值，
形成合理对接的机制，我们的影视文娱事业完全可以
超越“小鲜肉”阶段，走向成熟、自信，传得开、留得下
的文艺作品就会不断涌现。

树德建言、文以载道，向来是文艺作品的第一责
任。 在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去思想化”“去价值
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作品大行其
道。 虚弱萎靡、玄幻臆想、轻佻浮浪的作品，只能带来
整个社会的迷惘和沉沦。 李后主沉迷“花明月暗”“昼
雨新愁”，宋徽宗描写“宫梅粉淡”“千步锦绣”，结果都
成了亡国之君。 有学者认为，在宋王朝社会经济最为
发展的阶段，其文学代表却是李清照，“雁过也，正伤
心”“人比黄花瘦”， 这种充满悲情的作品受到时人热
捧，反映出当时的国民全无雄健的心志，只习歌舞，不
识干戈，北宋很快也就消亡了。 如果从时代精神、时代
声音的高度去审视目前文娱界乱象， 则主题肤浅化、
形式粗鄙化、流程速成化、评论口水化、话题低俗化等
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
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
活力。 “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
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
地，也要铺天盖地。 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
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这就是优秀作品。 ”在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勇气和毅力，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创造出不负人民期望、不负时代要求的
文艺作品，去经受历史的检验。

王永智

我于2009年参加中国书协培训
中心导师工作室学习至今，主要研修
篆隶。 由于老师们的精心指导、心手
相传，受益匪浅。 8年学书之路的所见
所闻、所习所悟，感受良多。 学习书法
无捷径，只有学传统、走正道，锲而不
舍，以帖为师，与古为徒才是学书之
本。

敬畏法帖。 书法不是写字，书法
与写字的本质区别在于书法是有法
度、有规则的书写，而书法的法度备
于历代前贤法帖之中。纵观几千年流
传下来的法帖，无一不是成就一代又
一代书家的临池范本，至今难以超越
或无可超越。30年临池不下楼的智永
禅师、毛笔写穿木板的怀素大师绝非
个别，正是这些巨匠和大师们用年复
一年、日积月累、反复训练的实践和
所创造的艺术珍品，为我们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成功范例，其墨迹刻帖成为
我们今天学习书法的极好范本。 由
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它，不敬畏
它。只有敬畏，才能敬重。从碑帖中吸
取精华，为我所用，才是学书人的必
由之路。

十多年前，我曾去过一位书法老

师家，他家的陈设过于简陋。 老人从
我的眼中读出了惊讶和不解，他笑笑
对我说： 我的物质生活近乎贫乏，但
我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我每天在书
法的海洋中徜徉，以书为伴，其乐无
穷。 老人满脸的幸福溢于言表。 老人
的话我现在懂了，一个人能倾情做自
己喜欢的事， 写自己喜欢写的字，与
古人笔墨对话， 听古人传道解惑，在
碑林和帖海中寻师访友，是何等的惬
意、何等的愉悦。

解读古帖。 解读字帖，就是观察、
解析、把握字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
涵，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字形结构和线
条笔画上。 对此，我的体会有三点：首
先，要了解它的传承出处、历史地位、
精神风貌、文字内容，掌握该帖的基
本概况。许多碑帖中的文字内容也是
值得一读的，孙过庭《书谱》中学书法
的“三个阶段”、 创作中的“五合五
乖”，至今仍被后人推崇。 其次，要分
析字帖的风格特征， 包括运笔特征、
结体特征、章法特征等。 如学习汉碑，
就要将其主要的碑帖逐一进行比对
分析，《曹全碑》的秀美飘逸，中收外
放，典型的蚕头燕尾；《礼器碑》的清
劲秀雅，中放外收，燕尾突出；《张迁
碑》的朴厚灵动，方整多变，上放下

收，不夸燕尾；《鲜于璜》的古拙雄健，
含蓄沉着，结字横扁，燕尾丰腴；《西
狭颂》的宽博浑穆，厚拙朴茂，自然疏
密，颇多篆意。 通过对诸多碑帖的解
读，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要领、突出特
征、正确临摹。 第三，解读碑帖在章法
上要注意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如共性
和个性；字法上要注重对范帖字形的
把握和对神韵的理解；笔法上要关注
起、行、收三个重点环节。 要通过解读
法帖，真正把握其风貌神采，观之入
眼，铭记于心，然后才能得心应手，化
古为我。

勤临范帖。临帖是学习书法最基
本的方法， 也是书家终生的必修课。
王铎认为“书不师古， 便落野俗一
路”。 临帖之要贵在久恒，学书非一日
之功，从临摹到创作是一个漫长的学
习过程。 学书之人要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孤独，挡得住诱惑。 要心静如水，
淡泊名利，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的浮躁心理，把临帖当成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临帖不
辍。 通过长期临帖的积累和领悟，学
以致用，从容入帖，自如出帖，顺利实
现从书法临摹到书法创作的转换。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原衡阳市
审计局局长）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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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珍丽 周莉

一品扎染青花布， 千丝绣成“春和”
垫。 近日， 在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赛参
赛作品中， 一叠花色多彩的杯垫引起了
评委的注意。 凭借自由变化的纹理走向、
五彩斑斓的晕色效果， 将传统扎染与现
代技术的完美结合， 使得作品颇具文艺
气息。

凤凰扎染艺术历史悠久， 是我国民
间传统的以丝、 带状物缝缀、 捆扎织物
进行染色的一种防染方法。 湖南省凤凰
县的扎染技艺创始于明清时期， 至民国
年间， 扎染工艺达到了较为繁荣的时期，
并且成立了民族工艺美术厂。 近年来，
随着现代化机制品的出现， 传统手工艺
开始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扎染工艺
也是如此。 制作工序复杂、 人工成本投
入大、 销售艰难等因素， 导致该技艺面
临着后继无人的现状。 2012年， 凤凰扎
染技艺入选为第三批湖南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以凤凰扎染和湘绣作为依托， 在现
代设计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创新设计， 是这款“春和” 杯垫设计作
品的设计思路。

该作品设计者之一长沙理工大学的
学生杨嘉奕告诉笔者， 把非遗文化转化
成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物件中， 设计
出美观又实用的杯垫产品， 旨在对湖南
本土的非遗文化进行宣扬和传承。 不像
高端刺绣类产品高昂珍贵， 也不像低端
实用类产品不甚美观， 创作团队选择将
“春和” 非遗杯垫打造一款实用美观同等
兼顾的中端旅游文化产品， 以青年人群
为主要消费受众。 虽然类似产品已经大
批量布置在了旅游景区和博物馆， 但在
杨嘉奕看来， 由于没有明确的定位， 市
场上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不免有些
粗制滥造。 “将其铺在旅游目的地和非
遗文化类博物馆中的渠道里， 再加上
‘互联网+’ 的便利， 进行包装营销， 定
会吸引到受众购买。”

好的文创产品应该包含三个要素：
创新、 设计、 生活， 与其他艺术产品不

同， 非遗的文创
产品应具有文化
特色、 民族特色，
设计出极富市场
价值开发的文创产品， 才能讲出故事，
引出文化内涵。

“扎染与湘绣的结合， 利用现代塑
形工艺打造， 使非遗更加时尚， 让非遗
为更多年轻人和文艺爱好者所熟知， 将
现代年轻人发展为受众人群， 有利于保
护非遗文化发扬与传承。” 长沙理工大学
产品系的老师孙艺哲评价表示。 孙艺哲
指出， 随着人们对文化追求的呼声日渐
高涨， 文创产品如春笋般哧哧冒头， 大
放光彩， 但在文创发展的道路上， 未来
还需继续摸索前进。 “举办、 参与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 让更多的设计师和文创
企业关注湖南文化， 深入了解湖南本土
元素， 有效推动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 使得湖南文创产业发展链逐步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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