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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你亲商富民

/

都说你美丽

/

你用阳

光灿烂一片崭新天地

/

人为你所迷

/

深情地热爱

你

/

细致服务赢得四海情谊

//

都说你尚德务实

/

都说你神奇

/

你用行动开辟一片和谐天地

/

人为

你骄傲

/

倾情地歌唱你

/

满腔赤诚迎来鹏程万

里” ……曾被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等

权威媒体誉为 “华语歌坛创作型才子” 的著名

词作家冰洁， 近日创作了国内第一首基层 “党

建” 题材的歌曲 《新天地》。 这首由著名女歌

手张燕演唱的歌曲 《新天地》

MV

， 在中央电

视台热播后， 引起了广泛共鸣。

冰洁的歌词创作， 总能以充满强烈的画面

感、 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抒情视角等给人

以美感 ， 撼人心腑 。 近年来 ， 他作词的歌曲

《人民公仆》、 《牧羊姑娘》、 《让历史告诉未

来 》、 《你是我阳光 》、 《好年景 》、 《幸福

桥》、 《家乡的酃酒》、 《乘风而来》、 《回家

过年 》 等 ， 被宋祖英 、 阎维文 、 张也 、 范竞

马、 张燕、 刘和刚、 陈笠笠等演唱， 深受大众

喜爱。

冰洁出生于湖南祁东县农村， 家乡的山清

水秀孕育了他坦荡的胸怀、 清秀的灵气及敏锐

的目光。 冰洁的歌词创作， 首先是从诗歌开始

的， 后来他转型致力于歌词创作。 为提高歌词

创作水平， 他在歌词的谋篇布局、 歌手定位、

词曲和谐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寻找到了能恰当

表现自我个性的风格。

2002

年

1

月

4

日， 《人民

日报》 刊发了冰洁作词的第一首歌曲 《回家过

年》。 当时恰逢年底， 这首 《回家过年》 便通

过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展露在全国观众面

前。

2003

年， 冰洁因创作富于西南少数民族基

调的歌曲 《你是我阳光 》 而一举成名 。 据了

解 ， 这首冰洁作词 、 印青作曲的 《你是我阳

光》 曾荣获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最佳

民歌奖”。

近年来， 冰洁佳作迭出， 名声大振。 可成

名之后的冰洁， 更加勤奋扎实， 他用真挚的情

感创作了更多好作品， 回报伟大时代和美好生

活。 他创作的大题材歌曲与时代的发展合拍，

关注社会与人生， 颇具时代性和感召力而广受

好评。

在中央电视台投拍、 张也演唱的歌曲 《人

民公仆》

MV

中， 冰洁写道： “你风雨兼程

/

不

辞辛劳为百姓

/

你日夜奔走

/

访贫问苦暖人心

/

你寝食不安

/

走街串巷慰百姓

/

一串串足迹

/

记

载着你忙碌的背影”， 歌词真实而深刻地塑造

了人民公仆鞠躬尽瘁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

象。

在紧扣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歌曲 《答

案》 中， 冰洁这样写道： “谁把人民的利益放

心上

/

身后的队伍越跟越长

/

谁播撒下甜美的希

望

/

一曲东方红

/

永在人民心中唱响……” 这首

由 “新民歌王” 刘和刚演唱的歌曲被 《光明日

报》 誉为 《走进新时代》 的姊妹篇。

冰洁为 “

5

·

12

” 四川汶川大地震特别创作

的歌词 《挺起脊梁》 荣获

2008

世界华人艺术名

家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征稿大赛金奖。

冰洁的歌词作品， 以其内涵丰富、 大气磅

礴、 生动流畅而独树一帜。 冰洁的吟唱， 因渗

透了心中的大爱， 灌注了长江的豪放与黄河的

激情， 成为风雨中最高亢的歌唱。 天道酬勤，

冰洁已成为一匹驰骋词坛的 “黑骏马”。

———湘籍词作家冰洁素描

□

王永红 杨丹

驰骋词坛的

黑骏马

两年前，著名书法家、省书协副主席盛景华曾

经写过一篇《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书法家》。景华

细数了

2006

年石印文作品

8

次入展全国大展、文言

散文《杜甫江阁记》获长沙杜甫江阁全国征记大赛

唯一的二等奖（一等奖缺）、赴京参加“青春诗会”

时诗作被中华诗

词学会评选为唯

一佳作奖，以及获

“湖南首批青年文

化名人”提名奖的

情形后，说石印文

“学习古人生动稚

拙之趣，放浪笔情

墨韵”，“笔下的线

条豪放恣肆，变化

多端， 丰富多彩。

其结字多出人意

料之外 ， 顾盼多

姿，天真烂漫。”

当时在茈湖口乡下， 石印文能够找到的也就

是黄自元的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学的是欧

阳询的路子。乡里百货商店书柜有本《九成宫醴泉

铭》，是石印文最早的“老师”，临摩过几百遍，尚不

知外面还有何更高明的东西。 自小对知识的渴求

使得石印文养成了爱买书的习惯，他告诉我，结婚

以前买书几乎是不顾家底的。

早年学习诗词对联的时候， 石印文很喜欢与

一些老人打交道， 也喜欢到处投稿， 参加诗会。

2009

年

2

月，他应邀赴长沙参加嘤鸣诗社湖南青年

诗人沙龙，很多人不认识他。他说自己是诗社早期

的社员，别人不解，其实早在

1992

年底开始，石印

文曾连续四期在《嘤鸣》诗刊上发表了

13

首诗。按

照诗刊规定， 连续

3

期发表诗作即自动成为社员，

因此来说，自己比在坐的许多诗人资历都要老，大

家一听，都纷纷喊他“诗”。

2008

年石印文在连获对联和辞赋两个一等奖

时，曾有友人以诗相赠，其中“状元本是田舍郎”一

句，实言其出身微贱。

1971

年石印文在益阳茈湖口

一农家呱呱坠地，当时他上面虽然已有两个姐姐，

但一个男丁的降生， 还是让他年逾古稀的奶奶高

兴不已，石印文来到人世，意味着有了承继香火的

人。奶奶感到放心如意，就给这个婴儿取了一个名

字———石放如。就这样，小男孩石放如在缺衣少食

中磕磕绊绊走到了上学的年龄。 因为上学要用大

名，有人对他奶奶取的名字有了异议：放如放如，

放水走鱼。农村人讲禁忌，母亲情急之下，按照习

俗，从孩子表哥

的名字里借了

一个“印”字，又

从孩子一个堂

弟的名字里借

了一个“文”，凑

成了这个颇有

文化含量的名

字

石印文性

喜金石篆籀，后

来又开印刷厂，

现在以诗文书

法而知名于艺

术界，干的都是与他名字有关的事情。以致于人们

怀疑这“石印文”是不是笔名，还有人说，给他取这

个名字的人太神、太有学问了。

石印文从小身子骨弱，做不了太重的农活。所

幸当时他的语文学得很好，字也写得不错，是附近

有些名气的“秀才”。

1993

年，石印文拿着辛辛苦苦

积攒下来的

1400

元，到镇上开了一个匾行，一步步

从村里走到镇上， 又从镇上走进了城市。 直到前

年，他通过自学，拿到本科文凭进入北京大学书法

所读研，并卖掉印刷厂走上了职业艺术家之路。

在艺术界小有名气以后， 很多人都敬称他为

诗人、 书法家、

楹联家，石印文

谦虚地纠正说：

“我是石印文 ，

不过一介农夫

而已。”不错，在

老家，真还有一

亩三分责任田

划在他的名下

呢。

小时候， 在乡间见得最多的鸟就是八哥。 它

全身乌黑， 终日忙忙碌碌。 那时候， 我根本没有

把它放在眼里， 因为它太普通了。 长大后， 我懂

得了勤劳的重要 ， 勤劳是我们生活中可贵的品

质， 于是对它刮目相看了。

但是， 对八哥的关注， 魏怀亮比我更早。

魏怀亮出生在河北平山， 生活在太行山下，

在任何一个丛林里， 他都可以得天独厚地与八哥

打交道。 童年艰苦的生活， 深深地烙印在魏怀亮

难忘的记忆里。 出于对军人的崇拜， 经过不断地

努力和追求，

1979

年， 他梦寐以求地成为了一名

军人。 于是， 从

一 名 普 通 的 战

士， 到一名上校

军官，

20

年的军

旅生涯， 他靠自

己的勤奋， 一步

一个台阶地走了

过来， 成为湖南

省书画研究院的

副院长、 一个专

业画家。

魏怀亮是怀

着心中那只勤劳

的八哥走向画坛

的，

1997

年，他凭

着 一 幅 《 八 哥

图》，捧走了湖南

省首届花鸟画大

赛金奖。从此，他

以八哥为题材的

画作频频在全国

各 地 获 奖 和 展

出。 他多以北方

的景物为元素 ，

再把自己最熟悉

的 生 活 融 会 其

中， 给人以震撼

的宁静美。 在他

的画中， 一般都

是八哥唱主角 ，

然后是苍茫无边的树林， 还有故乡那亲切温暖的

院墙。 此时的八哥， 已经被赋予了人的灵魂和思

想，它的一举一动，则是魏怀亮表现时空变换、季

节更替的一个道具， 同时更是他表达太行山人憨

厚、大度的载体。每当看到这样一群八哥，安静地伏

在铺满皑皑白雪的矮墙上时，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无

言的感动。它们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期待春天，盼望

秋天，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心中的梦想，如同我的乡

民一样，写满了朴实的美丽。在这艺术表现的背后，

也蕴含了画家魏怀亮对家乡父老深深的关爱。

魏怀亮的作品没有复杂的构图， 没有新奇的

技巧， 但他的画中所展现出来的清新淡泊、 纯朴

自然， 他笔下的八哥， 形态各异， 神态逼真， 充

满了人格化的幽默， 喜怒哀乐尽在其中， 无不向

人们透露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魏怀亮对

于中国画中黑

与白的深刻领

悟 和 精 确 理

解， 得益于他

对 围 棋 的 热

爱。 围棋中的

小 小 黑 子 白

子， 内含着无

穷的奥秘和智

慧。 他把这些

奥秘和智慧融

会贯通， 慢慢

地渗透到一幅

幅作品之中 。

1996

年， 他举

办的 “魏怀亮

水墨小品展 ”

展现了其独特

的画风， 黑与

白的表现， 再

配上一段哲思

妙语， 画面虽

小， 但内涵无

穷， 他的那只

调皮的八哥 ，

深深地打动了

每一位观众。

艺术贵在

创新， 魏怀亮

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追求， 加之和八哥一样的勤

劳， 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无限的人文关怀。 愿他的

画和他那只不朽的八哥一起， 不停地为社会、 为

人民歌唱。

□

碧 云

品读———魏怀亮的花鸟画

“做个有文化的书法家”

翰墨飘香

艺苑

跋涉者

□

卢 跃

———记书法家石印文

八哥图 魏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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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戏 曲 舞 台

上 ， 扇子是最为常

见的小道具 ， 其使

用面甚广 。 它不单

纯是装饰 ， 有的还

和 戏 里 的 情 节 有

关 ， 对演员的身段

动作也能起到辅助

作用 ， 在表达剧中

人物的性格和喜怒

哀乐的情绪方面 ，

小小的扇子大有文

章可做。

老生戏中 ， 用

扇 最 多 的 是 诸 葛

亮 。 只要有他出场

的戏 ， 手里总离不

开那把鹅毛扇 。 这

不仅表现了诸葛亮的潇洒飘逸、 运筹帷幄的形象， 而且

反映出他的各种情感。 比如， 在 《失空斩》 的 “三报”

和 “斩谡” 两场中， 通过扇的摇、 顿、 颤、 抖， 表现出

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兵临空城下的内心紧张， 和对马谡不

听嘱咐致使街亭失守的满腔愤怒。

折扇用得最多， 生、 旦、 净、 丑都有用的， 不少戏

的情节还直接与扇子有关。 如 《秦香莲》 中王延龄在陈

世美不认香莲之后， 就把自己的折扇交给香莲， 要她去

开封府告状。 《审头刺汤》 里， 陆炳在大堂上打开写有

“刺” 字的扇面， 向雪艳暗示 “对汤老爷要小心伺 （刺）

候” 等。

小生戏中， 还专有 “扇子生” 这一行， 一般都是知

书达理、 文质彬彬的儒雅书生角色。 如 《拾玉镯》 中的

傅朋、 《红娘》 中的张生等， 一扇在手， 便风度翩翩。

《三堂会审 》 中王金龙手中的折扇 ， 运用展 、 遮 、 扬 、

翻、 合等手法， 来表达情感和丰富剧情。

旦角用扇子分为两类： 一类是宫中嫔妃、 大家闺秀

用折扇， 如 《贵妃醉酒》 中的杨玉环、 《游园惊梦》 中

的杜丽娘等； 一类是 《西厢记》 中的红娘等丫环使用的

绢质团扇 。 也有专门以扇子为剧情的戏 ， 如梅派名剧

《晴雯撕扇》 的全部情节都是围绕着一把扇子展开的。

净角大花脸使用的折扇一般稍大， 有的角色还用长

逾两尺的特大折扇， 如 《艳阳楼》 中的高登、 《溪皇庄》

中的花得雷等。 他们的大折扇上画有大朵牡丹， 既表现

出了权势者的气派， 又暗示了他们喜爱女色。 丑角小花

脸也有用折扇的， 特别是 “方巾丑” 和 “袍带丑”， 前者

如 《乌龙院》 中的张文远， 后者如 《升官记》 中的徐九

经。 少数用大折扇的丑角也不是好人， 《打渔杀家》 中

的大教师就是狗仗人势的奴才， 《四进士》 中的刘二混

是强抢民女的流氓。 湖北名角朱世慧在 《法门寺众生相》

中扮演贾桂这一角色时， 一个人前后要使用两种大小不

同的折扇 （小的扇子仅有巴掌大小）， 来表现人物对上谄

媚、 对下欺压的两副嘴脸的丑态， 入木三分。

□

郭远庆

京剧与扇子

艺 术

是人类创

造中最具

生命魅力

和精神力

量 、 丰富

情感的神

奇智慧结

晶 。 而真

正的艺术

又必然根

植于大地

和纯美的

心灵 ， 并

融入时代

的脉搏跳

动的旋律

之中。 我读傅真忻先生的画， 就感到是在读他的人

文情怀， 对自然、 对生命、 对人、 对社会的深邃沉

思和透彻感悟。 因而无论是他笔下的山水画、 诗意

画， 还是新民间画， 都会透着一股纯情、 乡情、 浓

情和美情， 是那样如梦如幻， 诱人生动， 既超然物

外， 又造化山水， 并巧妙地融入灵魂的赤诚， 敏思、

想象和雅趣， 真切描绘生活意境与阳光世界。

这次真忻先生的画展在齐白石纪念馆举办， 或

许正应验了人们的一种愿景， 诞生伟大艺术家的故

乡， 必然时刻绽放艺术的霞彩。

傅

真

忻

画

展

赠

言

□

谭

仲

池

文化专刊部主办 邮箱

:whbm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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