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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南窗挥翰———蔡显
良书法艺术展”在弘山书画院开幕，
蔡显良教授在书法展上， 将书法作
品《脊梁》 赠送给九旬抗战老兵黄
天，表达对抗战老兵的尊敬之情。此
次展览由湖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 暨南大学书法
研究所、弘山书画院联合主办，展览
至9月1日， 免费向书法艺术爱好者
开放。 ■记者 吴岱霞

“写作往生活的内心去，
画画往生活的兴味去。” 长沙
市文联主席何立伟谈到自己
写作与画画的关系时这样说。
近年来， 从在长沙举办的多场
文人画展来看， 从文学创作圈
子“玩穿越”，在书画创作上如
鱼得水的湖南作家还真不少。
当今的湖南作家为什么热衷于
涂涂画画？8月23日， 本报记者
为此采访了浮石、 黄晓阳等正
在玩这种“艺术穿越”的作家。

“不玩书画不能算文人 ”

记者在采访长篇小说《二
号首长》作者、著名作家黄晓阳
时， 他介绍：“在湖南省会的作
家当中，画画的除了浮石、何立
伟还有彭见明， 写字的除了我
还有王跃文、彭国良等。”作家
们要去画画、写字的缘由，在他
来看，要从中国传统观念中，大
家对“文人”一词的理解来进行
分析。“只会写小说而不会绘
画、书法就不能算是文人。”

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对
黄晓阳而言，小说也要追求布
局、画面感，色彩的浓淡等，与
追求字画的境界都是共通的。

“通过它们与世界对话”

长篇小说《青瓷》的作者、

著名作家浮石近年来浸淫绘
画，创作颇丰，提起画文人画的
缘由， 他自曝糗事，“有次参加
笔会活动， 座中王跃文等朋友
的字写得很不错， 我受了不少
启发。” 浮石有一定的美术功
底，便开始学习创作文人画。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痴迷、沉醉于
其中，在2014年举办了个人画
展， 他也算得上是湖南第一个
举办文人画展的作家。

浮石说，“对我而言，无论
是绘画，还是写小说、写剧本，
都是我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
式。”当然，相对而言，浮石更
喜欢用画作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创作一部长篇，你可能需
要一年的时间来进行构思和
写作，但一幅画，你可能几分
钟就能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
的看法。” 浮石说，“文人画能
让人产生联想，这种交流的方
式，直接、简单、令人心动，我
觉得更适合现在这种图文时
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文人画也是粉丝经济”

《艺术中国》主编、国家一
级美术师曹隽平告诉记者，目
前，湖南文人画还在一个小圈
子里存在， 收藏的人还较少，
文人画的市场培育需要一个
过程。

湖南作家热衷于绘画、书
法，是纯粹的喜欢还是市场的
追捧给了他们动力？

曹隽平认为：“作家们绘
画、 书法首先是个人爱好，之
后市场的刺激又加深了他们
的爱好。 从营销角度来说，认
可一个人才会认可他的产品，
这些著名的作家他们本身也
有很多粉丝，如果这些作家的
绘画、 书法又有一些味道的
话，那些经济条件好的粉丝自
然会追捧他们的绘画、书法作
品。现在湖南文人画还处于一
个起步阶段，刚开始，一平尺
的画价格在一千至数千元左
右，这样有利于这个市场的培
育。” ■记者 吴岱霞 薛琳

开学季马上就到了， 不如
趁着暑假的尾巴， 带孩子来玩
一场“格斗芭蕾”。8月25日起，
本报招募5对亲子体验击剑运
动， 内容包括60分钟的击剑礼
仪、文化讲解、装备的穿戴和使
用、实战动作教学等。读者可关
注“好玩俱乐部”微信公众号，
发送“击剑+姓名+电话”即可。
活动时间：8月27日晚7点半
活动地址：聚力冠军国际击剑运
动中心（长沙贺龙体育馆内）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王佳璇

湖南文人画走向市场

水墨中玩开的艺术穿越

去看成龙父母的爱情
24日，电影《三城记》在长沙提

前看片，导演张婉婷介绍，影片改编
自成龙父母的真实故事， 成龙看片
后十分感动，“他哭得稀里哗啦，因
为好多细节他以前也不知道。”《三
城记》 的故事发生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 刘青云饰演的道龙和汤唯饰演
的月荣的爱情路从安徽、 上海一直
追逐到香港， 该片27日将在全国上
映。 ■记者 袁欣

即日起至9月6日，“习习国风、
传世臻品” 中山红木全国巡展长沙
站在湖南湘才国际会展中心展销。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红木年度盛会
所有红木家具全部来自中国红木雕
刻艺术之乡———中山大涌， 甄选紫
檀、花梨、酸枝、乌木、楠木等名贵材
质，匠心打造，数量超过万件，总价
值过亿，其中包括桌、椅、床、柜等各
类家具。 ■记者 袁欣

中山红木巡展开展

蔡显良书法展开幕

邀5对亲子
玩“格斗芭蕾”

浮石于写写画画中怡然自得。 记者 田超 摄

公 告
湘 AGU682刘丰成：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已向你邮
寄《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因
信件未收取退回， 现我局向你
公告送达，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
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延长
扣押期限决定书》，逾期未来领
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
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8月 25日

遗失声明
长沙华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2 年 4 月 1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
0103000102443（2 -1）S 的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W1W93邓梓杰、
湘 ARS478吴次书：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延
长扣押期限决定书》， 逾期未
来领取，则视为送达。（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
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8月 25日

公 告
湘 AE256Y葛建红：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因
信件未收取退回， 现我局向你
公告送达，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
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
强制执行催告书》，逾期未来领
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
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8月 25日

公 告
湘 A2KW59孙培林：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已向你邮
寄《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因信件未
收取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送
达，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
内到我单位领取《延长扣押期
限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8月 25日

公告 声明

25 未 163 本科省湘雅医院娇美
柔顺让你心动的女孩 13677357652

41离个体老板美少妇有实力房车齐
征重责真心成家男 13142019199

48离孩对方正规单位宽房独住贤慧
有爱心征城乡上门男 13142022381

40离无孩 178省级单位房 2套阳光上
进博学多才征婚况不限女 82536102

59丧女成家收入稳定市中心独住房
无不良嗜好征外地女 13687300609

38单身贵族房车齐丰润艳丽性感韵
味寂寞身心盼君相约 15675858129

爱心驿站婚友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727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温馨小房招租
市中心左家塘华天望族苑内有
40m2 住房出租，装修设施全。
联系电话 13875869988（张）

◆本人征婚：女 34 岁丧偶温婉贤
淑顾家经济优寻感情专一善良
男为夫共发展有孩可 13600402029

遗失声明
仁康泰大药房星城店遗失商业
零售发票二张，号码：35542672、
35542674，声明作废。

品种齐，酒质优，无门坎，支持
大。 厂家热线：400-876-7719

贵宾尊酒诚招代理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
便，利率低，代缴工程保证金。
详询：028-68000098

资金雄厚 全国直投

坡子街旺铺招租
火宫殿旁门面，共两层 1000m2

T：85171180，13974853206 李总

自有大额资金 解决资金难题
专业为大中小型企业，煤矿、林
权、厂房设备、房地产开发等投
资贷款，区域不限招各地代理

投资首选 023-67765147
13350358600

大额资金 寻好项目
地区不限。 另：诚招商务代理。
安徽博航投资

林先生 13855121790
邮箱：13855121790@163.com

投资重点，地产，矿业，高科
技，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
联系人：沈经理 18019566100
邮箱：284575235@qq.com

安徽豪邦投资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招商 促销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赖克清债
现金高价收购债权合法清债
远大路东方芙蓉大厦 2 栋 2221
0731-85868986、15388950662

婚姻
调查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弘旺投资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矿山、房
地产、电站、种（养殖）、制造加
工、交通、学校、在建工程等，
100万起贷，区域不限，利率低，
放款快。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
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免代理费、零门槛、零风险、市
场买点大、利润空间高、产品招
省市县经销商。13975151668蒋

儿童智能手表招商
1、服装来料加工；护理服 ５0 万
件 １８.5 元/件。 2、木制品类;木
盘底 5 万只 245 元/只;锹把 50
万根 16元/根。 3、毛竹板 800万
片 1.5 元/片。 4、 铸造 8000 元/
吨，冲压件 1.2/片(有预付款)。
电话 0511-85990298白主任
单位:江苏镇江外贸进出口公司

急寻合作伙伴

������受委托， 我们定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38 在邵阳市城
北路白公城大酒店二楼多功能厅依法对下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
卖转让：标的：位于邵阳市双清区东风路 188 号门面三间（建筑面
积约 251m2， 即测绘图中户室 1001） 及二楼房屋（建筑面积约
238m2， 即测绘图中户室 2001）， 现店名为班尼路。 评估价为
1213.25万元，交易保证金为 1200万元，拍卖佣金保证金 42万元。

上述房屋资产均以现状拍卖转让，标的物的租赁人在同等条
件下对所租标的具有优先购买权，其建筑面积以产权过户时相关
部门实测核定并颁发权属证书登记的为准。

即日起开始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休），意向受让
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28 日下午 5:00 以前将相应标
的的交易保证金汇入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拍卖保证
金汇入到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并于 2015 年 9 月28
日下午 5:00 前持交款凭证、 有效身份证照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
心及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填写《意向受让申请书》并办理竞

买有关手续。 交易保证金以 2015 年 9 月 28 日下午 5:00 前到账
为有效。 详情请与我们联系，并请登录网站：www.sycqzx.com 邵
阳市产权交易信息网。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路 355号中国银行宝西支行二楼。
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邵阳市双清区邵水东路青龙王府 702号
联系电话：0739-2277622 13487979121 15873787976 (交易中心)
13973979039(转让方)
15873986333（拍卖公司）
监督电话：5322708 (市工商局)
5361976 (市国资委)
5430955 (市商务局)

资产拍卖转让公告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25日

遗失声明
湖南中科高教铭星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刘文）、发票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南山吉纽思幼儿
园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25702935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南方搏云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4年 10月 28日核发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IC 卡，代码
7903220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彭博武遗失由永顺
县工商局 2011年 6 月 21 日核发
的注册号码为：433127600070266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