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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嘉

王友智的狂草是有特色的。
他字里行间“放浪形骸”、 大气磅
礴的气势令人赞叹。 欣赏他的狂
草专辑 《离骚》， 你一定会以为他
是一位狂狷的书法艺术家。 抱着
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前去拜
访他时， 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穿
着雪白套头汗衫迎了上来， 谦和、
平易、 淡泊， 喜怒不形于色， 有
一双善良明澈的眼睛， 脸上常泛
着宽容、 柔和的微笑， 就像一位
邻家大爷。 关于书法， 他会从历史谈
起。 他认为书法艺术离不开历史的文化
底蕴。

王友智出身中医世家。 爷爷是当地
有名的中医， 但非常喜欢写字画画， 常
与文人墨客欢聚， 读书论道， 挥翰泼
墨。 他家大厅的墙壁上， 挂有多幅名人
的字画， 从小耳濡目染的他便一边欣赏
一边临摹。 那时， 人们写字都用毛笔，
谁家孩子字写得好往往受人夸赞， 这让
他从小就有一种奋发的信念， 也想得到
那份夸赞。 小学六年， 他的字都比同龄
人拔尖， 班上50多人， 有4人的字非常
出色， 现在王友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可见他对书法的感情之深。 后来考上河
南大学历史系， 业余时间则更多地放在
临帖上。 大学毕业后， 王友智被分配到
哈尔滨一个子弟学校教书， 一教就是18
年。 但骨子里的书法情结不减， 教书之
余还是在家临帖写字。

1981年， 湖南师大与湖南轻工业高
等专科学校(今长沙理工大学)两个学校
率先在湖南开设书法专业课， 颜家龙已
由湖南日报调去师大任教。 得知这一消
息， 王友智便将自己创作的两篇书法作
品寄给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校长非常
满意， 当场拍板， 王友智便举家搬来长
沙， 为大学美术系学生教书法， 由一位
历史老师成为了专业的书法老师。

王友智的书法， 潇洒、 淋漓、 充满
性情， 让人感觉大气。 北京大学书法研
究所所长王岳川评价王友智的书法： 一
是学者书法， 与北大倡导的“文化书
法” 一脉相承； 二是他以经典为依托，

在临写中创新， 在创新中临写； 三是人
书俱老， 大幅作品充满气势， 大气盘
旋； 四是体现了一种“大书法” “大境
界”， 哪怕是手札、 手卷乃至小斗方都
体现出一种大气象。

50岁之前， 只有书法教师王友智而
不是书法家王友智。 他一直坚持临帖。
他说， 练习书法没有诀窍， 勤学苦练，
临帖， 临名帖是不二法门。 他临帖， 主
要是临最高水准时期的名帖， 唐朝的篆
书、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都具备了
最高峰， 大篆是战国达到最高水平， 小
篆则是秦朝达到最高水平， 隶书是东汉
达到最高水平， 行书、 小草则是东晋时
达到巅峰。 说起中国的书法史， 王友智
如数家珍， 娓娓道来。 他在教学生的同
时自己也做学生， 他不但教学生书法，
也教学生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

曾有人向王友智请教： 如何才能在
书法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王友智说：
熟， 然后生巧。 他常教导学生： 自己
90%的时间在读帖、 临帖， 只有10%的
时间进行创作。 他说： “中国书法博大
精深， 每个朝代留下来的书法大家就那
么几个， 中国书法与中国人结缘几千
年， 割舍不下， 必须传承下去。 失传的
东西再捡回来非常困难， 如果人人都不
写字， 就失传了。 我只是传承的积极分
子， 只是参与者之一。”

（王友智，河南民权人，1937年生。 中
国书协会员、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省
文史馆馆员 。 出版有 《离骚 》 《雅风国
粹———王友智狂草专辑 》 《对联书写技
法》《王友智书法集》等）

吴铭

今年暑期档电视剧热闹非凡，
除了传统卫视依然激战，各家视频
网站也越来越重视策略运营和播
剧收益。 仙侠、玄幻题材蜂拥而上。
类似电视剧在电视台、视频网站你
方唱罢我登场：《幻城》《诛仙·青云
志》《九州天空城》等竞相角逐电视
收视率、网络播放量。

暑期档以往的惯例是一家卫
视主打一部剧目。 然而，有过《古剑
奇谭》《花千骨》成功经验的湖南卫
视， 这次居然一连放出了《幻城》
《诛仙·青云志》两部仙侠剧，誓要
霸占整个暑期档；不甘示弱的江苏
卫视则立马拿出了《九州天空城》
来压阵。 再加上7月中旬开始在东
方卫视周播、将持续2个月的《老九
门》，仙侠、玄幻、IP改编，似乎成了
暑期档电视剧的唯一选择。

题材类型重复就算了，就连演
员阵容都出现一种“迷之相似”。
《幻城》的主演包括冯绍峰、宋茜、
马天宇，走的是一水儿的青年偶像
路数；《诛仙·青云志》 的颜值担当
则是“流量小生”李易峰和“鲜花”
代表赵丽颖， 还有杨紫等一批“90
后”“00后” 新生演员；《九州天空
城》里新晋国民小花关晓彤更是首
次独挑大梁，与张若昀、鞠婧祎等
新生代演员一起构建虚拟世界。 结
果是，满屏仙侠，招来观众铺天盖
地的吐槽。

对《九州天空城》，网友笑言就
是靠彩色美瞳、 妖娆眼线以及深V

衣领撑起来的。 其中的美瞳代言人
非男主风天逸莫属，这位羽皇一登
场就是天蓝色深V长袍， 戴同色系
蓝色美瞳，他身后站着的小弟们也
是清一色蓝色美瞳。 而当他们与戴
着各种头饰的人族对抗时，有观众
笑言， 这完全是一场QQ蓝钻会员
与QQ红钻会员之间的战争。

如今的仙侠剧里到处都弥漫
着五颜六色的奇异色彩，不管是男
主还是女主，那深邃的美瞳都让观
众折服不已。 除此以外，大波浪、离
子烫的“杀马特”造型更是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 网友们纷纷啧言，这
冰族的白发、美瞳、尖耳的造型太
不适合亚洲人了！ 简直就是成人版
的《巴拉拉小魔仙》。 以至于张翰在
拍完《山海经》的时候，有网友向他
请教，那一抹放荡不羁比眉毛还粗
的眼影是如何做到的呢？

仙侠剧不但造型雷人，穿帮镜
头也随处可见。 不少细心的网友发
现，《诛仙·青云志》 在正式开播前
片花就已经穿帮。 片花中女主角竟
拿着手机气定神闲地走出，古装剧
露手机，这不走心的剧组实在是让
人汗颜啊。

虽然这些仙侠剧大都由火爆
的畅销小说、 网络小说改编而来，
但小说火， 并不代表剧也一定会
火。 有的剧为了赶在暑期档播出，
拍摄制作周期只有三四个月；有些
剧为了凑当下大热的演员，角色选
择并不合适。 如此不负责任的粗制
滥造，只会让演员和作品陷入尴尬
境地。

北冥

“别低头， 假发会掉； 别流
泪 ， 美瞳会爆 。” 这是吐槽无力
的网友送给玄幻剧扎堆的暑期档
最形象的总结。 看过 《九州天空
城 》 《幻城 》 《诛仙·青云志 》
这些超级大剧的观众 ， 一定秒
懂。 没错， 原本被寄予热望的作
品厚积却未薄发， 主创也自述呕
心沥血， 满满的委屈， 终究逃不
开成为群嘲的靶子、 段子手的沃
土。 空心化的剧情， 同质化的人
设， 网游水准的特效， 靠美瞳颜
色来区分人物的妆容……纵然有
数十亿的点击量装点富丽堂皇 ，
可是明眼人还是看出了背后 “从
粉丝中捞一桶金就走 ” 的浮躁 。
这样的急功近利， 最终很难将影
响力向非粉丝观众扩展 。 相反 ，
被批缺失了文化情怀是必然的 。
文化虚无， 行将不远。

前年 《古剑奇谭 》 红得发
紫， 去年 《花千骨》 创下收视新
高， 古装玄幻剧在资本玩家、 播
出平台、 制作方眼里， 也幻化成
能够一夜创造奇迹的 “神器 ” 。
今年暑期档， 几部超级大制作不
顾撞车分流收视的风险， 扎堆上
映。 然而， 横扫一切的玄幻剧突
然 “卡” 了。 问题出在哪儿？ 制
作水准欠佳不是最重要的， 最致
命的问题是 ， 经过两年的热潮 ，
玄幻IP改编电视剧， 新鲜感已被
透支， 网络小说的套路化和题材
本身的空洞化等问题暴露得越来
越明显。 《幻城》 讲的是异族对
战， 作为中国观众， 可以接受欧
美面孔的 《指环王》 《冰与火》，
但对于东方面孔戴着美瞳、 叫着
“卡索 ”、“释 ” 这种奇怪的名字 ，
做着各种浮夸的反应， 确实难以
入戏。 在这种情况下， 剧情没有
格外出挑和吸引人的地方， 怎能
不让人 “知难而退 ”？ 现在每当
玄幻 IP剧出现 ， 网友们就会吐
槽 ： “还不如翻回去看 《西游
记》。”

文化最忌炒冷饭， 最讲求创

新创意。 如果说玄幻题材本身是
一种对文化创造力的开发， 那么
一哄而上、 千篇一律则是对这种
创造力的消解。 且看近年来热播
的种种玄幻剧， 无一例外都是在
寄情古代 、 躲避现实 。 内容上 ，
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 不
是宫廷争斗就是生死虐恋； 形式
上 ， 不是搭车仿袭就是嫁接主
题 ， 不是古今穿越就是渲染特
效。 到头来， 人们只记得扑面而
来 的 “小 鲜 肉 ” 、 风 花 雪 月 的
“小我腔”， 无从收获观照现实的
大思考、 启迪未来的大智慧。 对
文化作品而言， 这无疑是十分尴
尬的。

作品背后反映的， 是创作者
的 思 想 和 视 野 、 情 怀 和 积 淀 。
“满屏仙侠 ” 固然有 “存在即合
理” 的逻辑， 但同样也凸显着突
破求变的严重不足， 反映出 “存
在不合理” 的窘迫现实。 玄幻作
品大受追捧 ， IP经济大行其道 ，
只能更多地说明当前艺术创作匮
乏精品力作， 创新荒芜。 时代背
景虚拟， 人物情节虚构， 价值导
向虚空 ， 无异于一种 “文化虚
无 ”。 这样的作品 ， 缺筋少骨没
精神， 必然是无根的浮萍、 无病
的呻吟、 无魂的躯壳。

回望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 ，
其中不乏玄幻想象之作， 之所以
能传承至今， 就在于其富有鲜明
的时代底色， 传递明确的价值观
念 。 乐山好水 、 悲天悯人的情
愫 ， 匡扶正义 、 崇德向善的情
操 ， 追求平等 、 不畏权贵的情
怀， 蕴含在一部部经典当中。 传
播的载体、 表现的形式会变， 但
文化作品传递价值、 涵养精神的
定位不应变也不能变。

文化创作必须遵循历史和现
实逻辑， 需要精益求精的匠心坚
守。 承载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是
一部部文化精品， 是一次次匠心
独运。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
以传世之心。 脱离了创作倚赖的
土壤，荒芜了内心修炼的净土，又
怎能盛开纯美的花朵！

寻找
心中的风景
曲湘建

我一直喜欢画风景写生。
过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写

生技巧， 以为只要技巧提高了， 艺
术也会随着提高， 结果事与愿违。
写生画多了， 我就一直在思考， 自
然景物千奇百怪的变化会引起我们
的联想， 触动我们敏感的神经。 这
些来自风景、 人物以及我们周边生
活的图像， 都是可以写生的题材。
写生的难度， 在于找到真正具有

“陌生感” 的绘画意味。 在异地， 我
们很容易将风景画得更生动， 而从
身边的景色中要找到陌生感， 就不
那么容易了， 它需要你有超乎寻常
的眼光。 在这一点上， 所谓的经典
景、 经典色彩或名家的技法， 反而
会影响我们的发现和表达。

画风景是画与自己生活有关系
的风景。 如果你细细地品味， 风景
中总会或多或少有与自己相关的内
容， 有最适合自己表现的主题和细
节。 与自然相比， 我们的写实永远
称不上写实， 你的内心会不自觉地
引导画笔， 在不断发现和不断感受
中追寻自己内心的感动， 向画面提
供超乎写实的明确指向。 写生越是
回到人的内心， 作品的个人特点越
是突出， 陌生感越是增强， 因而，
艺术品质上也越具有原创性。 因此，
我们画风景的同时也是在画风景中
潜藏的非技法因素。 写意的、 写实
的、 写生的、 创作的等等流派风格
和创作方式， 都并不是绘画追求的
最终目标。 写生的最大快乐， 就是
借风景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生活就是一幅大风景画， 生活
的阅历和个人情感的积淀， 会使我
们的目光更敏锐。 在寻找和表现个
人内心的独特感受时， 也需要相对
应的油画技法的支持， 这样我们才
能真正得到艺术表现的自由和快
乐。

（作者系湖南师大美术学院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刘晨

每次和朋友聊起蒋烨，眼前浮现的不
是他那标志性的披肩卷发，而是令人垂涎
欲滴的一堆荔枝。 这种近乎幻象的感觉，
一直深植脑海，多年来都无法抹去。 我想，
这也许就是蒋烨水彩画的魅力所在。

蒋烨打破了我对水彩的固有印象，让
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之。 水彩画发展到
今天，已经不再是18世纪的“风土地形图”
了。作为绘画的独立门类，水彩在美术史上
的地位日渐重大。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
全国“水彩大省”的湖南，涌现出了以张举
毅、黄铁山、朱辉、殷保康等为代表的一批
水彩画领军人物。 他们在水彩领域的研究
与成就，在国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蒋烨毫无疑问是这支“水彩大军”中
的一员大将。 他立足写实，从最质朴的生
活中找寻美：静静堆放的荔枝、核桃，瓶中
恬静的香水百合， 熙熙攘攘的阳光集市，
水雾萦绕的渔乡，银装素裹的雪山……从

静物到人体， 从宏大场景到自然写生，水
彩之于蒋烨宛如水之于鱼。 生活中、自然
界的一切细微之美，都能在他恣意徜徉的
水彩演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高校多年从事美术教育的蒋烨，零
距离地见证了学生们的青春华年。 在他的
“迷彩青春”中，成百上千人的军训方阵在
暖色调的光晕下，仿佛向观者道出了一种
近乎回忆的青春画面。 这呓语般的色彩，
是蒋烨水彩画的标志。 在他的众多作品
中，不论是“迷彩青春系列”中的宏大场
景，还是“阳光静物系列”中的细微特写，
这种色彩与光影诉说的微妙情感都不难
体会。

有声有色更有情。 观蒋烨的水彩，让
人有如置身声色之境。 如梦似幻的色彩与
光影，是蒋烨水彩画的灵魂，更是他透过
画面与人诉说的心声。

就如蒋烨画的荔枝给我的强烈印象
一样，那柔美而暖心的光彩，早已于观画
的那一刻，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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