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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
程”奖已经落下帷幕，湖南省有电视连续
剧《毛泽东》、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湘
剧《谭嗣同》等5部作品获此殊荣。这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
从这些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中，我们可以
得到哪些启迪呢？

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
的优秀作品。这使我想起诗人雷抒雁曾经
在一次谈话中，不无感触地说：现在会写
情歌的人很多，但能写“国歌”、“战歌”的
人却很少。其言外之意就是，文艺创作要
警惕和时代与人民生活相脱离的倾向，要
始终不忘奏响时代的主旋律。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有个题材选择的
问题。我们提倡题材多样化，不搞“题材决
定论”，但也不赞同“题材无差别论”。露珠
毕竟不同于大海。情歌与“战歌”不是一码
事———遑论“国歌”！大题材与小题材，大
视野与小视野，大情怀与小情怀，还是有
区别的。值得自豪的是，在中国现代音乐
史上，写出《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今天
的《国歌》歌词（田汉作），和创作《游击队
歌》、《嘉陵江上》（贺绿汀作） 等不朽之作
的艺术家，都是湖南人。他们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

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传统
和深厚的革命文化传统。丰富的红色资源
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富矿。从湖湘历史
文化， 特别是从红色资源中开掘重大题
材，抓住好的创意精雕细刻，塑造人民领

袖和三湘英烈的典型形象， 一直是文艺
“湘军” 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 在这届
“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依然是湖南获奖作
品的一大亮点。它说明，我们的文艺创作
擅长于从大处、从本土取材，这个路子是
对的。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单是题材好，
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他强调，在表
现技巧上，“方法不妨各异， 而依傍和模
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宋代诗人陆游也
说过：“文章最忌百家衣。” 文艺作品叫做
创作，创，就是创造、创新的意思。“艺术贵
在独创 ”，墨守成规 ，拾人牙慧 ，趋同 、重
复、跟风、扎堆、克隆都是没有出息的。一
切有抱负、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都应当是

精神文化的“哥伦布”，他们的使命永远是
探索、发现、开拓、创新。当今时代，人民大
众对阅读和审美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
求，艺术家只有努力提高原创能力，不断
地超越前人、超越自己，敢于而又善于创
新，才能赢得广大读者和受众的喜爱。

什么是艺术的独创性呢？德国大文豪
歌德有个解释：“独创性的一个最好标志
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
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
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东西 。”（爱克
曼：《歌德谈话录》）这就是说，你要尽可能
地拿出 “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
的绝活儿，使人感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自
己阅读和审美的诉求。电视连续剧《毛泽
东》的创作就是一个好例子。

以开国领袖毛泽东为题材的影视作
品不胜枚举，而且优秀之作也不少。但50
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却以独特的理念，
恢弘的气势，史、思、诗相融合的全新的电
视剧语言，深度书写、全景式地展示了毛
泽东从童年时代到领导建立新中国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在荧屏上塑造了
一个独放异彩的“人民领袖”的形象。剧作
把毛泽东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描
摹出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有真情、有大
爱的活生生的“人”。评论家都赞扬这是一
部“有温度”、有重大突破的伟人传记经典
之作，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
斗争的壮美史诗。

同样，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也是一
部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作。它从文坛“逸事”
着墨，从人性人情深处开掘，着力表现两

颗伟大心灵的共振，在银幕上谱写了一曲
讴歌伟人风范和世纪情缘的红色乐章，给
观众以异样的审美享受。

创新，不但要有“勇开风气之先”的胆
量与气魄，而且要有锲而不舍、十年磨一
剑的艺术追求精神。湘剧《谭嗣同》从2003
年初演，2010年重新创作， 到2013年进一
步加工提高，直至今天打造成戏曲舞台艺
术的精品，足足经历了10年以上的艰难经
营。据云，扮演谭嗣同的知名演员邵展凡
为了创新唱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九
场是全剧的重头戏，有一段唱词长达70多
句，他反复琢磨，采用多种板式，运用不少
花腔，达到珠圆玉润、字字铿锵、声情并茂
的审美效果，终于成功地塑造了这位“我
自横刀向天笑”、 视死如归的维新志士的
光辉形象。每当演到这里，观众都报以雷
鸣般的掌声。

一言以蔽之， 这些获奖作品启示人
们：题材是创作的基石，而创新则是成功
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
工作者要志存高远， 随着时代生活创新，
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实践证明，
好的题材为精品生产提供了素材和条件，
但要从选取的题材中开掘、提炼出好的创
意和主题，并把它打造成精品力作，仍然
需要作家艺术家秉持崇高的艺术理想和
艺术追求精神，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语
言风格和表现技巧、手段等各个方面力求
创新，再创新。

创新， 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最大特
征，也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创新：文艺创作永恒主题
□胡光凡

文艺评论

□吕运涛

站 在 宝 岛 台 湾 的 最 南
端———垦丁的礁石上， 海天相
连、风大浪急。一阵狂风袭来，
遮阳伞的撑杆打在我的眼镜
上，一只镜片落入礁石丛中，几
位同行俯下身子帮助寻找，台
湾朋友老耿跳下礁石， 反复搜
索，仍不得见！脑海里突然掠过
一丝灵动， 也许这是让我———
尚留一目看宝岛。

别怪
鹅銮鼻的礁石纵横
别怨
太平洋的风力强悍
也许是
与这片土地心有灵犀
也许是
与这里亲人多份挂牵
无论海峡有多宽
血脉总是紧紧相连
无论海水有多大
亲情总是无法冲淡
尚留一目看宝岛
这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村寨
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家产
这里有我们的骨肉同胞

这是两岸共同生存的故园
近看海峡潮汐
家国荣耻 兄弟铭记心间
纵观世界晴雨
民族命运 吾辈责无旁贷
即使只有一只眼
力当全神贯注
阿里山的风云
日月潭的波澜
只要中华儿女全力盯紧
一沙一石都不可能飘散
换一种心态看海峡
两岸近在咫尺
换一种心情看海峡
姊妹手足情缘
换一种心胸看海峡
一家人不发两家言
只要看准路
就不怕路遥远
只要专注情
就不怕情婉转
看懂世界 看准方向
看透大势 看清利害
只要用心当好爱的园丁
面朝海峡
就会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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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宣称
自己的理论、 价值观和行为
都是向善的。

为什么？ 因为善能为人
们带来利益，带来福禄。

然则什么是善呢？从文字
学的角度来看，《说文》云：善，
吉也。字作譱，从羊，从誩。学
者们解释说，“羊” 是供奉上
帝、神灵之物，“言”是术士们
祈求吉祥的话。术士们用羊和
求福的话来向上帝祈求吉祥，
故为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
善是人性，善是道德，善是良
心，善是正义，善是品格，善
是智慧。

有了善，人类才有美好；
有了善，人类才得以存在。因
此，知善、向善、从善、行善，
是所有伦理、 所有教育的最
重要目标，也许是唯一目标。

知善重要，行善更重要。
然则如何行善呢？ 首先要具
备行善的条件。

第一，要有善心。第二，要有善思。第三，要有善能。
第四，要有善行。善心、善思、善能的最终落脚点在善
行。没有善行，一切都是空的。

然后要有行善的行为。
首先，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日行一善，集

腋成裘。其次，从当下做起。行善不要等待，当下是行善
的最佳时机。第三，从不说假话说起。善以真为前提，真
不一定都善，但善必真。第四，从维护正义开始。罗尔斯
说，善与正义是一致的。维护正义就是维护善。第五，养
成善行的习惯。一旦成为习惯，举手投足皆是善行，恶
就无法立足了。

行善有没有时地行业的局限？我们认为，时时可行
善，处处可行善，应无疑问。而行行业业可否行善？值得
一问。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可行善，自不待言，军事以
杀伐为目的，可不可以行善？答案也是肯定的。军事是最
高形式的政治，政治可为善，军事当然也可为善。所不同
者，为善的方式而已。为善为恶，在于权力者的心念运用
在何处而已，用于善则为善，用于恶则为恶。

《孙子兵法》一书，历来的研究者大多将它看做权
术、欺诡之书，但其宅心如何，或避而不言，或言而未
尽。避而不言者，认为是权术、欺诈之作，故顾左右而言
他，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多数研究者是也；言而未尽者，
虽涉及宅心，论及仁义，但点到即止，未能引而伸之，触
类长之，司马迁、杜牧、孙星衍诸先贤是也。

张君国骥教授， 近十年来潜心研究， 著《权力向
善———我读<孙子兵法>》，或注其文，或释其义，或绎
其思，或求其理，或探其心，多有建树，颇能发前人所未
能发。尤其能在“兵者诡道”的背后发掘孙子的民本、人
道思想，并提出“权力向善”的观点，振聋发聩，超越前
人。孙子的仁义思想，虽则汉唐及清的学者已有所论
列，但语焉不详，未能尽其义。张君继承中有创新，其广
度、深度、高度超越前人。如果说孙子的民本、人道思想
尚有所本，而“权力向善”的观点，则是张君研究的独
创，他就什么是权力，权力为什么要向善，怎样向善的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是研究孙子兵法，实则是
张君自己数十年从政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他提出的
“领导是一种权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思维，是一种理
想，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是一门艺术”诸观点，既
是对“权力怎样才能向善”的解答，也是“夫子自道”。

张君学出南开， 功力深厚， 所译《元史诸王表笺
证》，方便史乘，嘉惠学林，故为学人所重。古人说，学而
优则仕，张君仕则能仁心为政，善心决策，执行有力，控
制有法，多有口碑。

张君于执政之余，钻研学问，笔耕不辍，既有《清嘉
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之制，又有即将付梓的《权力
向善———我读〈孙子兵法〉》之作，皆能于熟知中见真知，
于陈说中出新意，为学者所称道。此仕而优则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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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拜师
□阿良

光绪二十二年仲春的一个上午，湘潭县白石
铺星斗塘的年轻木匠齐白石，穿戴整齐，满脸喜
悦，沐着阳光踏着春风，迈着轻快的步子出了家
门。这天将在乡中名士黎承礼先生府上举行拜师
仪式。

旧时文人圈内非常讲究名分。要么是进士科
班出身，要么是某某名人大家的弟子，有了这个
名分，就进入了文化人阶层中的贵族了。齐白石
一个木匠出身，虽然画技已获圈内好评，但终究
是周之美的徒弟，星斗塘的木匠，身份低微。过去
还留传一个说法：笔、墨、纸、砚是书法的基本工
具；诗、书、画、印是文人的基本功夫。齐白石有志
做一个文化人，诗文、印刻还是他的短板。故齐白
石要拜黎承礼为师，寻求名分和进步，拉长短板。

黎承礼何许人士？光绪年间的进士，以翰林
院编修分派到四川崇宁任县令。 后辞官归故里，
旋即出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 黎承礼擅长诗文、
书法、篆刻，尤刻印纽、笔筒、臂搁名盛，门庭那真
是少长咸集，士林向往。齐白石在上年冬去茶园
铺皋山黎家湾为黎锦缨的夫人胡氏画像时，正逢
文人雅集。大家围着茶几品茗茶，论诗文，谈书
法。齐白石一边替胡氏画像，一边听文人墨客高
谈阔论。其间黎承礼对诗、书、画、印的一番宏论

深深折服了齐白石。以至几次停下手中的画笔侧
耳聆听。画像完毕，齐白石向胡氏吐露心仪，想拜
到黎承礼门下学诗文、篆刻。黎承礼身负翰林金
字招牌，当时已誉满湘省，恃才傲物，颇瞧不起眼
前的“芝木匠”。碍于黎锦缨、胡氏夫妇的面子，答
应来年开春择吉日举行收徒之礼。

是日，阳光明媚，春暖花开，蝶飞鸟鸣。黎承
礼盛邀乡中雅士一圈人到府上，共同见证齐白石
的进师仪式。齐白石长袍马褂，端庄大方，恭恭敬
敬向上座黎承礼行过拜师大礼之后， 肃立于堂
中。此时，只见黎承礼右手端握铜制锃亮的水烟
筒，左手拿着冒青烟的纸捻，一脸严肃地对齐白
石说：“齐山人咧，您想跟我学艺，我观你是块可
造化的材料，愿把平生所学传授于你。但有一条，
你今天当着众贤的面，喝几口我这水烟筒里的烟
水，以昭示你诚心学艺的铁心。”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齐白石人一怔，脑袋发蒙，愣在堂中一动不

动。这水烟筒里的烟水，毒性很重。那农田里吸人
畜血的蚂蟥，用石头砸成几段，在火辣辣的太阳
下曝晒都难致死，但用这烟水一泡，蚂蟥很快就
丧命。这烟筒水喝下去，老人说肠胃都会烧烂的。
有人劝齐白石莫喝，有人责怪黎承礼收徒设置这
样的门槛太恶毒，有人打圆场要齐白石象征性用
舌头舔舔表示一下过过门。 正在满堂议论纷纷
时，只见齐白石上前三步，从黎承礼手上接过水
烟筒，先用唇舌品舔，皱皱眉头，然后一仰脖力，
把烟筒的烟水全部倒进口里咽下。

举座惊愕，满堂鸦雀无声。
1910年春，黎承礼在岳麓山下建了别墅，取

名“听叶庵”，邀齐白石小住。师徒二人谈及此事，
哈哈大笑。 原来黎承礼在举行收徒仪式的前一
天，把水烟筒全部清洗干净，又用醋泡了一个晚
上，第二天在浓茶水中加点盐、糖，将水烟筒灌
满，齐白石喝的就是这种“烟筒水”。黎承礼向齐
白石透露： 出此策就是视齐白石为关门弟子，不
再收他人为徒。对此，齐白石甚为感激。有印章边
款记述：恩师鲸庵传技艺，盐糖茶水好难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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