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弟永厚要出本画集，后来

又不出了。 问侄儿黄河，他也没

说出个道理； 及至见到二弟，我

劝他还是出一本好，他同意了。

在画画上，他的主张是很鲜

明的。 有的人画了一辈子画，却

不明白他的主张何在？一个画画

人的主张是很重要的， 没有主

张，画什么画？

当然有的人的画其实并不

怎么样，一天到晚四处乱宣主张

的人倒是不少，其目的只是怕人

不知道他的画好，那点苦心也就

算到头了。

所以我觉得，出一本画册最

是让人了解自己主张的好办法，

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坦诚地让人

看透肚肠心肝。 吃的什么料？ 喝

过多少墨水？ 发挥过什么光景？

施展的什么招式？ ……

厚弟也近八十了，我们都哈哈

笑着说从未以“美学”指导过自己

的创作。 美学中从毕达哥拉斯，伯

拉图，康德，黑格尔，朱光潜，蔡仪

……从未提起过，人打生下地来，

什么时候感受到第一次“美” 的？

谁都没有丝毫提起这个伟大的命

题。人自己包括美学家自己何时懂

得美的？ 感知尚无着落，倒不如孔

夫子那四字“黑话” ：“食色性也”

解馋多多。美学家不谈美在人身上

的起始，要它何用？

厚弟几十年来的画作选择

的是一条“幽姿” 的道路。 我们

的一位世伯———南社诗人田名

瑜的一首诗，谈凤凰文化的头一

句就说：“兰蕙深谷中” ，指的就

是这种气质。

说一件众所不知的有趣小

事。八十多年前，我们家那时从老

西门坡搬回文星街旧居没几年。

厚弟刚诞生不久， 斜街对面文庙

祭孔，我小小年纪还恭逢其盛，演

礼完毕， 父亲荣幸地分到一两斤

从“牺牲”架上割下的新鲜猪肉，

回到古椿书屋， 要家人抱起永厚

二弟， 让他用小舌头舔了一下孔

庙捧来的这块灵物， 说是这么非

同寻常的一舔， 对他将来文化上

的成长是有奇妙的好处的。

想想当年这一对年轻夫妇

对于文化的执着热衷，是一个多

么温馨的场面！他们那时的世界

好纯洁，满室充满着书卷的芬香

……

过不了几年，湘西的政治变

幻，这一切都崩溃了。 家父谋事

远走他乡，由家母承担着五个男

孩和奉养祖母的生活担子。我有

幸跟着堂叔到福建厦门集美中

学读书，算是跨进天堂，而遥远

的那块惶惶人间，在十二岁的幼

小心灵中，只懂得用眼泪伴着想

念，认准那是个触摸不着的无边

迷惘的苦海……

我也寄了些小书小画册给

弟弟们，没想到二弟竟然在院子

大照壁墙上画起画来。他才几岁

大，孤零零一个人爬在梯子上高

空作业，当然引来了年纪一大把

的本地文人雅士伯叔婶娘们额

手赞美。 物质上的匮乏却给祖

母、母亲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每

天欢悦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参

观者。 有了文化光彩的孩子，任

何时空都会被人另眼相看的。几

百年的古椿书屋又有了继续的

香火，真怪！

湘西老一代的军人传统，地

方部队总是有义务寄养一批批

候补的小文人小作家。名义上是

当兵， 其实一根枪也没摸过，一

回操也没上过，在部队里跟着伯

伯叔叔厮混， 跟着部队四处游

徙。 表叔沈从文如此，永厚二弟

也是如此。

永厚二弟在 “江防队”（这

到底是个什么部队，我至今也不

能明白) �有机会做专业美术工

作，和我当年在演剧队的工作性

质完全一样，读书，写字，画画，

自己培养自己。 我们兄弟，加上

以后跟上来的永光四弟，命运里

都让画画这条索子紧紧缠住，不

得开交。

在兄弟中，永厚老二最苦。他

从小时候多病，有一回几乎死掉。

发高烧，已经卷进芭蕉叶里了，又

活过来； 病坏了耳朵， 家里叫他

“老二聋子” ，影响了发育，又叫

他“矮子老二” 。 后来长大，他既

不聋也不矮。 在我们兄弟中最漂

亮潇洒。 成年后，他的负担最重，

孩子多，病痛繁，朋友却老是传颂

他出奇而荒唐的慷慨逸事。 于是

家里又给他起了个 “二潮神”

（即神经病的意思）的名字。

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

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

成的。我称之为“幽姿” ，是陆游

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

的意思。 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

种画风的答案。 陆游的读者，永

厚的观众， 对二者理解多深，得

到的痛苦也有多深。 排解不掉,

抚慰不了……

“幽姿不入少年场” ，自然

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迫

为人了解。

徐渭，八大，凡高活在当时

几曾为人了解认识？ 因为他深

刻，他硬，一口咬不下，十口嚼不

烂；必须要有好牙口，好眼力，好

胃口才够格招架并且很费时间。

所以幽姿不免寂寞，以致如明星

之光年，施惠于遥远的后世。

要是站在画家的位置上说

起读书学问，除了以后活着的年

月还要读书之外， 也算够用了。

不是学问家， 要那么多学问干

吗？ 牢记那么多干嘛？

学问家读书，有点、线、面的

系统； 我们的知识是从书本上一

路打着滚过来的。 像乾隆的批示

一样：我们只够格“知道了！ ” 的

水平。画画不可无学问前后照应。

二弟的笔墨里就有许多书本学

问，用得很高明，很恰当，变成了

画中的灵魂命脉。 演释的不仅仅

是独奏，而且是多层次的交响。

画家像个牧人， 有时牧羊，

有时牧马，有时牧牛，有时牧老

虎。只要调度有方，捭阖适度，牧

什么都没问题的，甚至高兴起来

骑在老虎背上奔驰一场也未为

不可。 做个牧人不容易，上千只

鸭子赶进荡里，汪洋一片，也有

招不回来的时候。

文化上有不少奇怪的现象，

可以意会，可以感觉得到，要说出

道理却是很费力气， 有的简直说

不出道理。 比如说京剧， 有余叔

岩，有言菊朋，有奚啸伯，更有周

信芳。 余叔岩某个阶段曾倒过嗓

子， 那唱法几乎是一边夹着痰的

嘶喊，一边弄出珍贵的从容情感。

“宋公明打坐在乌———龙———

院，莫不是，阿———妈———呢，打

骂不仁？ ……” 那一个“阿———

妈———呢” 已经是卡在喉咙里出

不来了，嗳！就那点声嘶力竭挣扎

于喉咙间的微弱信息， 不知倾倒

了多少当年追星族的梦魂？ 从音

乐庙堂发声学的角度看来， 这简

直是笑话，说言菊朋，说周信芳，

说儒雅到极的奚啸伯， 莫不都有

各自的高超境界。

画， 也有各型各号的门槛，

外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我想，外

国印象派以后的发展变化直到

今天，恐怕习惯于写生主义的很

多欣赏者都掉了队， 都老了，现

象如此，实际情况正如中国老话

所云“老的不去，新的不来。” 不

习惯不要紧，我就是上世纪四五

十年代胃口特好的年轻人，是一

个既喜欢老京剧又拥护前卫艺

术的八十已过的欣赏者。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八大？ 喜

欢突鲁斯·拉德莱克？喜欢米罗和

毕加索？ 喜欢勃罗克？ 我能意会。

要说， 如给我时间或许也能说得

出一点道理，但是，为什么你有权

利要我说出道理？ 有的艺术根本

是毋须说明道理的，比如音乐，比

如中国写意画，比如前卫艺术！

一个艺术家到了成熟阶段，

已经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了，只

看观众个人爱好，喜不喜欢。 比

如说， 我喜欢买一点齐白石的

画， 却很少收藏黄宾虹的画；不

是黄宾虹的画不好，只是我不喜

欢。画家龙瑞把黄宾虹先生的风

格作了博大的演释， 很出色，我

也看得出龙瑞先生像位乐队指

挥，在宾虹先生的乐谱中作了现

代化的发挥，搞得很精彩，很动

人……

梅兰芳和程砚秋，我听的是

梅兰芳；没有人敢造谣说我黄某

人曾经说过程砚秋不好。

有人说多少多少个齐白石

抵不上一个鲁迅；这似乎是在说

十八个李逵打不赢一个张飞的

意思；张飞和李逵如活在一个历

史时期，倒是可以约个时间过过

手论论高低的，他们比武的可能

性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同是武人。

鲁迅和齐白石虽都是文化巨

人， 革命思想方面鲁迅了不起，

但鲁迅不会画画，齐白石画画画

得好， 革命的道理却谈不上，两

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各有成就，

比是不好比的。 就好像盐和糖都

于人有益，可谁都不会说二十五

斤零四两的糖比不上一斤盐。

厚弟的人物常作悲凉萧瑟，

让观者心情沉重； 也时见厚重鲁

莽如铁牛鲁达之类， 夹带着难以

捉摸的幽默点染， 这恐怕就要算

到父亲的遗传因子账上了， 父亲

这方面的才情影响过他的表弟沈

从文，自己的儿子自然不在话下。

二弟明年就八十了，尔我兄

弟在年龄上几乎是你追我赶，套

一句胡风先生的诗题作口号吧！

“时间，前进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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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7 日，第七届

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目录公

布， 我省作家肖江虹凭借 《傩

面》入围中篇小说奖提名。

《傩面》描写了傩村最后一

个傩面师最后的生命时光。主人

公秦安顺作为雕刻傩戏面具的

传人和傩村的引路灵童，在今人

与先祖、生者与逝者之间搭建了

一座灵魂往复的桥梁。作品首发

于《人民文学》2016 年第 9 期，

2017 年获第二届 “华语青年作

家奖” 小说奖主奖。 组委会给出

的获奖评语是：“采用民俗叙事

路径，记述了最后一个傩面师之

死，反映了贵州边地独特的文化

民俗景观和传统崩塌过程中的

世道人心。……作家采用魔幻现

实主义手法让时间流转，使先人

的往生与现实的关照完美融合，

达到了珍视生命而又溢出现实

的艺术效果。 ”

肖江虹 1976 年生于贵阳修

文，现任贵阳作家协会主席。 有

作品在 《当代》《人民文学》

《钟山》《中国作家》《天涯》

《山花》等刊物发表，部分作品

被 《小说选刊》《新华文摘》

《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等选载和入选各类选本， 著有

长篇小说《向日葵》。 曾获人民

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贵州

省政府文艺奖等。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时讯

肖江虹《傩面》

获鲁迅文学奖提名

本报讯 近日， 我省著名

诗人、 诗评家赵卫峰的诗评集

《变化：在本土道理与外地风水

之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 “中国作家协会少

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

目” ，是作者关于中国诗歌贵州

区域的诗评诗论选集。 该书立

足于个体视角、求真态度，围绕

新世纪以来黔地诗歌演进、诗

人状态及少数民族文学与诗歌

相关现象， 有效进行了个人性

理解和情理并重的持续体认，

行文客观真挚。 作者既是诗人

又是诗评者，置身诗歌现场，所

述融经验与情感为一体， 有较

强的现时感和参考价值。

赵卫峰，白族，70 后，诗人、

诗评家，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客

座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民族文

学与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 出

版诗集、评论集、民族研究集等

10 余部，主编出版有《中国诗

歌研究》《21 世纪贵州诗歌档

案》《高处的暗语·贵州诗歌》

《诗歌杂志》《端午》诗歌读本

等 10 余部文集选集。

（本报记者 郑文丰）

诗评家赵卫峰出版

贵州区域诗评诗论选集

本报讯 8 月 7 日，第 56 届

纽约电影节公布主单元完整片

单，黔籍导演毕赣执导的《地球

最后的夜晚》入围。该片日前成

为 2018 台北金马影展开幕片。

纽约电影节素以严苛的选

片标准而著称业界。 本届影展

主单元更是好片云集， 共入选

了来自 22 个国家的 30 部影

片。

纽约电影节官网如是介绍

《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以其

令人印象深刻的处女作 《路边

野餐》 已经完全验证了他的电

影潜能， 不仅可以实现精神空

间，也能传达生理感受。 至少我

们可以说，他的电影理想在《地

球最后的夜晚》 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实现， 这部具有黑色意味

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孤独的男人

（由黄觉扮演） 被失落和后悔

所纠缠。 它被一分为二：第一部

分是时间学的马赛克， 第二部

分则是一场夜行梦。 该片再次

以导演的故乡中国西南部的贵

州省为中心， 创造出了一部你

之前从未见过的电影， 尤其是

影片下半段那长达一个小时、

超越了地心引力的 3D 长镜头，

它让我们和主人公一起深陷于

迷宫般的城市景观之中。

（本报记者 郑文丰）

黔籍导演毕赣新作

入选纽约电影节

本报讯 记者获悉，“双姊

黑白” 贵州省首届室内乐音乐

季，将于 9 月 7 日至 9 月 29 日

在贵州师范大学（国际）音乐

厅带来 8 场室内乐音乐会。

据介绍，“双姊黑白” 室内

乐音乐季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

化厅主办，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承办， 贵州省演出有限责

任公司等协办，是 2018 多彩贵

州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音乐季由黔籍钢琴家谢亚双子

和旅德钢琴家、指挥家谢亚鸥，

联袂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的音

乐家及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室内乐乐团精选推出，包括《钢

琴重奏音乐会》《谢亚双子钢

琴独奏音乐会》《谢亚鸥钢琴

独奏音乐会———前奏曲之夜》

《马勒与中国———沈洋、谢亚鸥

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双姊

黑白” 钢琴二重奏音乐会》《小

提琴、 圆号、 钢琴三重奏音乐

会》《“亚洲与欧洲的音乐遥

望” 长笛与钢琴音乐会》《贵州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室内乐团专

场音乐会》八场音乐会。演出作

品从钢琴独奏、重奏、室内乐、

艺术歌曲到乐队， 从巴洛克时

期到近当代， 从欧洲作曲家到

亚洲作曲家， 涵盖了众多经典

作品。

据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院长刘媛介绍， 本次音乐季邀

请世界一流音乐家， 希望吸引

更多省内外的爱乐者前来欣

赏， 以引导提升大众音乐欣赏

水平。 同时，给贵州本土音乐家

搭建一个与大师交流学习的平

台，营造室内乐氛围，为音乐事

业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赵红薇）

我省首届室内乐音乐季

将推出八场音乐会

本报讯 8 月 11 日至 12

日，2018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非遗周末聚” 集中展演活动将

在多彩贵州文创园盛大举行。

此次活动以“传承非遗、文

化惠民” 为主题，共分为优秀节

目展演、地方戏展演、绝技绝活

展演、 银饰苗绣展销及比拼四

个专场。 贵州将奉献最为精彩

的“非遗” ，为省内外游客及贵

阳市民打造一个“看得爽、玩得

爽、吃得爽、购得爽” 的周末欢

聚盛宴。

据悉，现场将由全省 9 个市

（州）、27 个县（市、区）共同参

与 ，《侗族大歌》《苗族锦鸡

舞》《布依族八音坐唱》 等近

30 项国家级非遗和部分优秀省

级非遗项目一一亮相， 近百名

国家级、省级“非遗” 传承人现

场献艺，令人目不暇接；一百多

位银饰工匠、苗绣绣娘，将现场

比拼技艺， 奉上最为精致的银

饰、苗绣作品。 市民在参与制作

夜郎官窑（泥塑）、染织绣、傩

面具、 剪纸等非遗项目的过程

中，可深度体验其文化内涵。 另

外， 各地州市还将为大家带来

地方美食和农特产品。

（本报记者 刘辉）

“非遗周末聚”

本周举行大型展演

晨钟暮鼓八十年

■黄永玉

八月七日， 九十一岁高龄的著名画家黄永厚先

生在安徽合肥逝世。 他是黄永玉的二弟， 擅长中国

画，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代表作品有《九方皋》、

《渐江》、《桃源》等。 在八十岁那年，黄永厚先生仍

能流畅背诵大哥黄永玉先生十三岁从集美寄给他们

几个弟弟的诗。 他说，每次朗诵，鼻子都会感到一阵

发酸：

太阳刚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过着顽皮的景象

谨在此发表黄永玉先生十二年前，他为《黄永

厚画集》所写的序言《晨钟暮鼓八十年》，以此缅怀

黄永厚先生。

2008年，黄永厚（左二）与黄永玉（左三）合影。

黄永厚

黄永厚画作。

1931 年，七岁左右的黄永玉（左二）与黄永厚等弟弟在一起。

走近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