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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才

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郭君飞书法印象

□钟全昌

上世纪70年代初，
欧阳智在平江县剧团
画舞台布景。我那时候
才十几岁，刚到剧团工
作，小的时候也爱写字
画画，但没有看到过这
么大的笔和这么多的
颜料 ，很高兴 ，一有空
就去帮先生画布景，用
公家的颜色来满足个
人的爱好， 很开心，也
很卖力。

不久先生调走了，
我便接他的班做了舞
台美工。后来先生调岳
阳市文联工作，仍旧画
画。 不巧我又做了他的同事。不
过我将画笔换成了钢笔， 写文
章。因艺结缘，几十年来，我们从
没间断过交流与切磋。

一眨眼欧阳先生便是古稀
之人了。许多文学作品形容一个
人的几十年，往往爱使用风风雨
雨、饱经沧桑之类的沉甸甸的句
子，但我心目中的欧阳智，却活
得很简单，而且思维敏捷、行动
利索，没有一点老态。几十年来，
他似乎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也只
做一件事———那就是画画。除了
画画， 他没有任何其他嗜好，喝
酒、打牌、钓鱼、洗脚、旅游等等
好玩的事情，在他那里，都不如
画画这般具有持久而新鲜的快
乐。如此执着痴迷，要不画好都
难。

欧阳先生性喜静、 爱整洁，
画家中很少有他这样干活办事
有条有理、干净整洁的，他用大
刷子涂抹几丈高的舞台景片，干
一天身上可以不溅颜色，而我等
上一阵就成了花脸。离开剧团后
的欧阳先生， 果然就专事工笔
画。他的选择是对的，一个人的
性情 、禀赋 、修养 ，直接决定他
（她）的艺术面貌。没有足够的耐
性、没有安静的心境、没有细腻
的表述， 是不能胜任工笔画的，
而这些恰恰是先生的长处，于是
他与工笔画结缘， 可谓一拍即
合，称得上是“佳偶天成”。

欧阳先生的大半生，在平江
的青山绿水中和洞庭湖的浩瀚

波涛间度过。山林是鸟
族富足和安全的故乡。
壮阔的东洞庭湖，是我
国著名的湿地，每年有
数十万只来自西伯利
亚的候鸟在此过冬。他
生活在一个鸟雀成群
的土地上，更是一个爱
鸟的人 ，我同他 ，曾经
穿着齐膝深的雨靴，在
变成了茫茫雪原的湖
州上艰难跋涉，然后长
久卧伏在雪地上，静静
地观察鸟族。鸟族的和
睦共处、 相亲相爱、自
由自在、 美丽快乐，令

他感动，也能够让他的心境干净
快乐。他选择鸟族作为工笔画创
作素材，其实也是选择了他灵魂
的落脚处。 花了几十年功夫敬
鸟、爱鸟、观鸟，能够知鸟性识鸟
音的欧阳智， 当然便有资格、有
能力、有底气画好鸟了。

欧阳先生画画 ，走的是 “野
路子”， 他没有机会进美术学院
学习，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
画家，更不会影响他画好画。“野
路子”的好处是艺术感知会更接
近本真和率性， 本真与率性，往
往是艺术品中最珍贵的部分。事
实上，老师是无处不在的，面对
一幅倾心的好画便如同见到了
老师， 足可悟出老师的妙处，何
须一间教室和一番言辞？十多年
前先生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读到
明代画家吕纪的工笔画后，爱不
释手， 回来就临摹他的作品，一
口气就临了5年之久。这样，在他
的花甲之年，完成了他的学院之
旅。

与生俱来的审美感和虔心
的艺术借鉴，长成了一个画家丰
满的双翼。低调、虔诚、坚定的欧
阳智，在古稀之年郑重拿出他的
佳作结集 、展览，我相信他给予
人们的感觉，不仅在画上，还会
在画外。画上，是温暖、是洁净、
是轻言细语、是含情脉脉、是细
腻丰盈、是巧工慢活。画外，是精
神、是毅力、是坚守、是严谨。一
个人设若这么去做事，没有什么
做不好的。

今年7月， 郭君飞满怀留恋
地结束了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书法文化研究院作访问学者的
生活， 其导师为欧阳中石先生。
写点字读点书不是什么大不了
的， 但能到欧阳先生门下作访
问学者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欧
阳先生已经80多岁，是我国著名
书法家、教育家、学者，也是国内
第一个带博士研究生的书坛泰
斗，郭君飞能进这个“门”，就是
老先生无言的肯定。

郭君飞幼家贫，自称是放牛
娃， 在初中语文老师的指导下
才得以接触毛笔， 到了师范才
逐渐知道什么叫书法， 之后一
拿起毛笔就再也放不下。 他成
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而且
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级书法中获
奖，并交流于台湾、日本及东南
亚各国。

郭君飞诸体皆有涉猎，尤以
隶书、行书为擅长。其隶书初习
汉隶《曹全碑》、《乙瑛碑》，根骨
纯正，得其方整和灵动，后来又
掺以汉隶中以朴厚为代表的
《张迁碑》、《鲜于煌碑》等，灵动
中见厚重。继而又从汉简、帛书
等广泛汲取营养， 更加丰富了
其隶书风格的包容性。 他勤奋
而又谦虚， 勇于披露不足和能
真心向人求教， 其坦荡为书界
同道所共赏。 郭君飞的行书亦
非常可观。其行书以集字《圣教
序》为根基，广泛临摹王羲之、苏
轼、黄庭坚、米芾、董其昌等历代
大家作品，逐渐形成了他“端庄
杂流丽，刚健寓婀娜”的爽朗风
格。其下笔狠辣稳健、纵横捭阖，
不假思索，须臾而就。

君飞的书法， 妙在收得拢，
放得开。 难能可贵的是 ， 他对
传统的汲取不是拘泥于描摹古
人字形， 或以亦步亦趋 、 完全
停留在承袭某一家风格的状态
而沾沾自喜。 “执象而求， 咫尺
千里”， 他对古人的经典作品 ，
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品读的
方法。 师古却不泥古 ， 他的书
法， 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深厚
的功底及对传统的继承 ， 然而
却又让人无法具体捉摸到是哪
一家或者哪一种风格 ， 能自立
面目却又紧紧地依托古人 。 在
动必举出 “坚守传统 ” 或 “创
新大于一切” 等理念大旗的当
下书坛 ， 郭君飞的书法状态 ，
却也证明了有一些人能真正沉
潜下来， 只是默默的践行着自
己对书写的理解。

东汉蔡邕曾言 ： “书者 ，散
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
后书之”， 侧面道出了书法是能
表达情怀的；而宋代大文豪欧阳
修则说“学书消日”，似乎更多是
把书法作为调节、娱乐生活的一
种方式。对于郭君飞来说，他的
理想、他的情怀，都一一付之于
书，而书法又是他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自称不可一日不作
书。 又自谓是60岁的年龄，40岁
的身体，20岁的心态， 全部得益
于书法， 羡煞我等书界同仁。古
人对书法家的品评，除了要有成
熟的技法和个人风格外，还在于
胸襟和涵养。更重要的是书法家
对世事道理、对古往今来的识见
和领悟，能做到“通会”。

通会之际 ，人书俱老 。其为
期不远矣！

导演徐克将《智取威虎山》改
编成一部 “拿着枪的武侠片”，据
悉该片拍摄将于今年年底启动。
出演了《英雄·喋血》之后的曾志
伟也对主旋律产生了兴趣，以经
典影片作为蓝本制作一部商业
主旋律电影成为他的心愿。是什
么样的艺术价值，让业内艺人纷
纷盯上了“改装”主旋律？从质感、
视听知觉以及叙事上看，主旋律
影片中，确实藏着大量“宝贝”。

《建国大业》：
从容开阔坐看历史风云

作为近年票房最好的主旋
律影片之一，《建国大业》开创商
业片环境下的新模式，改变了业
内对主旋律的看法，主旋律的定
位将不再是影片发行的障碍。

导演黄建新认为，跟票房相
比， 作品本身的突破意义更大。
他认为 《建国大业 》突破了其他
主旋律电影的框架 ：“今天我们
看待历史更从容 、更开阔 、更接
近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表现100多
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全让名演员
来演，这点尤为重要。”《建国大业》在
角度和题材上有创新，在领袖塑造上
更加人性化、生活化，此外之前很少
提到的历史秘闻都在影片中有所表
现。

《建党伟业》：
在史实和戏剧冲突间平衡

如何把一段历史变成一个好看的故

事，《建党伟业》 做得比 《建国大业》更
好。 它富有逻辑性的叙述 ， 显示出导
演在重现历史的同时又发掘出戏剧冲
突。

为了“好看 ”，影片也下足了功夫 。
导演黄建新说：“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

《建党伟业》镜头数跟《变形金刚 》差不
多 ，全片有2400多个镜头 ，所以故事进
展的节奏很快，不会闷场。”在这部严肃
题材的政治电影中，蔡锷等历史人物都
有爱情戏。黄建新认为电影应该有情感
的对比 ， 如果只拍历史还不如拍纪录
片。

《焦裕禄》、《杨善洲》：
真实与平凡更令人震撼

《焦裕禄》的出现，曾令当时观众感
叹主旋律也可以如此真实感人。从焦裕
禄治理当地风沙、盐碱地到最终病倒在
工作岗位上，催人泪下的情节以及泛情
化的手法，令观众自然接受了影片所需
要表达的主题，同时也信服了世界上确
实还有这样“大写的人”。

杨善洲， 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退
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
扎根大亮山种树扶贫。根据这个真实故
事拍成的电影《杨善洲》真实、平凡而又
震撼人心。主演李雪健称 ，自己顺着人
物原型走，演绎得真实自然 。有评论称
赞，李雪健的表现堪称 “灵魂附体 ”。电
影配乐也十分精彩到位，牧歌一样的缥
缈女声吟唱营造出大亮山的神秘气息，
为影片增色不少。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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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有多远？对一个愿意深度交流
的文化人来说是“零”距离。

不了解 ，是因为没有交流 ；了解不
透，是因为没有深度交流。

关兰 ，一个生在香港 ，长在台湾的
艺术家，只身深入瓷城一年多 ，创作出
了许多令人神往赞叹的作品。只是令人
有一丝困惑：是什么促使她放下安逸习
惯的环境 ， 来到这个陌生又孤单的地
方？

初冬的一个午后，与关兰相约在醴
陵的创作室内，听她谈艺术 ，看她当场
作画。渐渐明白：是致力于两岸文化艺
术深度交流的心愿，是釉下五彩的独特
魅力。

隔山画艺 一脉相承

关兰上世纪50年代生于香港，父亲
关保民是隔山画派的重要传承人，能书
擅画并工诗。其牡丹，浑融潇洒，意态闲
雅，别具风格，被称为香港画坛“三绝牡
丹王”。

隔山画派为广东隔山老人居廉创
立，是岭南画派的源头。关保民与岭南
派大师关山月同是广东阳江人，不仅在
艺术上同气连枝，而且还同宗 ，按辈分
算，关兰称关山月为二伯 ，绘画也受到
过二伯的提点。

漠阳二关一个是“牡丹王”，一个画

梅堪称一绝，两人惺惺相惜 ，并曾有过
一次惊艳的合作。 那是1992年的重阳，
关保民首次回到阔别50多年的家乡阳
江，并受市政府邀请 ，与关山月一道即
席挥毫牡丹墨梅图， 一时传为佳话。关
保民先画牡丹，关山月后补墨梅 。梅花
与牡丹开花的时令是不在一起的，这其
实是漠阳二关借花隐喻 。 关保民题诗
曰：“相逢空负几番风 ， 缘隔参商恨靡
穷 。 谷雨我来君已去 ， 小寒君至我途
中。”

在艺术上， 关兰自小跟着父亲习
画， 深得隔山画派真传，19岁时负笈台
湾师范大学美术系， 受教于林玉山、罗
芳、梁秀中等著名教授 ，打下了坚实的
美学基础。早年，父女俩在台湾、香港开
过不少联展，其导师林玉山曾这样评价
关兰，“所学除于师大外， 多得自家传，
且似有胜蓝之概。”

关兰毕业后先是执教，上世纪80年
代，她在台北创办了隔山画馆 ，该画馆
从理念上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台湾画廊，
它率先沟通两岸的文化信息。

1988年 ，隔山画馆举办 《岭南四大
家赵少昂、黎才雄、关山月、杨善深合作
画展》，开启两岸绘画艺术交流的先河，
之后，又举办了《吴冠中个人画展》、《第
八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展》等重要展览
数十个，为业内所瞩目。

2000年以后，关兰在上海主持成立
了海上山艺术中心， 举办了 《新境·心
镜———海峡两岸水墨艺术家联展》、《上
海世博会523两岸交流画展》 等一系列
展览，当之无愧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
使者。

多年从事两岸交流和举办展览，在
文化艺术领域的积淀与养成，开拓了她
独到的眼界和宽阔的视野，投射到釉下
五彩瓷的创作上，绚丽多姿，与众不同。

瓷绘天地 创意无限

在醴陵金煌瓷艺的顶楼，关兰有一
间独立的创作室。创作室不大 ，也很简
单，但充溢着浓烈的艺术气息。地上、桌
上、架上都摆放着各种瓷瓶，有成品、半
成品，也有素胚，器形各异，让人目不暇
接。关兰穿上方便工作的大围兜 ，正在
那一堆瓶瓶罐罐中忙活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泡成长的关
兰，温婉尔雅，柔声曼语，春风拂人 。操
着一口略带港味的国语 ， 关兰款款道
来：“去年我偶然来到长沙，偶然接触到
釉下五彩瓷 ， 就与釉下五彩瓷一见钟
情。 瓷绘艺术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让
我越画越爱，越画越放不下。”

早年 ， 她就随父亲接触过艺术瓷
绘， 也多次去过台湾的陶瓷中心莺歌
市，对陶瓷可谓并不陌生 。但当关兰接
触到醴陵的釉下五彩瓷时，立即被白如
玉、明如镜、声如罄、薄如纸的瓷质所吸
引，于是放下手头所有工作 ，前来醴陵
深入了解。

在金煌创作的一年多时间内，关兰
完美地解决了两个问题：颜色与温度的
掌控，画面与器形的结合，当然，这个过
程绝非坦途，充满了探索的艰辛。

釉下五彩工艺是颜料覆盖在釉下
于摄氏1370度烧制而成，复杂的高温化
学反应会使颜料发生变化，而偏离作者
的最初设想。不同的颜料 ，其发色力度
与渗透性又往往不同。关兰通过上百次
的反复实践、琢磨，终于过了工艺关，熟
练掌握了各种颜料的发色特性，尤其对
常人难以驾驭的粉红 、土黄 、紫色等运
用很有心得，更使其作品魅力独具。

瓷器是立体的， 不同于平面宣纸，
所以在画面结构上，区别很大 。如何使
画面适合于器形结构，历来是陶瓷艺术
家所探讨的重要课题 。因为是 “半路出
家”，也没有在内地成长，所以她没有诸
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反而能突破藩篱，
无拘无束，率性本真，自成一派。

关兰的造型能力非常强，艺术感悟
超群，加上隔山画风又与醴陵瓷质的细
致洁白非常相契合， 所以任何器形，再
平凡普通，只要到了关兰手里 ，经她构
图描画，立马流光溢彩，器形与画面、色
彩都异常完美和谐。

她的作品题材广泛， 兼工带写，构
图疏阔有致，动静相和，放中有细，笔下
的游鱼 、蝴蝶 、秋虫栩栩如生 、造型精
准，菊花、凌霄、牡丹等花卉艳而不俗 ，
娇而不媚，与釉下五彩的温润水灵相得
益彰，堪称艺术精品。最令人叫绝的是，
关兰总会配上几句精妙的题款诗，更将
画中的意境悠然烘托，总能触动人的心
绪，令人击节赞叹。举个例子：许多画鱼
题字都是鱼乐图，但关兰在她的桃花鲤
鱼瓶却题诗：游鱼逐浪感浮沉 ，兴替人
生阅古今，何似溪山诗隐去 ，桃花流水
伴清吟。

深厚的家学 ，扎实的功底 ，超凡的
艺术创造力,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以及数
十年创作与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沉淀，
都如同在地壳中奔腾不息的岩浆，碰到
釉下五彩，喷薄而出，光芒万丈。

放下浮夸 深度交流

金煌瓷艺公司是醴陵艺术瓷中的
翘楚，据总经理陈志强介绍 ，这几年不
断有艺术家或个人或团体慕名来交流，
却大多数都是蜻蜓点水式的制作一些
作品，当然也有偶然意外的佳作 ，但大
多数没有发挥釉下五彩的丰富内涵，甚
为可惜。

确实，毋庸讳言 ，现在大多数的交
流都会停留在表面， 譬如现场作作画，
办办展，进行学术研讨等 ，而关兰是不
一样的。她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索

性在醴陵赁屋而居，真真切切地一头扎
了进来，锲而不舍地钻研 。她经常长时
间地呆在制陶工作间 ，观摩学习 ，并与
醴陵的陈扬龙、孙新水等国家级大师交
流，从中受益颇多 。而她的技法与创新
也给传统的釉下五彩以新的启迪，带来
了一些探索和改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两岸文化深度交流。

著名陶瓷专家、文化部艺术品评估
委员会委员田申如是评价 ：“关兰给醴
陵艺术瓷开创了一种新貌，在她身上体
现出台湾艺术家的严谨工作态度和卓
越的艺术创造力，无愧海峡两岸文化艺
术交流的典范。”

随着创作的深入，这种交流在进一
步的发芽、开花：

10月，“关保民百岁诗画展暨关兰
釉下五彩瓷绘展 ”在香港举办 ，盛况空
前。香港艺术界尤其对关兰的釉下五彩
瓷艺术高度关注，好评如潮。

在11月4日刚刚结束的第16届上海
艺术博览会上， 关兰的作品大受欢迎，
不仅现场就全部售出，而且有机构邀请
她到上海办专展、开研讨会。

知道关兰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
将隔山一脉的画艺，尤其是父亲自创的
一些家传技法发扬光大，让台湾与大陆
的艺术更好地交流与融和，将釉下五彩
艺术推介到台湾去 。“台湾的艺术之根
在大陆，越深入，收获越大。”现在，她找
到了一个绝佳的创作载体———釉下五
彩瓷，她这样深情的投入 ，定能开创出
一片艺术瓷绘新篇章。

期待关兰，期待她将带给我们的更
大的惊喜。

人物聚焦

深度交流“零”距离
———访台湾画家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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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徐克将《智取威虎山》改
编成一部 “拿着枪的武侠片”，据
悉该片拍摄将于今年年底启动。
出演了《英雄·喋血》之后的曾志
伟也对主旋律产生了兴趣，以经
典影片作为蓝本制作一部商业
主旋律电影成为他的心愿。是什
么样的艺术价值，让业内艺人纷
纷盯上了“改装”主旋律？从质感、
视听知觉以及叙事上看，主旋律
影片中，确实藏着大量“宝贝”。

《建国大业》：
从容开阔坐看历史风云

作为近年票房最好的主旋
律影片之一，《建国大业》开创商
业片环境下的新模式，改变了业
内对主旋律的看法，主旋律的定
位将不再是影片发行的障碍。

导演黄建新认为，跟票房相
比， 作品本身的突破意义更大。
他认为 《建国大业 》突破了其他
主旋律电影的框架 ：“今天我们
看待历史更从容 、更开阔 、更接
近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表现100多
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全让名演员
来演，这点尤为重要。”《建国大业》在
角度和题材上有创新，在领袖塑造上
更加人性化、生活化，此外之前很少
提到的历史秘闻都在影片中有所表
现。

《建党伟业》：
在史实和戏剧冲突间平衡

如何把一段历史变成一个好看的故

事，《建党伟业》 做得比 《建国大业》更
好。 它富有逻辑性的叙述 ， 显示出导
演在重现历史的同时又发掘出戏剧冲
突。

为了“好看 ”，影片也下足了功夫 。
导演黄建新说：“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

《建党伟业》镜头数跟《变形金刚 》差不
多 ，全片有2400多个镜头 ，所以故事进
展的节奏很快，不会闷场。”在这部严肃
题材的政治电影中，蔡锷等历史人物都
有爱情戏。黄建新认为电影应该有情感
的对比 ， 如果只拍历史还不如拍纪录
片。

《焦裕禄》、《杨善洲》：
真实与平凡更令人震撼

《焦裕禄》的出现，曾令当时观众感
叹主旋律也可以如此真实感人。从焦裕
禄治理当地风沙、盐碱地到最终病倒在
工作岗位上，催人泪下的情节以及泛情
化的手法，令观众自然接受了影片所需
要表达的主题，同时也信服了世界上确
实还有这样“大写的人”。

杨善洲， 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退
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
扎根大亮山种树扶贫。根据这个真实故
事拍成的电影《杨善洲》真实、平凡而又
震撼人心。主演李雪健称 ，自己顺着人
物原型走，演绎得真实自然 。有评论称
赞，李雪健的表现堪称 “灵魂附体 ”。电
影配乐也十分精彩到位，牧歌一样的缥
缈女声吟唱营造出大亮山的神秘气息，
为影片增色不少。

导演徐克将《智取威虎山》改
编成一部 “拿着枪的武侠片”，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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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将不再是影片发行的障碍。

导演黄建新认为，跟票房相
比， 作品本身的突破意义更大。
他认为 《建国大业 》突破了其他
主旋律电影的框架 ：“今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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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人性化、生活化，此外之前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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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建党伟业》 做得比 《建国大业》更
好。 它富有逻辑性的叙述 ， 显示出导
演在重现历史的同时又发掘出戏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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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黄建新说：“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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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政治电影中，蔡锷等历史人物都
有爱情戏。黄建新认为电影应该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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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 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退
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
扎根大亮山种树扶贫。根据这个真实故
事拍成的电影《杨善洲》真实、平凡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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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李雪健的表现堪称 “灵魂附体 ”。电
影配乐也十分精彩到位，牧歌一样的缥
缈女声吟唱营造出大亮山的神秘气息，
为影片增色不少。

导演徐克将《智取威虎山》改
编成一部 “拿着枪的武侠片”，据
悉该片拍摄将于今年年底启动。
出演了《英雄·喋血》之后的曾志
伟也对主旋律产生了兴趣，以经
典影片作为蓝本制作一部商业
主旋律电影成为他的心愿。是什
么样的艺术价值，让业内艺人纷
纷盯上了“改装”主旋律？从质感、
视听知觉以及叙事上看，主旋律
影片中，确实藏着大量“宝贝”。

《建国大业》：
从容开阔坐看历史风云

作为近年票房最好的主旋
律影片之一，《建国大业》开创商
业片环境下的新模式，改变了业
内对主旋律的看法，主旋律的定
位将不再是影片发行的障碍。

导演黄建新认为，跟票房相
比， 作品本身的突破意义更大。
他认为 《建国大业 》突破了其他
主旋律电影的框架 ：“今天我们
看待历史更从容 、更开阔 、更接
近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表现100多
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全让名演员
来演，这点尤为重要。”《建国大业》在
角度和题材上有创新，在领袖塑造上
更加人性化、生活化，此外之前很少
提到的历史秘闻都在影片中有所表
现。

《建党伟业》：
在史实和戏剧冲突间平衡

如何把一段历史变成一个好看的故

事，《建党伟业》 做得比 《建国大业》更
好。 它富有逻辑性的叙述 ， 显示出导
演在重现历史的同时又发掘出戏剧冲
突。

为了“好看 ”，影片也下足了功夫 。
导演黄建新说：“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

《建党伟业》镜头数跟《变形金刚 》差不
多 ，全片有2400多个镜头 ，所以故事进
展的节奏很快，不会闷场。”在这部严肃
题材的政治电影中，蔡锷等历史人物都
有爱情戏。黄建新认为电影应该有情感
的对比 ， 如果只拍历史还不如拍纪录
片。

《焦裕禄》、《杨善洲》：
真实与平凡更令人震撼

《焦裕禄》的出现，曾令当时观众感
叹主旋律也可以如此真实感人。从焦裕
禄治理当地风沙、盐碱地到最终病倒在
工作岗位上，催人泪下的情节以及泛情
化的手法，令观众自然接受了影片所需
要表达的主题，同时也信服了世界上确
实还有这样“大写的人”。

杨善洲， 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退
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
扎根大亮山种树扶贫。根据这个真实故
事拍成的电影《杨善洲》真实、平凡而又
震撼人心。主演李雪健称 ，自己顺着人
物原型走，演绎得真实自然 。有评论称
赞，李雪健的表现堪称 “灵魂附体 ”。电
影配乐也十分精彩到位，牧歌一样的缥
缈女声吟唱营造出大亮山的神秘气息，
为影片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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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关兰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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