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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东的楷书，一派古雅，清朗俊
秀，笔墨之中融入了自己的风神。他善
于从前人碑帖中吸取营养，在努力实现
自我时不弃法度。

观其作品，不难见到褚遂良对他深
刻的影响。若细细品赏，由褚遂良上溯，
便可时时见到二王、虞世南、欧阳询等
的身影。这自然是一条习楷非常正确的
道路，但面对大家，在森森法度之中要
有所别出，谈何容易。立东知道其中三
昧，他于临帖之时，也时时张扬自己的
个性。他的楷书，就善于融隶书、行书笔
意，在肃穆整然中求变化，逐渐有了自
己书写的取向。

（林立东，1962年出生。湖南省书协
会员 、邵阳市书协理事 、武冈市书协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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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鹰

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一片正在抽
穗的稻田，在夏季的阳光下泛起一层深沉
的墨绿。 这本来是个盛产水稻的大粮仓。
如果不是那个叫姜景舒的农民挖红薯的
时候一锄头挖出了那件四羊方尊，他们怎
么也不会想到， 这样一大片辽阔的稻田
里，居然沉睡着一个青铜王国。

黄材炭河里遗址虽然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就因为那只四羊方尊而成为全
球焦点。但2001年6月19日这一天，对于
这片皇天后土，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
的日子：宁乡县黄材镇四个在沩水河中
游泳的学生，居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兽
面纹青铜瓿。 这件青铜瓿口沿斜折，短
颈，圆肩，腹下收。肩部有四处铸造时留
下的痕迹。腹部和圈足上有四道矮而薄
的扉棱， 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颈
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夔龙纹，以云
雷纹为地， 腹部和圈足上饰兽面纹。这
是炭河里遗址已经出土所见商周青铜
瓿中最大的一件。

兽面纹青铜瓿既然是在河里发现
的，这就值得深究了。根据相关文献记
载和所在处地理考证，出土这件铜瓿的
地点，在商周时期并没有河流，而是后
来雨水冲刷形成的，此瓿可能是被雨水
冲刷到沩水河的。而沩水河与黄材炭河
里遗址相距只有一公里，随水惊现的兽
面纹青铜瓿，与黄材炭河里遗址自然有
丝丝缕缕的必然联系。炭河里遗址为椭
圆形山间盆地，东西长，南北窄，地势平
坦，中央是浩浩荡荡将近千万平方米的
冲积平原，三面高山环抱，盆地中央一
马平川，塅溪、胜溪、蒿溪分别从北、南、
西三面冲出山口在盆地西部汇入黄材
河，遗址部分已遭河水冲洗。被四个学
生发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也许曾经就静
静地躺在这片冲击盆地的某个角落。

远去的时光，早已湮没了那座商周
古城青铜的撞击声。现代人探微历史源
头的心跳，却重新将这座商周青铜王国
唤醒。然后，我们看到，这座商周都邑的
城内宫殿是多层重叠的。 它的第一期

（第5层）宫殿建筑的废弃堆积，经C14测
年为2965±40；第二期宫殿建筑废弃堆
积为2925±30，一般认定为公元前1055
至975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准，西周
纪年始自公元前1046年，可炭河里城址
已经超出了西周纪年的范围，其使用时
间应在商周时期。

年代虽然被确定，然而，另一个质疑
又一直在困扰着国内外的史学家们：这
些古老的青铜器，是何人何地铸造的呢？
原材料从何而来？铸造工艺技术从何而
来？冶炼遗址在哪里？这就要说到三苗部
落了。据《韩非子》描述：“三苗不服者，衡
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
之水。”就是说，三苗部族的范围大致包
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
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也就是现在的
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和湖北、湖南、
江西三省。 三苗的起源，《国语·梦语》注
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即三苗是中
华民族“三始祖”之一蚩尤的后人。

可是，史学界又传出一种说法，认为
三苗在商周时期就已经神秘消失了。但
所有的历史典籍，都没有发现关于三苗
如何消亡的记载。这就意味着，三苗在商
周时期是依然存在的。要想解开这个疑
团，我们只能从黄材炭河里城址出土的
青铜器与北方中原出土的铜器特征比
较去寻找答案。如四羊方尊造型非常奇
巧，以四只羊身组成器身，尊的肩部四角
以立体羊首装饰。再如虎食人卣，造型是
一只立虎，口内衔有一人。这些青铜器的
造型，既生动又写实，截然不同于中原地
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
朴的风格。

进一步探究闻名中外的四羊方尊。蚩
尤是三苗的始祖，姓“姜”，而“姜”的本义
解释就是从羊从女。四羊方尊以四只羊作
为主体，其文化指向可能就是对蚩尤的崇
拜。三苗人用以羊为图饰的四羊方尊作为
一种神圣的礼器，祭天拜地敬祖宗，足以
说明它与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和风格不
可混淆的内在成因。 或者可以直接界定，
从黄材炭河里遗址重新苏醒的青铜王国，
很可能就是三苗部族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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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视最热、 讨论度最高的国产
剧是哪一部？非《亲爱的翻译官》莫属。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 这部曾打出
“国内首部聚焦高级翻译的行业剧”旗号
的国产剧，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口碑走低，
甚至“变异”成“霸道翻译爱上我”，在豆
瓣的评分只有5.2分， 被称作伪行业剧。
可以说，观众们对《翻译官》是边骂边看。

为什么观众热衷于边骂边看？ 层出
不穷的“伪行业剧”能取代真正的行业剧
吗？

“行业剧”听上去高大上，其实多年
前就在荧屏上流行开来，医生、律师、警
察、 飞行员等各式职业也早就在很多影
视作品中有所展现。继前几年《心术》《青
年医生》《产科医生》《爱的妇产科》 等医
疗剧扎堆，《离婚律师》《金牌律师》《婚礼
婚外那些事》等律政剧接踵而至后，近期
“行业剧” 或与职业相关的都市剧在抬
头，如不久前播毕的话题之作《欢乐颂》，
目前在播的《翻译官》《女不强大天不容》
《好先生》等。

观众们是宽容的， 而对于“伪行业
剧”的制作者们来说，打造足以获得观众
们宽容的亮点后，“行业” 这个幌子依然
是他们卖剧、创造数据与热度的法宝。例
如《翻译官》打出的“国内首部聚焦高级
翻译的行业剧”旗号，《心术》打出的“国
内首部大型医疗剧”旗号，《青年医生》号
称“比《心术》更专业”，《离婚律师》导演
杨文军自评的“已做到大陆律政题材极
致”，《金牌律师》宣布请律师当编剧……

无论制作者们多么“努力”，真正的
国产行业剧缺位而“伪行业剧” 却有市
场、有热度，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大行其
道甚至被一定程度上宽容的后者可以取
代前者在观众心中的位置吗？ 在网友投
票中，48.5%的网友表示“我是演员的粉
丝，为我的偶像追剧”。此外有10.4%的
网友表示“剧情的发展走向吸引我看下
去”，8.5%的网友则投票“人物颜值高、打
扮时尚，看着养眼”。

笔者特意选取一些观众进行样本采
访，并截取网上相关热门评论，可见许多

观众观后的典型心态。
资深TVB剧迷：本来冲着对翻译官

这个职业的好奇去看《翻译官》，结果没
有看到太多职场的东西， 狗血感情故事
堆砌的剧情越看越觉得没什么意思，感
觉编剧在敷衍了事没用太多心思。 演员
的表演全都没有达到吸引我的程度。杨
幂穿上西装也不像翻译，裙子短得不行，
缺少那种专业和知性的感觉……坚持了
10集左右实在撑不下去就弃了。《翻译
官》是一部不能用脑看的电视剧，一旦用
了脑子就会发现各种毛病，特别难忍受。
TVB的行业剧很多精品，《妙手仁心》
《陀枪师姐》《鉴证实录》《法证先锋》等等
都是。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套路，但即使拍
了这么多年， 还是时不时会出现一部让
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安都林：《离婚律师》看不下去，姚晨
跑去吴秀波律师所谈判，一副女强人范，
结果就是堵堵男厕所斗斗嘴， 写不出什
么专业的台词就拿“再上一回(厕所)吧”
来显示角色的“犀利”。你们两个是律师
啊拜托。 编剧懒得做功课就看看香港几
十年前的职业剧， 不要医生律师耍起嘴
皮都一秒变段子手好不好？

傻白美：《女强》 可是反映一家都市
报15年历史的正儿八经讲纸媒兴衰的剧
啊，大概也是因为题材的敏感吧，只能捡
着芝麻绿豆的事往大里吹。《化工厂是一
个定时炸弹吗？》 这个我就不想说了，别
说是新闻系新生， 就是非新闻系的都不
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何况还是已经干过
两年的一线记者。还有啊，能不能不要以
有没有孩子来贯穿一个女性的职场生
涯， 而不去触碰职场中比生育问题更艰
深晦涩的壁垒，还好意思说什么强大？是
说一个菜鸟的养成吗？

虽然多年来国产行业剧被伪行业剧
“鸠占鹊巢”， 但也曾有过收视和口碑不
错、职业与情感较平衡者如《产科医生》，
也有开拓性探索医患关系等社会热点领
域者如《心术》。行业剧的困局并非全然
没有裂缝。靳东、白百何主演的《外科风
云》正在拍摄中，胡歌、孙红雷、张嘉译联
袂的《猎场》即将登陆暑期档，它们能否
让阳光照进行业剧呢？我们期待中。

任晓斐

从2015年IP在影视剧行业全面井
喷， 到2016年上半年，IP已经俨然占据
了当下影视剧行业的大半壁江山。今年
上半年的图书市场，IP影视剧来源于热
门图书，热播之后又反哺图书市场，让IP
原著成为畅销榜的大赢家。

《琅琊榜》原著畅销一年多，《查令十
字街84号》卖断货。去年被称为“IP元年”，
尽管早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好的IP已经
被买断，剩下的IP作品将被炒烂，仍没有
阻挡IP影视剧在今年的继续火爆。今年进
入筹拍日程的小说、 游戏漫画IP项目，就
有90部电视剧、20部电影。广受粉丝热捧
的小说如《爵迹》《特工皇妃》《鬼吹灯》《烈
火如歌》等即将搬上电视网络，就连已经
火过一阵的《琅琊榜》《伪装者》等电视剧
也要改编成电影再赚一桶金。

众多热门影视剧改编自热门小说，
比如今年热播的《余罪》《欢乐颂》《最好
的我们》等。热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
带动大批粉丝成为观众， 而影视剧的热
播又将一批观众转换为读者， 反哺于图
书市场， 让热门IP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
产业链。笔者在省图书馆了解到，近两年
来， 热门影视剧对原著图书的推动确实
有目共睹，《琅琊榜》已经播出近一年了，
但仍然有很多读者专门为它而来。 最近
播出的《欢乐颂》也带动了一波购书潮，

正在播出的《翻译官》《余罪》，影视剧播
出前后的销量对比十分明显。 最不可思
议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2》本来不是改
编自热门小说， 但这部电影的热映却让
片中提到的一本书《查令十字街84号》成
为热销书，一度被卖断货，致使出版社加
印。IP效应持续发酵，甚至连句台词也能
催生畅销书。如《欢乐颂》中曾有一句台
词提到一本冷门经济学著作《集体行动
的逻辑》，随后这本书也卖断货。基于IP
影视剧的热播， 低调的作者阿耐也浮出
水面，并带动了她其他作品的销售。

除了纸质书，IP效应更深入到电子
书领域， 出版业的新产品格局正逐渐培
养起来。在亚马逊电子书榜单上，笔者看
到刚在网上结束热播的《余罪》表现十
分抢眼， 目前位于总榜第一名。 随着
《余罪2》的继续跟进，该系列其他四部
也进入总榜前30名。 此外，《査令十字
街84号》 位于第9名，《最好的我们》位
列21名，都受益于影视剧的热播。电子
书的热销让多家图书公司大举进军电
子书市场， 以读客图书为代表的图书
公司， 收入在整体营业额中的占比不
断上升。譬如《余罪4》在亚马逊的电子
书定价为20.9元，纸质书网站价格为29
元， 价格相差无几， 但是扣除折扣、物
流、印刷等费用，电子书利润已大幅超
越纸质书。IP效应已经成为改变电子书
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丁虹的诗意之城
吴 灿

丁虹最近几年的一些作品，让人想起顾城
的一首诗：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在顾城的这首诗歌中，以天、路、楼、雨的
灰色铺满整个世界，再突然出现一红一绿的两
个孩子，沉闷的色调中顿时出现了亮色。这首
诗中以欲扬先抑的手法控制着色彩，简洁的文
字让人在一片灰暗之中看到了希望。

在丁虹的作品中，通常也是如此———大片
的灰色中点缀出红和绿两种主要颜色。有的时
候，为了画面需要，甚至可以改变客观世界的
颜色。艺术自有艺术的逻辑，不一定完全对应
于生活。在《异日城事》中，丁虹让八只本来白
色的鹭鸶换上了火红色的羽毛，悠闲地在一丛
茂盛的绿色植物下面休憩。画面绚烂，但并不
因此显得热闹， 而是显示出一种冷冷的光芒，
仿佛都带上了机器本身所固有的气息。人工制
造的机器构架与自然生长的植物鸟类，非常和
谐地共存于一幅画面中， 散发出一种诗意之
美。诗意中的事物，总是没有明确的轮廓线而
带有一种朦胧感。在很多作品中，丁虹都有意
识地将画面处理得光芒内敛，让一层淡雾轻岚
笼罩其上。

作为一个自小在城市中长大的画家，丁虹
并没有刻意描绘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有距离的
乡村景物，而是站在一个城市人的角度，去发
现城市本身的诗意。她笔下精心选取的植物都
伴随着城市而生长，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中总
是不断地出现与工业城市息息相关的机器构
件。

丁虹的作品，有着自信的气质。这种气质
在《不如巢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件作品
中，一只飞翔的大鸟位于画面上方，它的下方
是一丛积雪的铁树，前后是一堆结构复杂的金
属管道。“不如巢城”意味着，画面中的鸟已经
在自然的林木中无处可栖，不如在钢铁林立的
城市中结巢。“城”是丁虹的作品中一个常见的
主题，但是，她没有在任何一件作品画出一座
完整的城。“城”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谁能说得
清楚。我们只能说，哪些事物是关于城的，看到
它就等于看到了城。在丁虹的作品中，代表城
而存在的，是若隐若现的一些金属管道以及被
遗忘的机器。如果再扩大范围，则那些人工栽
培的植物也可以算是城的一部分。一座再现代
化的城，都需要绿色的植物来进行点缀。

丁虹的作品中， 显然隐含着这样的批判：
工业文明的急剧扩张而引发的诸多问题直接
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我们的迷失感愈来愈强，
幸福感愈来愈弱。不过，这种批判总是以一种
温和委婉的语气表述出来， 并不显得尖锐。
2014年，她创作了《隐没的温情》。从画题上来
看，就是对这种情绪的最好注解。画面的一端，
一只白色的大鸟正垂下头来梳理自己的羽毛，
淡蓝色的眼圈中的瞳孔流露出浅浅的哀伤。在
它的前方，人工栅栏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大面
积的灰绿色中， 除了鸟的头部和一组栅栏，再
无其他物象，画面的氛围简洁而宁静。相对于
《不如巢城》中的凝重来说，《隐没的温情》试图
给观者传递出一种略显轻松的情绪。

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总处于彼此角逐之
中，但最终谁将获胜？

在丁虹的画面中，鸟类和植物焕发出一种
旺盛的生命力，而人工制造的机器构架早已锈
迹斑斑，连当初的那些冷冷的光芒都已逐渐暗
淡。人定胜天式的盲目自信和不自量力遭到摒
弃，自然与人类达到和解，重新回归到一种天
人合一的状态。所以，在《隐没的温情》中，那只
露出一个头部的白色大鸟并没有因此而对城
产生绝望。在城中，诗意仍然存留，温情虽然隐
没，但并未消失。它们终有一天会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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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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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IP影视剧
反哺图书业

古雅清朗入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