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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雄

我的家乡在潇湘源头的九嶷山下，
小时候常与朋友们上山游玩、写生，慢
慢地感受到了山的厚重，水的灵动，潜
移默化地接受了舜德文化的熏陶。

离开家乡后，其文化精神一直相随。
每次回家乡，故地重游，总期待找

到纯粹的真山真水，并立志画出可居、
可游、可赏的潇湘山水，以表达对家乡
山水的崇拜和眷恋。

家乡的山水风情给了我丰富的素
材，多年的笔墨耕耘帮助我提高了境
界。随着意境的提升，我扩大了潇水源
头山水领域的范围，从潇湘源头到湘江
下游，从潇湘水系到三湘四水，不断采
风，写生，体验。通过几年的努力，我收
集了大量潇湘风情和山水文化素材，创
作出一批以湖湘山水为主的水墨写生
作品，并将这些作品汇集成了《湘山湘
水湘情——刘应雄水墨写生画集》。

在这些画中，山是湖南的山，水是
湖南的水，情亦是湖南的情。通过这些
作品的创作，我懂得了山水画主题立
意的重要性。

从水系看，家乡永州即为潇湘；从
地域看，整个湘江流域代表了湖南，亦
是潇湘；而湘江沿岸的八处胜景，构成
了著名的“潇湘八景”。

在历史上，“潇湘八景”无论是绘
画还是诗词，都有经典作品，不仅成为
湖南的名片、湖湘文化精神的象征，同
时也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传
播天涯，享誉世界。因此，当下有关人
士在这一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拓展思
路，形成了“新潇湘八景”概念，把湖南
的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等融于其中。

我将“新潇湘八景”定为自己山水
画的创作主题，追求以山水形式传播
湖湘文化精神。经过几十年的绘画艺
术实践，我把描绘湖南山水风情的作
品集中起来，于 2012 年初举办了“刘
应雄新潇湘八景中国画展”，同时出版

了《刘应雄新潇湘八景中国画作品
集》，展览活动获得了的强烈社会反
响，不少专家和媒体给予了较高评价。

文艺评论家龚旭东先生评论道：
“历代画潇湘八景，多为造心境而写意
趣，少有以八景实景为依凭者，刘应雄
以‘潇湘八景’为创作主题，立足于潇
湘八景实地写生，从实景中汲取原型
养分，从生活中寻找纯正的真山真水，
还原八景的地质风貌特质，寻求用不
同的笔墨技法、构图等进行表现，同时
开始了对自己以往山水画创作的突破
与超越，创作并建立新‘潇湘八景’艺
术样式，开启了新‘潇湘八景’中国画
的艺术之门。”

我生性爱山乐水，重情，每到一地总
是游山玩水交朋友，通过游山玩水，采风
写生，“搜尽奇峰”。尽管各地风情语言各
有特色，文化生活各有区别，但都在一个
地球上，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高速时代，“一带一路”将各地的
距离拉近，把地球的时空缩短，世界政
治经济各方面都在整合交汇中，文化
艺术亦是如此，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正在不断增强相互了解和相互
吸收。作为中国画家，在传承传统文化
的同时一定要放眼世界；不仅艺术家
的作品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艺术家
本人也必须要走到世界各地去了解异
国风情，与当地艺术家进行交流，才能
真正了解世界。

近几年，为了开阔眼界，吸收更多的
知识，我陆续赴美国、墨西哥、意大利、法
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梵蒂冈等国家或
地区采风写生交流，不断吸收养分。

采风写生的道路上，我从九嶷山
走出，巡迴在三湘四水之间，从大江南
北到黄河流域，然后跨出国门走向世
界各地。在采风写生的过程中，同时推
介潇湘文化——这正是我放眼世界的
目的和收获。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仍将不断地
探索下去。

迟美桦

这几天一直在读李天玉先生赠送的
《李天玉花鸟画集》，一遍又一遍。温馨的
色彩，细腻的笔墨，行云在天,流水在地，
中间是灵动的花鸟鱼虫……画家的艺术
生涯，都包含在这本厚厚的画集里了。那
些或灿烂或隽永 、或富丽或精致的花鸟
画作，是他以自身的审美实践与客体世
界进行心灵对话的形象记录。笔墨之间，
蕴涵着情思，也深藏着感悟，不但承载着
岁月沧桑在其艺术道路上刻下的深深浅
浅的印痕，体现出一位对艺术始终满怀
激情的画家“笔墨当随时代”的自觉选
择，同时也渗透出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
个体对宇宙自然的体悟。

读斯画，思斯人。李天玉，一个随和
淡定、清逸出尘的老人，一代花鸟工笔画
大家，有如晶莹剔透的暖玉，纯净无瑕，
自然素朴，然也溢彩风尘。

看看他的简介吧：李天玉，1937 年
生于河北武安县。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画科，直接受教于
田世光、郭味蕖、李苦禅等先生，同年分
配到湖南省湘绣厂，1966年调邵阳竹艺
厂，1972年借调到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
任教 3 年，1975 年调湖南省轻工业高等
专科学校工艺美术系（该校后与其他
两校合并为长沙理工大学），历任系主任
兼校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后又任长沙
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等，已出版
了《黄山花卉写生图册》《工笔花鸟画册》

《装饰图册》等。
陈白一先生在《李天玉花鸟画集》的

序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值得特别指出的
是，近十几年来，他隐居山林侍奉老母，追
随先贤超凡脱俗，以山林为侣绿水为伴，在
大自然生活中发现新的题材、新的笔墨，表
现了新的情趣，达到了新的意境，十分可喜
可贺。”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李天玉和母亲的
故事。父亲去世得早，他与母亲便有了一种
相依为命的感觉。母亲老了，他总想着用一
种什么方式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
他便在长沙东乡的金井砌了几间房子，然
后陪着母亲在那里安度晚年。他一边陪伴
母亲，一边画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在清
澈的山水之间浸染，在纯厚的民俗之中沐
浴，再加上那母子情深，先生的画怎会不出
现一片新的天地呢？

李天玉早期的作品多是工笔重彩的
传统国画，工整精细，颜色鲜艳。随着工
作环境的改变，到高校之后，他开始对工

艺美术的研究。于是，在花鸟画的创作中
不觉地融入了现代设计的观念，写实性
减少，作品色彩绚烂对比强烈，极富形式
美感。退休之后，李天玉画风有了一次大
改变。“算起来是1995年吧，那个时候正
好退休，跟我母亲住到长沙郊外，有了大
把的时间创作。在山花野草、青山绿水的
大自然间，想想这辈子的经历，很多感触
便倾泻而出，全倾注到了画里。”他用工
笔的技法来叙述内心的情感，游走于工
笔与大写意、小写意之间，追寻它们之间
的契合点。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达到一
种新的意境。

李天玉笔下的那些美丽的花草，其
实大多是农作物，油菜苗、油菜花，水稻、
玉米、棉花以及各种蔬菜。看起来那么富
丽的大型工笔画《良种图》里，有棉花、蚕
豆、高粱、玉米、黏米……画中色彩斑斓，
枝叶繁密，果实茂盛，丰收的喜悦之情溢
满整个画面。“因为我在农村长大，从小
就跟土地打交道，对这些农作物很感兴
趣，也一直都想把它们画到画里。”《良种
图》前前后后画了差不多一年。“勾线描
都勾了差不多半个月，整个暑假都泡在
这幅画上面了，如果这辈子我还有什么
事情想要做的话，就是办一次农作物的
画展。”李天玉说，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梦
想，也是一大遗憾。因为现在眼力不济，
无法再画细腻的工笔画了。

纵观李天玉先生的作品，无论从题
材的选择上，还是从浓郁的花鸟图样与
鲜艳富丽的色彩相映生辉的整体视觉感
受上，都在歌颂社会主义新气象 ，赞美
共和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繁花似锦 、
稻菽飘香、莺歌燕舞的画幅，从色彩的应
用以及线条的勾勒上看，无疑走的是工
笔重彩的正统国画路线，其中也透露出

“工艺美术”的整体艺术风貌对其花鸟画
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繁茂密仄、上紧下
疏的空间布局一直是李先生偏爱的构图
样式，可以说构成了其花鸟画作的终生
标志、无论早期的写生还是晚年具有了
更多形式思考的画作，紧缩密仄、层层叠
叠的空间布局中都有着破框而出的视觉
张力，无论是满幅书写，还是小景偶得，
繁密的构图与浓丽的笔墨总能相得益
彰、相映成趣，丛枝茂叶的层层累积不但
全无逼迫阻塞之感 ，反倒使整幅画作浑
厚华润，尽显郁然深秀之象，满而不堵，
重而不塞，画面上似乎流动着一股小溪
般的清凉之气，体现出画家匠心独运的
智慧以及对传统笔墨造型元素的把握能
力。从颜色的运用上来讲，李天玉先生可
以说突破了传统花鸟画相对单一的套
路，丰富了色彩的张力和视觉的冲击力。

12月8日，“溢彩风尘”李天玉花鸟画
艺术展在简博画院（原长沙画院美术馆）
开展，共展出李天玉从艺60余年的作品
60件。满头华发的老画家，高高的身躯依
然挺拔。他面带谦和，微笑着站在他的作
品前和他的一大帮学生合影，周边都是他
的那些流光溢彩的作品，还有他的那些在
当今画坛颇有名气且不年轻的学生们。

阿良

一张小茶几，我和凌峰相隔分坐，时不
时端起茶杯当酒杯，碰一碰喝一口，放下杯
子又闲侃。我问他，为啥把自己的工作室取
名叫“草根堂”。

凌峰告诉我：这是省会，书画名家云集，
几乎每天都有名人书画展的消息传出。这些
都是阳春白雪，高山仰止，平民百姓对这些
绘画作品望而兴叹。长沙城里几百万人口，
书画文化已渗透到底层民众的骨髓里，他们
喜爱书画作品，他们愿意花不多的钱买幅书
法作品挂在客厅里，添几分文化气息。这就
为草根画家提供了很大的市场。凌峰说自己
非名校毕业，没拜过大师，农民的儿子，从山
沟里走出来，是地道的草根。家里有3个孩
子，他们要吃饭，要读书。凌峰就是瞄准草根
市民喜爱书画艺术这个大市场，推销自己的
作品，维持自己的生计。

凌峰说得很坦率，神情还有几分悠然。
凌峰老家在湘乡中沙镇的小洞村。那

是一个开门见山、出门爬山、靠山吃山的山
沟沟。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凌峰是家里的
老大，每天背着书包翻过几座山，爬过几道
岭。放学回家还要帮父母放牛，扯猪草，砍
烧柴。凌峰在学校对其他课程兴趣不高，唯
对美术特别喜爱。老师在黑板上教授，他心
有灵犀一点通，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他放牛，扯猪草，上山砍柴，偷闲就把沙土当
纸，树枝当笔，画出自己心中的物象。有一次
放牛，专心在地上画，结果牛跑进了邻居家
的菜园子吃了很多青菜。邻居一状告到父亲
那里，凌峰招来一顿皮肉之苦。父亲问他不
认真放牛，干什么去了。他支支吾吾说在画
画。这更让父亲恼怒，竹枝条雨点般落在凌
峰的手上脚上背上。父亲又责问他，绘画能
当饭吃？绘画能挣到钱？

凌峰在山沟沟里从小学读到高中。由
于他一直偏爱美术，其它功课成绩平平，高
中毕业只考了个专科，入读电脑美术设计
专业，3年学制。凌峰带着落寞走进了专科
学校，专科学校储备的资源远比农村学校
丰富得多。图书馆美术图书架上的中外书
画名人传记、作品集很快稀释了凌峰的落
寞，他像饥饿的牛进了菜园子，拼命地吮吸
艺术的营养。他把寒暑假、双休日全部投入
到图书馆，临摹了齐白石、黄宾虹、八大山
人等名人名作。毕业后他没有找到合适的
工作，怀揣父亲给的 400 元生活费南下广
州打工。在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里，浪迹大
街小巷四处打听招工信息，口袋里的 400
块钱很快抠完了。不好意思再向父亲开口
要钱，进了一家小餐馆打工，端盘子洗碗。
饭店管吃住，还有几百块钱一个月。两个月
后的一次偶然的机遇，听吃饭的客人讲，广
州有一家油画工厂招设计师。凌峰向饭店
老板请了假，进厂面试。凭3年大学的电脑
美术设计课，临摹名作练就的基本功，凌峰
非常顺利通过面试。工厂包吃包住，每月能
挣 4000 多元。这在 2000 年是一份报酬丰
厚的工作了。

凌峰在这家油画工厂干了6年，存折上
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回到长沙开办了一
家广告公司。仅两年的时间，凌峰在广州打
工积攒的收入很快耗在公司的发展上，且
没有回报，他只好关闭了广告公司。后经人
介绍，做了冰淇淋产品的代理。从 2008 年
开始代理，一直干到 2016 年。他在夏天忙
于出售冰淇淋，冬天躲进自己的画室里画
画。他开始用自己的笔墨线条，描绘家乡的
山水花鸟。

我们正闲聊着，一个穿戴时髦的少妇来
到画室，说一个好朋友乔迁新居，要送一幅
画给新居添雅，挑来挑去，最后选了一幅装
裱好的《春晓》山水画。客人走后，我问凌峰，
润笔费多少，他伸出一个指头。现如今朋友
间送1000元礼金确不如送一幅画更雅致。
凌峰现在不做冰淇淋产品代理了，专事自己
画家梦的追求和打造，专事自己画室笔墨的
耕耘。养家糊口，还有父母要赡养，人情往
来，凌峰都要用画笔挣回来。

有一位艺术家朋友告诉我：任何艺术
家最初出道时都是从温饱入手的，都是俗
的开始。当温饱问题解决了，才会有阳春白
雪，才会谈论艺术的高雅金贵。凌峰告诉
我，有个网络平台准备通过娱乐形式打造
书画平台，推介他的作品。这个平台有千多
万的点击量。另外，凌峰正筹备一个大型画
展，展示近年来自己的 300 多幅作品。然
后，他想进京深造，拜名师强内功。

我坚信凌峰那瘦弱的体内，一定会爆
发出追求艺术向上向善的巨大能量。

孙仲

贺岁片《两只老虎》，汇集了葛优、乔
杉、赵薇、范伟、闫妮、潘斌龙等一众明星
大腕，可谓阵容强大。该片由赵薇担任监
制，也增加了不小的看点与诱惑。

该片的剧情很简单。葛优饰演的
富商张成功被乔杉饰演的无业青年余
凯旋绑架，赎金100万元，张成功却主
动提出给 200 万元，条件是余凯旋帮
他办 3 件事。这 3 件事，成了“人质”与

“绑匪”之间的游戏砝码，也支撑起了
全片的内容及主题。

第一件与赵薇饰演的演员周原有
关。张成功曾与周原相爱，周原为了他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演员梦想。但因为
张成功的猜忌与顾虑，同时也为了让
张成功更好地发展，周原离开了张成
功。张成功想知道，这段恋情责任是否
在于自己。

第二件与范伟饰演的盲人按摩师
范志刚有关。范志刚曾是张成功的亲
密战友，对张成功有过很大帮助，但当
范志刚治疗眼睛需要高额费用的时
候，已经发迹的张成功却因担心范志
刚还不起钱而拒绝相助，导致范志刚
双眼失明。这份愧疚一直缠绕着张成
功，他想让余凯旋代表自己去资助开
盲人按摩店的范志刚。

第 三 件 与 已 经 去 世 的 父 亲 有
关，事实上也与闫妮饰演的初恋情
人彩霞有关，更与良心未泯的余凯
旋本人有关。张成功让余凯旋代他
去老家送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是
张成功的父亲，当年因理想破灭而
跳崖自杀，成为张成功心中抹不去
的阴影，断送了与初恋情人彩霞的
姻缘。再看信的内容，收信人却是余
凯旋，原来张成功把余凯旋当成了

倾诉对象，把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
以及表面风光、内心空虚的现状完
完全全写给他看。

该片的主题很明显。通过“成功人
士”张成功借助别人之力所完成的3件
事，折射出爱情、友情、亲情的珍贵，以
及人们在爱情、友情、亲情三方面容易
犯的错误或容易背负的压力，从而告
诫人们，不能患得患失，更不能自欺欺
人，而要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彼此理
解，相互支持。影片最后，在张成功的
感召下，余凯旋猛然醒悟，不再对金钱
地位顶礼膜拜，不再对失去女友怨天
尤人，完全以一个崭新的姿态面对生
活，让人进一步感受到了人性的本真
与善良。

有了这样的鲜明主题，再加上葛优、
赵薇、范伟、闫妮几位大咖的加盟，《两只
老虎》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文艺范”剧情
片呀，怎么就拍成了喜剧片呢？作为喜剧
片，如果能有一个鲜明而严肃的主题加
以衬托，让人在观影体验过程中泪中带
笑，应该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这样的喜剧
片无疑是更成功的。然而哪种类型有哪
种类型的叙事风格，没有针对性地混杂
着拍，拍出来的影片很可能会顾此失彼，
成为“四不像”。

影片从一开始便埋下了败笔——
虚假。余凯旋怎么就能独自绑架了身为
成功人士的张成功？张成功作为“人
质”，怎么可能轻易取得“绑匪”余凯旋
的信任，以多给 100 万元的赎金为诱
饵，哄得对方四处奔波为他去完成心
愿？就算要外出，也不可能为“人质”的
他松绑，让他可以自由活动呀！再后来，
张成功竟然和余凯旋一道开着车外出
活动，俨然不是“绑匪”与“人质”，而是
好朋友的关系。一切都随心所欲，凭空
杜撰，毫无现实基础可言。

晓言
《精准扶贫》纪念邮票，今年11月29

日发行。1套6枚，图名分别为“大步迈向
小康社会”“福建宁德市赤溪村”“湖南花
垣县十八洞村”“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河
南兰考县”“江西井冈山市”。该邮票采用
电脑手绘的表现手法，画面精致细腻，色
彩清晰自然，充满了农村新面貌、蓬勃生
机和不同地域的不同色彩。

党 的 十 八 大
以来，党中央把脱
贫攻坚摆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打响
脱贫攻坚战，全党
全国上下同心、顽
强奋战，取得了重
大进展。这组邮票
图案展现了义务
教育有保障和健
康扶贫的相关内
容，烘托了全国各
族人民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大步迈向小康社会的主题，展现了福建
宁德市赤溪村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画
卷，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苗寨的新面
貌、新气象，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美丽乡
村全面发展，从“干沙滩”变为“金沙滩”
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南兰考县的历史性
跨越和巨变，江西井冈山革命摇篮脱贫
发展的新面貌。

方方寸之间 十八洞村进入《精准扶贫》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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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艺路跋涉

凌峰和他的
“草根堂”

翰翰墨飘香

影影视风云

在喜剧和荒诞剧之间徘徊

我的乡愁我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