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版”
屈原来了
木华

4月， 一部青春历史传奇大剧 《思
美人》 ,从现代政治反腐倡廉到古代战
国时期楚国朝堂的政治改革， 从老戏
骨云集到年轻偶像齐聚一堂， 观众会
为 “青春浪漫版” 屈原买单吗？

《思美人》 聚焦风起云涌的战国
时代， 再现屈原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
九死不悔的报国求索、 极致虐心的凄
美爱情 ， 以及汨罗江畔的 “千古一
跳”， 都被历史所铭记。 端午节即将来
临， 青春版的屈原能否吸引年轻观众
的眼球， 成为又一爆款？

五年磨一剑自成IP
近几年， IP剧盛行 ， 影视创作也

热衷于改编有一定知名度和粉丝群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
下， 编辑梁振华仍坚持原创， 希望能够在屏幕上还原一
个前所未有的屈原和楚国。 他透露， 自己从十年前开始
构思和推敲屈原这个题材， 2011年着手剧本制作， 通过
走访楚国故地， 查阅大量历史资料， 历时5年之久， 剧
本终于完成。

而主创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 担任导演之一的张孝
正表示， 《思美人》 经过打磨已经形成了IP， 自己跟剧
本跟了三年 ， 筹备了一年 。 他透露 ， 该剧不是历史正
剧， 而是用偶像剧的形式来诠释历史题材。 该剧历史顾
问刘玉堂坦言 ， 仅剧名就经历了 “端午 ” “国殇 ” 到
“思美人” 的变化。 最终选定 “思美人”， 除了其出自屈
原名篇 ， 更重要的是 “美人 ” 的三重要义———“美人 ”
系高尚纯洁之人， 屈原常以美人自喻， “美君” 系君王
和知己， “美政” 更是清正廉明， 是屈原一生的追求；
“思美人” 是思念、 追寻这位世界四大历史名人之一的
屈原， 追思他的品德、 情操、 精神光芒， 生动再现了屈
原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的凄美和壮烈， 以及当时历史人
物的爱恨情仇， 追思那个百家齐放、 群雄逐鹿的历史年
代， 这是 《思美人》 的题中之义。

历史剧内核+偶像剧模式
作为首部以屈原为主、 再现楚文化的电视剧， 《思

美人》 聚焦战国时期的朝堂风云， 再现了屈原九死不悔
的爱国求索以及他和莫愁女之间爱而不得的凄美。 既
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荡气回肠， 亦有朝堂之争步步惊
心， 更有后宫争艳背后的国仇家恨， 屈原与莫愁女
之间的爱情、 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大义、 与朝臣之
间的权力角逐以及家庭亲人的家族荣辱， 都在一
步步走向激化， 矛盾一触即发。 旨在最大程度地
还原历史， 为观众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屈原和真
实动荡的楚国。

壮烈而略显沉重的历史题材如何能够有效锁
定年轻用户， 成为主创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
此， 梁振华表示， 《思美人》 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
部 “美剧 ”， 美的题材 、 主题 、 明星 、 角色等等 ，
试图把这些美的题材和传统文化以及青春浪漫偶像
结合在一起 ， 打通喜欢传统文化的观众和年轻受
众， 让历史题材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是 “思美

人” 的创作初衷。
选用年轻极具青春特色的主演人员是重要一步。 该

剧由马可、 张馨予、 乔振宇等领衔主演， 刘云、 斓曦加
盟， 易烊千玺特别出演。 马可演绎的屈原， 在已经播出
的几集中， 并没有得到观众的充分认可， 网上吐槽声此
起彼伏。 马可说， 饰演屈原压力不小， 但是这次饰演也
让自己对屈原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青春版屈原能否燃爆荧屏
好的内容巨制当然离不开平台的加持。 除了在湖南

卫视金鹰剧场播出外， 《思美人》 于4月28日在爱奇艺
全网首播。 其实， 近年来， 爱奇艺始终坚持全平台内容
联动， 网罗最优秀的文化内容， 为观众带来最全面、 最
优质的内容体验， 全方位覆盖各类影视剧。

《思美人》 就这样声势浩大地开播了。 至于是雷声
大雨点小， 抑或霸屏， 只有看观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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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兵

走吧，趁着春光明媚，去春水
荡漾的湘江河畔， 赶赴一场艺术
的盛宴吧。

“书香湖南·品读大师——毕
加索与达利艺术真迹展” 正在长
沙·纸本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
到2017年6月12日。 共展出毕加索
与达利两位大师共计240余件艺
术真迹作品。 本次展览可以说是
湖南地区历史上规格最高、 价值
最大、 效果最好的一次西方现代
艺术展览，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如此高质量的世界级文化艺术。

两位较劲一辈子的
艺术天才

达利说：毕加索是西班牙人，
我也是！ 毕加索是天才，但我比他
更天才！

毕加索与达利同是西班牙
人， 同是现代艺术界在有生之年
就拥有巨额财富和荣耀的艺术
家。 然而，达利对毕加索的画风不
屑一顾， 他的天性无数次地伤害
了毕加索的自尊， 以至于二人从
此不相往来。 就连对待女人的态
度，他俩也是站在完全的对立面。
达利一生矢志不渝地爱着加拉一
人，加拉是他创作的灵魂；而毕加
索则一生爱过无数的女人， 她们
给毕加索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灵感
并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

就是这样的两位“死对头”，
他们也有着共同点———向往世界
和平。和平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毕
加索一直希望这是一个没有暴力
的世界，他加入了共产党。 1937年
毕加索创作的《格尔尼卡》壁画，
以激动人心的艺术语言表达了对
法西斯暴行的强烈抗议和对这次
事件中死去的人的哀悼。 他也曾
将自己的标志性作品《鸽子》，赠
与“拥护和平，拒绝战争”社团。 而
达利也曾展示出向往和平的意
愿，强烈谴责了广岛原子弹爆炸，
并说“现代科学给我们的未来带
来了威胁”。

和平， 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
国人的心里。 齐白石先生也是和

平主义的歌颂者， 他的
艺术造诣同样也立于世

界的巅峰，引领着
20世纪的中国艺
术，深深地影响着
世界，也影响了毕

加索与达利的艺术创作。
同是向往世界和平的艺术巨

匠，虽未曾谋面，却发生了千丝万
缕的联系。

临摹齐白石画作的
毕加索

据记载， 毕加索临摹齐白石
画作长达十余年。 1956年，中国画
家张大千曾拜访毕加索。 此前，中
国画家张仃赠送了毕加索一套
《齐白石画册》， 毕加索从此对中
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一直
在临摹齐白石的画。 当张大千来
访时， 毕加索捧出模仿齐白石笔
触和画风所作的毛笔水墨画，请
张大千指正。

毕加索用墨汁在纸上模仿的
鸟、鱼、昆虫，线条的确和齐白石
的作品很像。 张大千对毕加
索恭维地说：“从您的作
品中一眼就可以看
出您用毛笔很娴
熟， 所有的作
品也都非常
完美 。 但
有 一 个

问题。”
毕加索
面对这样
坦 率 的 批
评一点也不
难为情， 反而
很感兴趣。 张大
千继续说：“您看，中
国的毛笔书写技术和西
方很不相同， 我们使用毛笔
是很灵活的， 浓淡相间的墨水都
能展示出毛笔的灵活度。 正是由
于这一点， 中国的艺术家可以用
五种色度的黑墨水创作自己的画
（浓、淡、干、湿、焦）。谁掌握了毛笔
的五种色调工艺， 谁就能描绘出
这个世界。 ”毕加索高呼：“我不明
白为什么你们中国画家要奔往巴
黎，难道是为了艺术？ 在这个世界
上如果有一个国家懂得艺术二字

的含义， 那就是中国……齐白石
画鱼的时候没有用颜色， 即使没
有用水我们也能看见河流。 几乎
什么也没有，然而，所有的都有。 ”

从毛泽东诗词获得
创作灵感的达利

1966年毛泽东语录大量发
行， 同一年毛泽东语录被翻译成
几十种语言流通世界。 这本书在
法国也引起了激励的讨论， 更引
起了达利的关注。 他专心阅读了
毛泽东的每一篇作品和诗词，深
受震动并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以毛
泽东的诗词为基础的八张版画：
把汝裁为三截、她在丛中笑、百年
魔怪舞翩跹、 清平乐·六盘山、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龟蛇锁大江、
万马战犹酣、游泳。 此次达利八幅
《毛泽东》系列作品全部亮相长沙。

艺术让毕加索、 达利与齐白
石、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和平、中
国情怀、湘情，让世界与中国、乃至
湖南联系在了一起。

任沧云

李苦禅年轻时投师于齐白石，
生活无着， 靠拉洋车求温饱。 某日拉
车到王府井大街， 路过一家书画店，
恰遇齐白石从店里出来， 李苦禅拉
车想躲开， 却被齐白石喊住： “苦
禅， 还不过来， 送我回家。” 李苦禅
慌忙说： “我给老师丢脸了……” 齐
白石正色道： “丢谁的脸？ 谁不知
我是鲁班门下出身？ 靠劳动吃饭不
丢脸。” 他叫李苦禅把租来的洋车退
掉， 让他搬到自己家， 腾一间厢房
给他住， 并挑出他的几幅画， 亲笔
题款， 送去画店。 画上有了大师的
墨宝， 熠熠生辉， 被争抢一空。 李
苦禅脱离困境， 从此一心一意学画，
尽得老师的艺术精髓。

齐白石初来北京时， 也困顿不
堪。 租不起房子， 住在法源寺， 画
价低得可怜。 《白石老人自述》 中，
他叙述： “我的润格， 一个扇面定
价银币两元， 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
码便宜一半， 尚且很少有人问津。
生涯落寞得很。” 受美术大家陈师曾
鼓舞， 他“衰年变法”， 历经十载，
自成一格， 画风全新， 但他却仍被
孤立于北京画坛之外。 守旧的画家
讥诮他的画为“野狐之禅” “俗气
熏人”， 虽然佳作迭出， 却很难出
手。

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徐
悲鸿， 1929年来到北京， 就任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他一眼就看出
了齐画的艺术价值： 格调清新， 妙
法自然。 在画展上， 率先把“徐悲
鸿定” 的字条挂在齐白石画下。 此
后， 他为齐白石编画集、 写序， 送
到上海出版， 又聘请他为教授， 并
每日派马车去接。 车轮碾过胡同的
石板路， 蹄声， 惊醒了京城的清梦。

徐悲鸿对学生说： “齐白石可
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位丹青妙手媲美，
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 也可以
做我的老师。” 他高调地将齐白石推
上了艺术的高台。 齐白石在给徐悲
鸿的一首诗中， 感言： “我法何辞
万口骂， 江南独倾瞻徐君。” 在给他
的一封信里更说：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徐君也。” 感念之深， 发自肺
腑。

不独齐白石， 傅抱石也深深得
益于徐悲鸿。 当青年傅抱石彷徨于
生计和艺术的十字街头时， 徐悲鸿
决然把他拉向艺术之途， 极力肯定
他的画作， 坚定他的艺术人生， 并
资助他东渡日本留学。 傅抱石学成
归国， 与齐白石齐名， “南北二石”
在中国画界交相辉映。

那么， 谁又是徐悲鸿背后的大
师呢？ 徐悲鸿早年客居上海， 地产
大王哈同征集仓颉的画像， 为了生
计， 徐悲鸿精心画了一幅应征。 哈
同请康有为鉴定， 康看过后， 为之
激赏。 康有为学养深厚， 维新失败
后， 专心治学， 后游历欧洲， 学贯
中西， 为一代国学宗师。 他不唯文
理经史， 书画亦是大家， 学子仰慕。
很快， 徐悲鸿与康有为建立了师生
关系， 成了康有为的“入室弟子”，
住在辛家花园康宅， 康有为拿出自
己珍藏的古今善本图书、 绘画、 金
石、 碑帖、 雕刻， 供徐观览， 并一
一讲解。 在老师的指点下， 徐悲鸿
造诣日深。

康有为常在花荫下喝茶， 手捋
胡须， 观看爱徒屋内用功。 纳徐悲
鸿为弟子， 是他晚年最为得意之事。
此后他又动用京师人脉， 辗转促成
徐悲鸿公费留学法国。

康有为是最早提出“美术革命”
的人， 他改革中国画的思想对徐悲
鸿影响甚深。 徐悲鸿美术观念的形
成， 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
的奠基人， 康有为的作用绝不可低
估。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 除自身
的天赋和努力外， 站在背后鼎力支
持他们的“伯乐” 功不可没。

姜鸿丽

一把琵琶，几只胡琴，便述说一个故事；
数声清唱，些许道白，便成就一段传奇……
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德丝弦的
艺术精髓。

常德丝弦是流行于沅澧一带的地方曲
种，以说唱为手段的艺术形式，演唱时用扬

琴、琵琶、三弦、胡琴等丝弦乐器
伴奏而成为丝弦；又因用标准的
常德方言演唱而得名常德丝弦。

常德自古以来是名人雅士
荟萃之地，更是歌舞之风盛行之
地。 今年70岁的雷元淦从常德市
艺术研究所所长任上退休，从事
40多年文艺工作的他说起常德
丝弦的发展史，娓娓道来。 明末，
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公
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与常德桃
源人江进之的书信中，就提到了
“银纽丝”“挂枝儿”等曲牌。 清中
叶以后，人们在各类喜庆吉日招
待亲友，或是商铺开业（只唱红
不唱白）时，纷纷邀请丝弦艺人
唱曲，并在请帖上写下“雅韵赐

奏 伏乞早临”，甚至厚礼相待，轿子迎送。 贺
小昆是咸丰年间最有影响的丝弦名家，经他
整理流传至今的传统曲目有《双下山》《二度
梅》《黛玉葬花》等。 明末清初，贺小昆最得意
的弟子徐梅清艺术态度十分严谨，他在演唱
中一字一腔从不马虎，并要求他人也一丝不
苟。 徐梅清在50多年的演唱生涯中，丰富了
丝弦音乐的内涵，风格独树一帜，人称“徐

派”。 他的唱腔获师傅认可及同门师兄弟的
赞许，后成了常德丝弦传承的标准唱腔。

新中国成立后， 徐梅清虽已年逾古稀，
仍重操旧业，收匡鹤龄、戴望本、聂银根等人
为徒， 培养了一批造诣较深的丝弦演唱者。
1953年，徐梅清与李玉成等人组成“常德市
民间艺术老丝弦组”， 开展演唱活动和丝弦
的挖掘整理工作。《秦香莲》《昭君出塞》《宝
玉哭灵》《扫松》等不少曲目成为经典。 在徐
梅清和市政府文教科干部黄挥等人的努力
下， 常德丝弦开始从生命复苏走向繁荣兴
旺。上世纪50年代，常德丝弦盛极一时，从常
德到湖南，从湖南到中央，声名远播，吸引了
中央民间歌舞团、湖南省民间歌舞团、省文
化局等地音乐、曲艺专家来常德采风，学习
常德丝弦。这当中还有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身
影。

而真正让常德丝弦红遍祖国大江南北
的， 是湖南省民间歌舞团的歌队队长金汉
珊。1957年，由她演出的常德丝弦《扫盲运动
到了乡》 不仅在第一届全国曲艺表演中获
奖， 还在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
出。 到了1960年，常德市民间艺术老丝弦组
在市内大河街、小西门和大西门外增设三个
演唱茶社。 次年，匡鹤龄、戴望本等人又组织

成立常德丝弦第一个专业性表演团体———
武陵春曲艺社， 地址在小西门茶馆，1962年
移址到东门茶馆。他们一边将曲艺社经营得
红红火火，一边口传身授，将他们所掌握的
常德丝弦曲目及演唱艺术毫无保留地传给
第一代嫡传弟子。

曾经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戛然而止的
常德丝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重创。 1968
年，常德市曲艺队撤销，新老艺人全部遣散，
或被分配到街道民办工厂、商店，或被分配
到专业演出团体。 常德丝弦的传承被迫中
断。

常德丝弦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时，是
1971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成立。该宣
传队以常德丝弦为主， 兼演其他曲艺节目。
常德丝弦又因宣传队一曲《新事多》再次红
遍全国。晋京演出33天，演出达25场，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分别录音录像播
放。 随后编排的《青山伴我唱丝弦》《飞车救
亲人》《一枝花》 等曲目多次在全省全国获
奖。 这让不少丝弦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常
德丝弦也在这种来往交流中名达海外。

从濒临灭绝到生命复苏，从抢救挖掘走
向繁荣兴旺，常德丝弦一路走来，起承转合
散发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艺海拾贝

书
画
大
师

与
﹃
贵
人
﹄

书
画
大
师

与
﹃
贵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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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丝弦
前世今生

荧屏看点

“青春版”
屈原来了
木华

4月， 一部青春历史传奇大剧 《思
美人》 ,从现代政治反腐倡廉到古代战
国时期楚国朝堂的政治改革， 从老戏
骨云集到年轻偶像齐聚一堂， 观众会
为 “青春浪漫版” 屈原买单吗？

《思美人》 聚焦风起云涌的战国
时代， 再现屈原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
九死不悔的报国求索、 极致虐心的凄
美爱情 ， 以及汨罗江畔的 “千古一
跳”， 都被历史所铭记。 端午节即将来
临， 青春版的屈原能否吸引年轻观众
的眼球， 成为又一爆款？

五年磨一剑自成IP
近几年， IP剧盛行 ， 影视创作也

热衷于改编有一定知名度和粉丝群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
下， 编辑梁振华仍坚持原创， 希望能够在屏幕上还原一
个前所未有的屈原和楚国。 他透露， 自己从十年前开始
构思和推敲屈原这个题材， 2011年着手剧本制作， 通过
走访楚国故地， 查阅大量历史资料， 历时5年之久， 剧
本终于完成。

而主创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 担任导演之一的张孝
正表示， 《思美人》 经过打磨已经形成了IP， 自己跟剧
本跟了三年 ， 筹备了一年 。 他透露 ， 该剧不是历史正
剧， 而是用偶像剧的形式来诠释历史题材。 该剧历史顾
问刘玉堂坦言 ， 仅剧名就经历了 “端午 ” “国殇 ” 到
“思美人” 的变化。 最终选定 “思美人”， 除了其出自屈
原名篇 ， 更重要的是 “美人 ” 的三重要义———“美人 ”
系高尚纯洁之人， 屈原常以美人自喻， “美君” 系君王
和知己， “美政” 更是清正廉明， 是屈原一生的追求；
“思美人” 是思念、 追寻这位世界四大历史名人之一的
屈原， 追思他的品德、 情操、 精神光芒， 生动再现了屈
原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的凄美和壮烈， 以及当时历史人
物的爱恨情仇， 追思那个百家齐放、 群雄逐鹿的历史年
代， 这是 《思美人》 的题中之义。

历史剧内核+偶像剧模式
作为首部以屈原为主、 再现楚文化的电视剧， 《思

美人》 聚焦战国时期的朝堂风云， 再现了屈原九死不悔
的爱国求索以及他和莫愁女之间爱而不得的凄美。 既
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荡气回肠， 亦有朝堂之争步步惊
心， 更有后宫争艳背后的国仇家恨， 屈原与莫愁女
之间的爱情、 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大义、 与朝臣之
间的权力角逐以及家庭亲人的家族荣辱， 都在一
步步走向激化， 矛盾一触即发。 旨在最大程度地
还原历史， 为观众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屈原和真
实动荡的楚国。

壮烈而略显沉重的历史题材如何能够有效锁
定年轻用户， 成为主创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
此， 梁振华表示， 《思美人》 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
部 “美剧 ”， 美的题材 、 主题 、 明星 、 角色等等 ，
试图把这些美的题材和传统文化以及青春浪漫偶像
结合在一起 ， 打通喜欢传统文化的观众和年轻受
众， 让历史题材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是 “思美

人” 的创作初衷。
选用年轻极具青春特色的主演人员是重要一步。 该

剧由马可、 张馨予、 乔振宇等领衔主演， 刘云、 斓曦加
盟， 易烊千玺特别出演。 马可演绎的屈原， 在已经播出
的几集中， 并没有得到观众的充分认可， 网上吐槽声此
起彼伏。 马可说， 饰演屈原压力不小， 但是这次饰演也
让自己对屈原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青春版屈原能否燃爆荧屏
好的内容巨制当然离不开平台的加持。 除了在湖南

卫视金鹰剧场播出外， 《思美人》 于4月28日在爱奇艺
全网首播。 其实， 近年来， 爱奇艺始终坚持全平台内容
联动， 网罗最优秀的文化内容， 为观众带来最全面、 最
优质的内容体验， 全方位覆盖各类影视剧。

《思美人》 就这样声势浩大地开播了。 至于是雷声
大雨点小， 抑或霸屏， 只有看观众的了。

艺苑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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