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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岁末影坛，冯小刚又着实火了
一把。冯小刚执导的《私人订制》上映10天票
房已突破5亿元， 但有关影片的评价却引来
诸多争议，不时有影评人抛出恶评。对此，冯
小刚终于发声，他连发7条微博，在高调肯定
《私人订制》的同时，还激烈炮轰影评人，引
发强烈质疑。

1997年的 《甲方乙方》 是开山经典，而
2013年的《私人订制》，同样是造梦，从观众
的反应来看，却像是重复自己，拾自己牙慧。
无论王朔，还是冯小刚，《甲方乙方》之所以
让很多人津津乐道， 还是因为它是原创，至
少在大陆电影里，它是头一遭玩梦想成真的
创意。 1997年的片子，现在看来，虽然画面比
不上现今任何一部喜剧电影的视效，但开场
故事便相当精彩，里边的场景有些《三毛从
军记》的那种黑色幽默，片中传递的道理很
足，小到家庭，大到哲学层面的人生理想，也
可谓异彩纷呈，但无一例外都接地气。

再看《私人订制》，模式还是那个帮人实
现梦想的模式，好梦一日游变成了好梦实现

为止。影片是想给所有非权非贵的普通老百
姓来一次好梦一日游，满足他们对贪官的痛
恨，满足他们对一日变土豪的憧憬。 台词设
计承接了王朔和冯小刚一贯的京味儿幽默，
演员表演起来也是驾轻就熟，这本就是冯氏
幽默最擅长的部分，因而也最出彩。 个人认
为戏谑和讽刺才是冯氏喜剧的精髓，看他的
电影犹如听相声般过瘾。但尽管“味道”还是
熟悉的味道，只是还差最后一点无以言表的
劲儿，使得本片更加有种笨拙的、刻意为之
的幽默。特别是剧情设置里那些会所、豪宅、
豪车， 让人物的梦想实现变得非常简单，只
要花钱就行了。宋丹丹这贵族范儿从很早以
前就在冯导的书里看到过，变成剧情后一点
不觉得有趣，似乎只是完成了王朔和冯小刚
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订制。

与最近受追捧的某些国产片相比，冯氏
喜剧作品的优雅与品位是明显摆在那里的。
与那些电影工业的淘金者相比，冯小刚与王
朔的作品不煽情、不粗俗、不恶搞，从一定意
义上提供了一种对现世众生的观照与悲悯。

虽然仅是部搞笑的贺岁片，仍难掩其直面现
实的锐气。 从这一点来讲，《私人订制》根本
不迎合观众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故事只是为
了完成对现实的多重批判本身。观者喜欢不
喜欢，情节是否适合世俗审美，无所谓。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故事结构，三段式
的故事结构，是一种中国数千年以来一贯的
传统叙事结构的当代转化。不知道是不是王
朔迷恋古典笔记小说的缘故，无论鬼狐神佛
还是魑魅魍魉，都带着各自的欲望，统统化
作了人形来到人间， 分布在每个故事之中。
将电影中这些人的欲望化做《聊斋》中的鬼
狐，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电影的叙事思
路也很有点像《三言两拍》：“只言人间荒谬，
不论孰是孰非；佛心道义，用心良苦。 ”这样
的叙事结构以及手法不是纯西方的或者后
现代的，只是略微相似而已，归根结底还是
一种对东方叙事传统的一种当代书
写。

无论如何 ， 从1997年到2013年 ，
如果影片单纯依靠东拼西凑的段子，

似是而非的道具以及莫名其妙的对白来造
梦， 已经很难打动观众。 最后道歉的段落，
有葛优一句 “我有一辆车 ” 的黑色幽默 ，
应该算是本片最大的败笔， 远远不如 《甲
方乙方》 里最后一句台词 “1997年过去了，
我很怀念”。

———胡立伟2013中国画展随想
□杨 丹

四艺皆美胡立伟， 远山回望余韵长。
2013年12月28日至2014年1月28日， 远

山回望———胡立伟2013年中国画作品展在湖
南千年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展出。 诗、 书、 画、
印四艺皆精的我省著名画家胡立伟， 又向公
众展示了30多幅全新力作。 在这些作品中，
诗人的情怀、 书法的功底、 篆刻的留白、 绘
画的语言， 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三湘画坛， 胡立伟是为数不多的真正
诗、 书、 画、 印四艺皆通者。 其书画师从大
家， 法度严谨； 其印曾被著名画家黄永玉称
赞： “好快刀”。 这批新作， 总体延续了他的
一贯风格， 依然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人
画的气息， 诗、 书、 画、 印完美结合， 相得
益彰， 令人悠然神往。

但细品之， 则亮点四溢。 作品充满了水
墨的张力和韵致， 语境非常丰富。 笔墨精神
还是以传统为主， 如线条的勾勒， 水墨的晕
染； 但在表现手法上， 更多考虑了当代人的
审美需求， 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关注当下
等。 而且笔墨更加自由， 逐渐摆脱客观真山
真水的束缚， 更注重心灵的写照， 内心的独
白。

这些艺术创作中的变革与突破， 集中体
现在 《回望远山》 这幅作品中。 空旷的田野，
黝黑的泥土地， 一棵枝桠茂密的大树昂然独
立。 大树的背后， 是三抹穿透阴云的柠檬黄，
柠檬黄一抹亮似一抹， 延伸向远方， 一直隐
没于天边那黛色的山峦。 作品抽象而现代，
内涵丰富， 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很多人看后
都很有共鸣， 可以从中找到自己。 确实， 那
是一棵树， 可更像一个人， 一个充满着独立
人格和顽强精神的人。

“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 这是胡
立伟一直秉持的人生态度。 这让他虽寄情山
水， 但不忘使命。 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对社
会与自然的关注， 洋溢着蓬勃的向上力量。
层峦叠嶂， 染香带露， 气韵涌动， 物我两忘；
有雅趣， 有气度， 有梵音， 有品格。

“不能重复自己， 不能重复自己的作
品”。 这是胡立伟对自己的要求。 因而， 他每
幅作品的造境都是不同的。 同样画月， 水中
月清丽婉约， 山中月沉郁顿挫； 同样画山，
有的壮阔雄奇， 有的灵动飘逸。

继承和发展， 是言及艺术的一个永恒话
题。 能在知天命之年仍孜孜探索， 求新求变，
胡立伟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胡立伟， 1956年生于长沙， 现为国家
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画院副院长、 湖南省
书协副主席， 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展览。）

让画面 起来
□陈飞虎

认识姜铁山已有7个年头了。 记得第一
次见面是在2007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
子， 我受邀相聚于三亩地画廊， 10多位画
家将新近创作的100多幅作品摆在地上， 大
家相互切磋技艺。 其中姜先生的作品让我
眼睛一亮： 色彩响亮明快、 笔触铿锵有力、
构图耐人寻味、 形式别有风格。 打从那时
起姜铁山的名字在我脑海中成为了一个抹
不去的符号。

这些年， 常有机会去姜铁山家里做客，
每次去时他家总是聚集了许多人， 他们当
中有画家、 摄影师、 诗人。 大家谈家事、
说国事， 更多的是聊艺术。 在那种场合里，
大家谈得自在、 说得轻松、 聊得忘乎所以。
姜铁山家住顶层， 复式楼房， 楼上楼下挂
满了画， 简直就是一个个人美术馆。 作品
中有静物画， 也有风景画， 更多的是人物
题材， 看得出姜先生一直没有停止画笔。
这种在艺术园地中不停探索与耕耘的精神，
在这样一个充满浮躁与功利的年代实在难
能可贵！ 是他几十年淡然无争的处事方式
和专注的艺术追求， 才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如果看他的作品， 你一定不会想象到
他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因为他的作品
总是带给我们阳光与活力的冲动以及色彩
与构成的畅想。 姜铁山受过印象主义画家
色彩观的影响， 也研究过如何使画面亮起
来的技法理论。 在他撰写的文章中， 在他
与画友的交流中， 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反对
作品的阴暗与晦涩， 他忌讳古典主义惯用
的黑色调与“酱油” 色调， 主张“让画面
亮起来！” 从他的作品中， 不难看出其言行
一致的创作态度。 每每读他的画， 让我们
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控制的青春律动， 同时
也让我们获得一种正能量的审美提升。

金庸的作品，翻拍一次毁一次。《天龙
八部》被翻拍了好多次，比较几部天龙八
部，多数网友认为1997版的最经典，2003
版的演员长相超正，2013版的确实雷翻
人。 有网友说：“毁掉一部武侠经典的最
好办法就是把它拍成偶像剧。 ”

2013年岁末， 新 《天龙八部》 在湖
南卫视开播。 该剧改编自金庸武侠经典
作品， 加上钟汉良、 金起范、 张檬、 韩
栋等阵容， 吸引了不少观众。 不过， 第
一集上演， 立刻遭遇疯狂吐槽———饰演
段誉的韩国演员金起范让人感到莫名其
妙， 木婉清则被吐槽蒙着黑色蕾丝内裤，
马夫人色诱乔峰过于写实……网友表示，
这不是武侠片， 这是一部“天雷滚滚”
的神话剧和魔幻。 但是， 这并不影响它
的收视率， 新 《天龙八部》 首播收视率
2.57%。

对于《天龙八部》的剧情，观众有不少
不满。在首集中，马夫人自恃美貌，趁乔峰
在浴池疗伤挑逗对方，上演原始诱惑。 乔

峰在替老帮主守灵期间马夫人再次勾引
对方，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观众表示“过
多了”。

在多个版本的《天龙八部》中，不管是
谁演段誉都能赢得观众喜爱，这次起用韩
国明星金起范出演段誉，能否克服文化障
碍成功演绎腼腆淳朴的翩翩佳公子，让观
众好奇。 该剧播出后，有不少观众表示对
他的表演不适应，“在《天龙八部》里看到
金起范， 就一直产生这是一个韩剧的幻
觉！看到其他演员，我才会突然醒悟，原来
这是一个武打古装剧！ ”

而网友“扒皮王”更是在微博晒出一
组金起范饰演段誉的造型剧照，并称：“那
么多年轻帅气的演员不用，却偏偏选了个
最丑最不合适的韩国演员来演段誉，金起
范的这张脸看起来如此油腻、 臃肿且僵
硬，段誉原有的风流倜傥、活泼灵动在这
部戏里变得如此邋遢、呆滞、木讷，一袭白
衣飘飘的美感也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
苍蝇绿……真是史上最丑段誉！ ”照片中

的段誉一身墨绿的长袍， 一副俏皮的表
情，有着婴儿肥的脸。 网友直叹：“公子你
为何不是白衣飘飘， 而要裹一身苍蝇
绿？ ”

而出品方华策影视则在官方微博为
“木婉清” 平反：“昨晚播出戴面纱的婉妹
好像有点争议， 俺来帮段公子揭开面纱，
如此明艳的婉妹你们还不喜欢吗？ ”并放
上了一张红衣木婉清的照片。 不过，网友
并不买账，网友“晓猫喵”表示：“说实话，
还真是不好看， 没看到清纯光看到妖艳
了，哎，真是无力吐槽了。 ”

网友“Miss-Crazy”：昨天看了新《天
龙八部》， 被段誉伪娘十足的劲儿给吓到
了，被钟灵绿衣紫唇一副妖精中毒的扮相
给吓到了，被段誉钟灵一碰面就水下人工
呼吸的戏码给吓到了，被康敏的胸器给吓
到了，被神仙姐姐一坨屎似的生化感塑像
给吓到了，被木婉清的蕾丝情趣面罩给吓
到了，被类似《好汉歌》般的片尾曲给吓到
了。

网友“阿思女王”：新翻拍的《天龙八
部》果然没辜负我的期望，很雷人。

像新《天龙八部》这样的眼球效应高、
口碑效应却寥寥的武侠剧层出不穷，武侠
剧想要再现当年的那股侠义精神与文化
味道，恐怕任重道远。

回望远山 胡立伟 作

惟楚有才

远山回望

影视聚焦

□刘英杰

冯氏喜剧：只言人间荒谬
不论孰是孰非

艺林撷英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荧屏看点

新《天龙八部》雷翻观众
□木华

李铎 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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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峰滴翠浥千畴，
彩练横空五色秋。
百里江涛筛明月，
一轮红日照金瓯。

仰观星宇穿云汉，
俯瞰桑田拥碧丘。
指点江山碑记永，
复兴圆梦壮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