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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瑞芳

随着“精准扶贫”理念开始在全国推广开来，
十八洞村也成为媒体报道与艺术家们竞相创作关
注的热点。原创话剧《十八洞》，以偏远地区贫困村
农民的视角来表现“精准扶贫” 工作的落实与展
开，贫困村因为贫困而娶不上媳妇的光棍，在扶贫
队队长的深切关心与具体帮扶以及农民自身的努
力下，摘掉了贫困帽，走上了小康生活的道路。

国家一级编剧毛剑锋是省话剧院有限公司董
事长。 1999年他在离十八洞村50公里的一个村子
里当过一年的扶贫队员， 对农村的扶贫攻坚工作
有许多的生活感悟，他说他太想写这个题材了，太
有创作的冲动了。艺术来源于生活一点不假，但真
正进入到构思创作阶段，毛剑锋说，他经历了一个
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精准扶贫怎么扶？ 修路，办
产业，这都是路子，但如何落到实际，生活体验这
一课必不可少。而且，剧本最关键的是创新，雷同，
是编剧的硬伤。 毛剑锋说，决定写十八洞村后，两
次去十八洞村体验生活。贫困村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光棍汉多。 他选择了以年轻光棍汉为主角
的特殊视角来阐述切入， 通过主人公石头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热爱家乡，坚持农家乐的旅游项目的

开发，最终获得爱情与事业双丰收的故事，说明只
要有梦想，执着追求，梦想一定会变为现实。 用剧
中老支书的一句话来揭示主题：“希望这次你们来
了，能把这帮光棍汉的精气神扶起来啊……”

近些年来， 扶贫题材的剧目很多， 大多是写
“能人回乡当村官”，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同
样是精准扶贫题材的话剧《十八洞》，从现实生活
出发，选取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讲了一个不一样
的故事。话剧《十八洞》就以小伙子石头的梦开始。
苗族小伙子石头的梦就是能娶上自己心爱的姑
娘。 在梦中，他梦到自己心爱的姑娘秀莲，被众多
的光棍小伙子追赶着；在梦中，他向秀莲表白，希
望她早点嫁给他。这个梦境的设置，显示了编剧的
巧思妙想，一是在主题上紧扣了时代脉络，政府提
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光棍村的小伙子的梦是娶
上媳妇，过上小康生活；二是在戏剧结构上，编剧
开宗明义，点明本剧的主题，现实的困境与美好的
梦境之间的矛盾以诙谐的方式呈现， 吸引观众的
眼球；三是在人物塑造上，符合特定人物的潜意识
流露。梦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希望，是本能欲望的满
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故而寄托于梦中，在幻想
中于心理层面上先得到某种慰藉。

要想富，先修路。 话剧《十八洞》第六场“让田

修路”， 石头家有一块田正在规划修路的图纸中，
苗家人原本就是生活在偏僻山区，耕种田少。石头
家就只有这亩赖以生存的田， 石头母亲担心自己
让出了田，而路却因为其他原因没有修成，自己家
却失了地，他母亲因此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提出
换田，二是要求张队长写保证书，甚至以跳崖相威
胁。 而石头带头用手沾着油漆在木桩上拍了一个
巴掌印，众人纷纷在木桩上留下自己的手印，表达
了自己的决定与信心，其戏剧情景非常写意，淋漓
尽致，给观众的心灵以极为强烈的冲撞力。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必然接受群体的影响。
到此，剧中人物与事件的转换基本完成，预示了故
事将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石头和秀莲的婚
事也提到了日常议程。但编剧将笔锋一转，两个恋
人又再次分手， 在张队长的撮合下， 两人重归于
好，秀莲农家乐顺利开张营业。整个叙事一环扣一
环，环环相扣，于细微处着手，彰显人物个性，由个
性冲突转化为事件冲突， 是一种符合艺术节奏的
重要表现，于诙谐中呈现民俗风景画。

心在人民，功在人间。 这是一部歌颂主旋律，
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富有生活气息，反映农村现实
生活题材的好剧， 是一部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力
作。

谦谦

文学、 书法、 绘画、 篆刻在中国自古是为一家， 书画文俱佳一
直被中国历代文人所追求。 时光进入了现今这21世纪， 能书、 能
画、 并能文的“全能” 艺术家， 已越来越少了。 然而 ， 湖南籍著
名中学数学特级教师、 国际奥林匹克金牌教练、 中国第六届苏步
青数学教育奖获得者、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李再湘教授， 却是
文理兼通， 妙笔生花。 他涉猎广泛， 无论是他的专业数学教育领
域， 还是书法、 篆刻、 诗文方面， 皆有不俗的表现。

李再湘大学期间攻读数学专业， 业余爱好是新闻写作。 他的
散文清新洒脱， 细腻流畅。 自2012年以来， 连续出版了 《教艺通
神》 《墨韵湖湘》 《行走在教育与艺术之间》 等十余部文学艺术专
著。 还有很多的美文， 如 《夏夜亲明月， 幽思赋词章》 《驾临君山
赏夏荷， 悟断人生开新境》 《用哲学的智慧来主导我们的精彩人
生》 《悟道诗酒月， 读史鉴古今》 《惟书是爱写世界， 于文有情悟
人生》 《读书寻慧、 创造执行、 感悟人生》 等哲思文章， 在网络或
媒体上广泛转载。

以数学教育为专业， 以教育教学、 教育科研、 教育管理和书法
教育为擅长， 以书法篆刻、 文学艺术为爱好的李再湘， 他的艺术胸
襟开阔， 有深厚的教育情怀和社会担当。 身任湖南省书法教育专
业委员会理事长的他， 每年都要多方筹措经费， 举办一年一度的
湖湘书法教育论坛、 “墨韵湖湘”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书法作品展，
以及书法教育的推广活动。 他将书法教育的推广工作做到了中央
电视台 《水墨丹青》 节目； 中国教育学会2018年全国中小学书法
教育观摩展示研讨会， 他应邀作了题为 《中小学书法教育问题与
破解策略》 专题报告。

观赏李再湘的书法，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却不随波逐流。 他
精研米南宫， 上溯二王， 并能兼学百家， 独辟蹊径。 他的书法形神
兼备、 气韵生动， 具有运动美的弹性与张力， 创作出一派属于他自
己的风格特征的书法作品。 他的书法得益他对文学、 诗歌和对联
的研究， 他每到一处都会适时应景地创作诗歌作品， 在他的眼里
“艺术是玩出来” 来。 深厚的文学功底为他的书画篆刻创作打下了
坚实的人文根基， 亦令他的书画更加充满了一种人文情怀， 更具
书卷气息的艺术韵味， 他的作品耐看而富有情趣， 亦有让人充满
无限遐想的意境。 所以， 观他运笔泼墨， 纵横驰骋， 刚柔相济， 浓
淡相宜， 正斜开合， 虚实相生， 别有情趣。 他作品辐射出一种无限
的生命张力和运动美感， 透射出激越的情感和豪迈飘逸的气息，
带给观者的是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他在硬笔书法方面的成就， 并不稍逊于他的毛笔书法。 早在
1986年他就荣获宁乡县首届硬笔书法大赛第一名。 在上世纪80年
代末和90年代初， 在全国硬笔书法大赛中获奖50余次。 其中1990
年荣获马年中国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 1993年荣获国际正大杯硬
笔书法大赛特等奖。 李再湘擅长行书， 大学时代的他， 以硬笔临写
当代书法家周慧珺的作品， 后又书米芾 《蜀素贴》 和 《苕溪帖》，
最后上溯二王， 软硬兼施， 相得益彰。 而且他在硬笔书法工具上大
胆创新和探索， 创作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硬笔书法作品。 他在笔画
线条、 文字架构和章法上亦有尝试与创新， 逐渐形成了自己雅俗
共赏的风格。 他硬笔书法作品， 运笔雄健、 舒缓有致， 苍劲峭拔、
潇洒隽永， 尽显精神和气质。

凌鹰

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一片成熟稻田，在温
暖的阳光下泛起一层深沉的金黄。 这里本来是个
盛产水稻的大粮仓。 如果不是那个叫姜景舒的农
民在一次挖红薯的时候一锄头挖出了那件四羊方
尊的国宝，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大片辽阔
的稻田里，居然沉睡着一个青铜王国。

黄材炭河里遗址虽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
因为那只四羊方尊而让这片土地成为全球焦点。
但2001年6月19日这一天， 对于这片皇天后土来
说，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
宁乡县黄材镇四个在沩水河中游泳的学生， 居然
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兽面纹青铜瓿。 这件兽面纹青
铜瓿口沿斜折，短颈，圆肩，腹下收。肩部有四处铸
造时留下的痕迹。 腹部和圈足上有四道矮而薄的
扉棱，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颈部有三周凸弦
纹，肩部饰夔龙纹，以云雷纹为地，腹部和圈足上
饰兽面纹。 这是炭河里遗址已经出土所见商周青
铜瓿中最大的一件。

兽面纹青铜瓿既然是在河里发现的， 这就值
得深究了。于是，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所在地理考
证，专家得知，出土这件铜瓿的地点，在商周时期
并没有河流，而是后来雨水冲刷形成的，此瓿可能
就是被雨水冲刷到沩水河的。 而沩水河与黄材炭
河里遗址相距又只有一公里， 随水惊现的兽面纹
青铜瓿， 与黄材炭河里遗址自然就有了丝丝缕缕
的必然联系。

炭河里遗址为椭圆形山间盆地，东西长，南北
窄，地势平坦，中央是浩浩荡荡将近千万平方米的

冲积平原， 三面都是高山环抱， 盆地中央一马平
川，塅溪、胜溪、蒿溪分别从北、南、西三面冲出山
口在盆地西部汇入黄材河， 遗址部分已遭河水冲
洗。被四个学生发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也许曾经就
静静地躺在这片冲击盆地的某个角落。

早在1963年，炭河里遗址附近的塅溪河中也
出土过“癸 ”兽面纹提梁卣，卣内装满玉珠、玉管
1174件。 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相关专家经过调查
考证后就确认，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这个
结论，在2001年到2005年对炭河里遗址大规模的
考古发掘中得到了更多出土实物的佐证， 证明这
里曾是商周时期的一座城址，面积达23万平方米。
城址四面夯筑城墙，有内外护城河。从残存的城墙
推测，城址可能是圆形。 城内宫殿坐北朝南，排列
有序，城外还有西周时期的墓葬。这样的古城址遗
迹，很显然地再现了商周时期都邑的元素。

远去的时光， 早已湮没了那座商周古城青铜
的撞击声。现代人探微历史源头的心跳，却又重新
将这座商周青铜王国唤醒。 然后，我们看到，这座
商周都邑的城内宫殿是多层重叠的。 它的第一期
（第5层） 宫殿建筑的废弃堆积， 经C14测年为
2965±40； 第二期宫殿建筑废弃堆积为2925±
30，一般认定为公元前1055———975年。 按夏商周
断代工程标准， 西周纪年始自公元前1046年，可
炭河里城址已经超出了西周纪年的范围， 其使用
时间应在商周时期。

年代虽然被确定，然而，另一个疑问一直在困
扰着国内外的史学家们：这些古老的青铜器，又是
何人何地铸造的呢？原材料从何而来？铸造工艺技
术从何而来？ 冶炼遗址在哪里？

这就要说到三苗部落了。 据《韩非子》描述：
“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
有彭蠡之水”。 其意是说，三苗部族的范围大致包
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
间的辽阔地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安徽省
西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三苗的起源，《国语·
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说的就是三苗
是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蚩尤的后人。

以四羊方尊为例，其造型非常奇巧，它以四只
羊身组成器身，尊的肩部四角以立体羊首装饰。再
以虎食人卣为例，其造型是一只立虎，口内衔有一
人。 这些青铜器的造型，既生动又写实，截然不同
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朴
的风格。在纹饰上，炭河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其
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
人面纹方鼎，不仅是写实手法，而且以四个浮雕的
人面作为器身主体装饰， 这种风格在其他地区出
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更是绝无仅有。

蚩尤是三苗的始祖，姓“姜”。 而“姜”的本义
解释就是从羊从女。因此，四羊方尊以四只羊作为
主体，其文化指向就是对蚩尤的崇拜。三苗人用以
羊为图饰的四羊方尊作为一种神圣的礼器， 祭天
拜地敬祖宗，足可以说明，它与中原地区青铜器造
型和风格不可混淆的内在成因。 从黄材炭河里遗
址重新苏醒的青铜王国， 很可能就是三苗部族方
国。

吴明

隆回县桃洪中路电信局门
口的邮政报刊零售亭，摆满了报
纸杂志、矿泉水、槟榔和烟。“刻
章”的广告牌就贴在报刊亭的小
门上方。 61岁的肖时贵在报刊
亭前雕刻滩头年画木版。

不少市民知道，在这个报刊
零售亭，有一个手艺精细的刻章
师傅。“铛、铛、铛……”有心的过
客会留意到，有时路过这个邮政

报刊亭， 都会听到木槌敲打声。 但是，“这刻的是什么
东西呢？ ”少有人知道自己家乡的滩头木版年画，更少
有人愿意了解制作的过程。 隆回县滩头木版年画雏形
是纸马，形成于唐朝，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从明末
清初到民国初年，滩头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
术风格，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 2006年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肖时贵每天早晨不到六点钟起床，在家吃完早餐
后就到承租的零售报刊亭捣鼓雕刻木版。 中午2点吃
中餐， 直到晚上9点甚至更晚才回家。 一天十几个小
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肖家有六兄弟，三个小的传承
了父亲的衣钵。 老四肖时贵从父亲那学刻章、刻版；老
五跟着老四学刻章，2001年去了广州打工； 老六肖时
华跟着父亲学活字印刷修谱。

1976年，接父亲的班，肖时贵进了羽绒厂。 1986
年，教育印刷厂用铅字印刷，需要刻字师傅，就把肖时
贵调了过去。 三角几何图形、小学启蒙认字识图图案、
地理图形、红头文件大字、作业本封面图画、物理、化
学等各种教学图案、大字都出自肖时贵之手。 肖时贵
说：“现在隆回县百分之八十的滩头木版年画都是我
做的。 有能力就做一做，也为隆回人争光！ ”因为长时
间雕刻，肖时贵的肩周炎很严重，手臂已经很难抬起。
“侄儿在贵州省是公务员，什么也不缺。 要是嫂嫂的想
法，早就不让他干了！ ”弟弟肖时华说。

“我们这摆地摊的，没人看得起！ ”老肖有时会这
样感叹。 单调的刻版生活，辛苦又不挣钱，年纪大了眼
睛也看不太清楚了，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做了。“不是说
我老肖怎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做这
行就要有责任心！ ”他认为既然做着这个，还是要把这
一行做好。

晚上8点多， 肖时贵还在自己承租的邮政报刊亭
内雕刻木版， 老伴在清点当天来的报刊和营业额，老
伴说：“今天卖了40多块钱！ ”肖时贵说：“老了，眼睛不
行了，把建房借的钱还了就不干了……”

2000年后，弟弟肖时华不再用活字印刷修谱。第二
年他来到县城租了门面开了家百货日杂店。“让滩头木
版年画莫失传！ ”肖时贵想着自己年龄大了，2014年开
始，他让弟弟肖时华也传承父亲的滩头年画刻版。

老人坚守报刊亭刻画，一天挣40多元，只为传承
非遗！

粉墨春秋

原创话剧《十八洞》的新视觉

艺苑掇英

李再湘的跨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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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路跋涉

守着报刊亭刻画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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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时贵的雕刻时光。

2018年3月，“从齐白石故乡吹来的风”作品展在西班牙马拉
加市开展。 新华社发

于见

“我不敢去你们中国， 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 艺术界一直流
传着这样一则传言， 曾经有中国人诚心邀请毕加索来中国， 但被毕
加索风趣地拒绝了。 这则艺术史上的佳话， 虽然已经无法考证真
伪， 但齐白石“对话” 毕加索， 中西文化交流碰撞， 一直是中国和
西班牙两个文明古国交往史上的佳话。 齐白石和毕加索两位从未谋
面的艺术大师， 不约而同都喜欢表现和平鸽， 以此讴歌和寄望世界
和平， 礼赞生命， 礼赞大自然， 这也是齐白石和毕加索画作的基本
主题。

在齐白石逝世54年、 毕加索逝世38年后， 两个伟大灵魂终于相
遇了。 2011年冬， “齐白石对话毕加索” 主题绘画艺术展览在齐白
石家乡湖南湘潭市开展， 两幅毕加索作品与四幅齐白石作品同时亮
相， 穿越时空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中西艺术“对话”。

此后， 两位艺术大师的家乡互动频繁。 今年3月， 来自湘潭的
艺术家和政府官员来到了毕加索的故乡西班牙马拉加市， 一场主题
为“从齐白石故乡吹来的风” 的书画作品展精彩上演。 11月26日
晚， 第五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在齐白石家乡湖南湘
潭拉开帷幕， 西班牙多名艺术家前来“捧场”。 “整个欧洲都对齐
白石的作品都有崇敬之情”， 西班牙乔治兰多博物馆执行馆长
Vanesa� Diez� Barriuso说。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指出， 中西都是
世界文化大国， 人文交流合作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中西两国历史遗
产丰富， 拥有的世界遗产总数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 中西都拥
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 出现了大量世界文化名人， 是两国引以为
傲的文化财富。 今天，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
更为中西人文交流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本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推出六大主题活动中， 开幕式暨齐
白石艺术品鉴会、 “故里山花此时开” 齐白石原作回乡展、 花鼓戏
《齐白石》 展演等引起广泛关注， 故宫博物院从未公开面世展览的
齐白石原作， 以及辽宁省博物馆、 北京画院、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
齐白石原作共计88件套将在白石故里湘潭展出， 全方位、 多视角地
呈现一代大师齐白石的艺术之路， 展期3个月。

当齐白石“遇上”毕加索
跨越时空的中西文化对话

名家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