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用蓝
被窝裹着活动
戏 台 的 布 囊 ，
一个装木偶的
木箱， 一条特
制 的 长 板 凳 ，
就是 70岁的邵
阳县白竹村燕
窝岭的布袋木
偶戏老艺人刘
永 安 的 全 部
“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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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潇湘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工笔画家 朱训德

20世纪80年代初， 湖南与北京工笔画的首
次联展， 不仅拉开了中国工笔画当代复兴的序
幕，更使湖南工笔画艺术家群体异军突起。 湖南
被美术界誉为中国工笔画强省、 中国人物创作
大省。 湖南工笔画代表画家的重要作品成为当
年许多美院创作研究和学习的范本。

湖南工笔画的发展历程中有着良好的创作
生态，画家年龄从30多岁到80多岁，形成了很好
的代际接力继承，以10至15岁为一代，代有名家
出，未曾出现断代之虞。 40年来，长江后浪推前
浪，一代代画家意气踔厉，气象峥嵘，互相砥砺，
开拓进取， 成就湖南工笔画如今的正大兴盛气
候。

现在看来，湖南工笔画发展到今天，确实得
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社会繁荣的大局。 其中，许
多好的传统、好的学术氛围、好的艺术风尚，值
得我们大家弘扬。

任何一种艺术的历史突破， 其关键是在大
时代要有大自觉， 在艺术思维的美学和哲学中
涵养大的气象。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研究，中国
绘画艺术是到了实现划时代的进取和成就的时
候了。

文华

一副扁担， 一个布袋， 一个艺人 ， 组成
一个剧团。 湖南邵阳县有一种戏曲， 深受广大村
民和小孩的喜爱。 它最大的特点是， 所有演出仅
仅由一人在一个高约4尺， 长、 宽各2.4尺左右的
布袋兜内独自完成。 它就是邵阳布袋戏， 当地人
也把它称为“被袋戏” “被窝戏”。

今年73岁的刘永安出生于邵阳县九公桥镇白

竹村燕窝岭， 是湖南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木偶戏 （邵阳布袋戏） 代表性传承人。
在“戏窝子” 长大的刘永安， 是刘氏家族布袋戏
的第十八代传人。 1977年正式开始学习邵阳布袋
戏， 1978年从叔父手里接过戏担， 从此开始了走
南闯北的江湖生活， 脚步踏遍广西、 贵州、 江西
及湖南境内的各乡村集镇等地。 打开台是刘永安
的拿手好戏， 鼓声干净利落， 轻重缓急有序、 变
化多样， 表演细腻、 娴熟， 刻画木偶人物角色惟
妙惟肖， 说唱戏文字正腔圆， 声音刚劲豪放。

刘永安说， 邵阳布袋戏的发祥地就在燕窝
岭。 刘氏家谱记载： 元末明初， 为避战乱， 刘氏
的先祖挑着一副布袋戏担， 携妻儿从江西吉安一
路来到密林深处的燕窝岭， 结茅棚， 垦荒地， 落
地生根。 半年务农， 农闲时即挑着戏担外出演
艺。 因行头简单， 表演诙谐逗趣， 很受人们喜
爱， 一些大户人家常邀刘氏祖先唱堂会， 收入也
比较可观。 刘氏家族便以此维持生计， 并订下规
矩： 要将“一个人演一台戏” 的秘技世代传下

去， 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 鼎盛时期， 燕窝岭
有110多副戏担子上云贵、 下湖广、 去浙江。 每
年农闲时节， 刘氏家族男女老少皆挑着担子外出
卖艺， 表演布袋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谋生手段。
抗战时期， 布袋戏担慢慢减少至几十副， 从艺的
刘氏族人不到10人。 15岁初中毕业， 他开始跟着
父亲外出卖艺。 每年重阳节后出发， 一直到次年
清明后返家。 他帮父亲挑着担子， 挨村挨户， 走
到哪唱到哪。 一张桌子一个小扩音器就可以架
场。 就这样， 他跟着父亲年年走， 日日演， 脚步
遍及湖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江西、 浙江6个
省。

一直以来， 刘永安不忘初心， 叮嘱后代传
承， 现在仍经常一人一副挑担一个剧团， 走村串
户， 为村民送去表演， 有了自己的忠实“粉丝”，
布袋戏的名声也在邵阳县传开来。 邵阳布袋戏演
艺独特， 演出舞台是用一块蓝印花被布料围成的
布袋， 不管大戏小戏、文戏武戏，生旦净末丑，吹
打弹唱耍，全靠艺人一个人手、脚、口、舌并用，十

指灵活调度。主要剧目有《封神榜》《三国演义》《西
游记》《杨孝打虎》等，以武打戏、鬼怪戏、滑稽戏居
多。 音乐以祁剧唱腔为主， 风格清新、 古朴、 纯
真， 自成流派。

从2003年开始， 邵阳市政府拨出专款用于
抢救布袋戏、 保护其传人。 2005年8月， 中央电
视台戏曲频道派摄制组来邵阳专门拍摄邵阳布袋
戏的艺术专题片， 并在黄金时段播出。 2006年5
月， 邵阳布袋戏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布袋戏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 刘永安每年能领到1万多元的补贴。 如今，
他的大孙子已跟他学戏3年多， 还在练基本功阶
段。 刘永安现在主要进行布袋戏的抢救、 保护和
传承工作。

没有一个剧团像邵阳布袋戏一样独立， 自成
一派； 一个人的剧团一个人的传承， 刘永安执着
而坚韧， 他对布袋戏的感情坚定不移： 从容、 坚
守，传承、传播。 刘永安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
的， 不能在我这一代丢失了。”

孙太平

和谭仁交往不少， 对老先生的艺术造诣很是
仰慕。

谭仁，1938年生， 湖南新邵县人，1960年毕业
于湖北美术学院绘画系，现为中国美协会员，专攻
山水花鸟画。 谭仁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身份———
长沙市诗人协会理事。 老先生的诗写得很好，只是
画名掩了诗名而已。 我们不妨来欣赏先生题在画
作上的几首诗词。

题画辣椒
烈酒红椒击剑歌，男儿一辣气吞河。
中华百载兴亡谱，最数潇湘俊杰多。
题湘南纪游
晴烘薄雾暖平沙，翠拥田畴百姓家。
片片归帆随浪近，村姑争插早春花。
访古桃花源
桃花源里读遗篇，稻熟瓜黄八月天。
隐约幽台藏暗谷，嵯峨古阁映前川。
夷溪有路秦烟冷，石室无人汉月圆。
若遇渔郎休问讯，而今处处可耕田。
这些诗读起来，画面感是不是扑面而来？ 中国

画讲求诗书画印，画上能题诗，意境就完全不一样
了。

谭仁是一个勤于思考的画家。 他始终不丧失
自我，总是从自己的独特感受出发，千方百计地创
造能表达内心感受的画法。 他的《四季山水》也许
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四幅立轴山水，正如他自己所
言，已经从“自然之境”跨到了“自由之境”，不再囿
于客观真实的山山水水，而是表现他心中的四季。
《暮雪寒松》以灵动的线条和水墨的晕染，表现冬
的气韵；《秋景明和》 则以繁复的线条和少水的暖
色表现秋的意境；《骤雨初收》 以厚重的墨色和饱
和的水分表达夏的浓情；《江山新绿》 则以明快的
绿色和更轻松的手法表达他心中的春意和摘除眼
睛白内障后的心情。 细读他的每一幅画，全画的形
式和笔墨总是“一以贯之”，如一气呵成，把画面的
一切细部都统一在整体之中， 没有任何不和谐之
处。 细细揣摩他的《天下名山》和《潇湘百景》系列
作品，均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出了对象的特征和
精神，但又找不到真实的描写角度，而是表现他心
中的印象。 针对不同的表现对象，运用了完全不同
的艺术手法，或干笔皴擦，或水墨晕染，或泼墨泼
彩；或用“披麻皴”，或用“斧劈皴”，或二者兼用；或
繁或简，或写或工，或用单线勾勒，或用明暗块面；
甚至用他自己独创的利用水墨在宣纸上产生的自
然纹理的“水线画法”，林林总总，各尽其妙，这也
是谭仁山水画艺术的魅力所在。

谭仁是讲究学养的画家， 有比较深厚的传统
文化功底，这在同辈画家中是突出的，出版的《谭
仁诗词选》中足见他的修养。 他的大部分作品，题
词全部是自作诗，格调高雅，意境隽永，别具新意。
画梅花，“梅有松意”； 画松树，“松得梅神”； 画紫
藤，以“藤老花新”……这跃然纸上的才情已超出
了一般花鸟画的含量。 这也是谭仁艺术的特殊魅
力。

李霈霈

“狄仁杰”IP火到不行，除了刚上映的徐克新片，排
队等档期的还有：《狄仁杰之阴兵借道》《少年神探狄
仁杰2》《秋官课院之狄仁杰浮世传奇》 ……据业内人
士透露，在今年开拍的影视剧中，加起来大概有17部
“狄仁杰”正在拍摄。

清代的《狄公案》和荷兰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
等文学作品，是“狄仁杰”IP的源头。 影视领域，1974年
在美国上映的《狄仁杰之朝云观》，是最早对“狄仁杰”
进行内容开发的影片。

就中国内地而言，这个IP开始“出名”，是1986年

的《血溅画屏》，看过该作品的观众表示，“没想到（上世
纪）80年代的片子画风那么开放，尽显唐朝风采。 ”同
年， 一部电视剧的播出扩大了“狄仁杰”IP的影响
力———由太原电视台出品的《狄仁杰断案传奇》，让
“狄仁杰”的故事广泛传播，1996年太原电视台又连续
出了2部，由阎维文演唱了主题曲《狄公赞》，陕军演唱
片尾曲《诉衷肠》。作为狄仁杰的出生地，太原在这个IP
的推动上功不可没。

2000年，由陈宝国主演的《龙珠风暴》播出，黄晓
明当时在里面饰演镇关大元帅狄光远。 同一年，寇世
勋主演的《护国良相狄仁杰之京都疑云》前来“PK”，并
拍摄了系列剧。 2004年，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合拍了

《月上江南之狄仁杰洗冤录》。
“狄仁杰”真正爆红，是从2004年开始的，梁冠华

的“胖版”狄仁杰让《神探狄仁杰》具备了品牌效应，该
系列用13年打造了212集，让“狄仁杰”的形象和故事
家喻户晓。 此后，“狄仁杰”作品层出不穷。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0年到2018年，徐克打造了3
部“狄仁杰电影”，把特效和玄幻玩到极致，让“狄仁杰”
分得电影市场一杯羹，也吸引了一批年轻观众。 而这
个“江湖老怪”的野心是———打造23部狄仁杰系列电
影！

起于电影、终于电影的“狄仁杰”IP，经过32年，依
然火热。

翰墨飘香

编者按
湖南现代工笔画的历史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渐走
向成熟。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两次大规模
的工笔画展， 一次是1982年 “湖南、 北
京工笔画联展 ” 在北京和长沙两地展
出； 另一次是1983年 “湖南工笔画展 ”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通过这两次大规模
画展的带动， 湖南逐渐形成了一个队伍
庞大的工笔画群体， 拉开了湖南中国工
笔画当代复兴的序幕， 湖南也被全国美
术界誉为中国工笔画大省。

近期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主办的 “传
神———湖湘工笔画邀请展 ” （2018年7
月28日至9月14日）， 通过选取当代湖南
代表性的工笔画艺术家陈白一 、 聂南
溪 、 郑小娟 、 邹传安 、 张青渠 、 彭本
人 、 周中耀 、 莫高翔 、 陈明大 、 王炳
炎 、 朱训德 、 吴荣光等 ， 以 “湖湘精
神” 为主题， 溯源传承鼎盛湖湘工笔文
脉， 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艺术图像。

湘江周刊特邀专家对湖南工笔画历
史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评说。

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 黄啸

不同的时期， 工笔画承担的使命迥异。 从战国
楚墓出土的工笔画雏形 《人物御龙帛画》 《人物龙
凤帛画》， 到略施重彩的西汉 《马王堆T形帛画》， 再
到唐时大小李将军的青绿山水， 以至五代两宋的花
鸟， 工笔画完成了从升仙隐喻到皇家把玩的转换，
从简约到富贵的更迭。 其后， 随着文人画占据主流，
工笔画流落民间碾作尘， 一度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 借壳新年画、 连环画、 宣传画，
工笔画在“社会主义新美术” 中获得新生， 重新神
采焕发香如故。 形式、 内容、 主题， 如将士攻城，
一波又一波， 工笔画在自身的蝶变中， 不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名家名作。 湖南人，
在改革开放的这一波中， 在陈白一先生的主持下，
既办培训班， 又做展览交流， 一批优秀艺术家快速
成长、 成熟。 他们立足三湘大地， 远溯楚魂， 近传
湘情。 笔墨古为今用， 图式颇多创新， 湖湘精神如
湖之酒， 隐于朴素的图像中， 越品越醇。 湖南工笔
画成为国内一股重要艺术力量。

在新时代， 至少有三个方面深融于湖南工笔画
的血液中： 一是创造精神上“工” 的价值； 二是让
人愉悦，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传统的当代
转换与拓展的无限可能性。

此次展览聚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湖南工笔
画， 既是向那个时代的艺术致敬， 也期望能唤醒一
段记忆。 每个时代， 其实， 我们一直是当下艺术的
亲历者、 弄潮儿。

湖南工笔画激活
中国古代绘画语言
湖南师大艺术学院教授 李蒲星

1983年3月， 湖南工笔画展在北京中国美
术馆举行。 这是中国美术有展览以来第一次大
规模的工笔画展览。 展览像旋风一般吹入北京
美术界特别是中国画界。 这不是一般的风， 而
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工笔语言风。 乘着这股风
势， 第二年的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上， 湖南
以大量工笔画的入选和包括银奖、 铜奖在内的
各种奖项， 跻身美术大省行列。 直到今天， 不
仅湖南美术界依然津津乐道于这股工笔画旋
风， 关于这股旋风的记忆还长久地留在全国的
同行特别是工笔画家脑海中。 湖南工笔画大省
和强省的地位就此确立。

对于湖南而言， 这是其以工笔画步入全国
美术大省、 强省的开端。 而对于中国美术特别
是中国画而言， 却是陈之佛、 于非闇等奋斗了
大半个世纪的艺术理想的实现。 僵化了近千年
的古代工笔语言终于被激活了， 激活的标志是
湖南工笔画以创作实践证明： 不仅水墨语言可
以践行“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生活” 的美
术时代精神， 工笔语言同样可以践行这一时代
精神。 不是少数人少量的作品， 而是数以百计
的画家的大量作品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邹传安：霜林晴晚，纸本工笔
郑小娟：山雀，纸本设色

▲周中耀：三月天樱花妍

荩陈白一：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

艺苑掇英

画家本色是诗人

影视风云 “狄仁杰”这个IP火了32年

一方水土

邵阳布袋戏：一个人的“剧团”

谭仁：天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