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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电视剧《思美人》6月10日晚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

场正式收官，屈原的千古一跃令许多观众感伤于屈原一
生的坎坷不易。播出以来，《思美人》得到了许多屈
子文化研究学者及屈原爱好者的高度评价。 《思美
人》 所传递的屈子精神也使许多年轻观众产生了
深刻的印象。 “思美人兮，茕茕而南行。 思美人兮，

吾谁与同归……” 特刊发湖湘学者和剧评家从不
同角度对《思美人》的评说，以便观众深入理
解这部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彭璨昱

以屈原为主人公的历史剧
《思美人》在湖南卫视热播，随着
剧中屈原的成长轨迹，我们得以
窥见新时代追忆、解读古典文化
和历史传统的一种全新尝试，
《思美人》 以光影的故事跨越了
千年，力图还原一个文化时代的
古老盛景，与当下华夏神州新的
文脉精神相呼应。

《思美人》以屈原为主角，选
择以这位历史中的传奇人物代
入那个文化时代的传奇盛景。
春秋战国是新与旧、 破与立的
自由探索时期， 各类英杰轮番
出现与引领风骚因此成为可
能。这个伟大的时代，催生了中
国文化浓墨重彩的百家争鸣，
奠定了华夏文明坚实的理论基
础； 也是在这个思维跳跃的时
代，《诗经》《论语》《庄子》《楚
辞》等文化典籍轮番问世，开启
了中国后世源远流长的文学传
统。《思美人》 在给观众呈现屈
原九死不悔的生平人事、 上下
求索的心路历程时，不忘将《楚
辞》 的经典章句置于片头，使
《楚辞》的文化韵味与故事情节
完美结合，让观众对《楚辞》产
生了别样的阅读冲动。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
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这个
阶段是人类精神文明建构的突

破时期，在古希腊出现了以苏格
拉底、 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哲学
家，而在对于西方人来说遥远神
秘的东方，一场以先秦诸圣为主
角的思想论战酝酿登场。百家争
鸣不仅仅是一场相异思想间的
交锋，甚至一场政治博弈，更是
一场有关新旧势力、社会制衡的
隐性战争。春秋战国正值周王室
江山日颓， 难以匡扶天下之时，
诸侯之间连年的征伐导致百姓
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威压天下、
统摄一切的天子时代正在慢慢
衰颓，《思美人》对这一背景进行
了具有戏剧性、 凝聚性的处理，
争鸣中的诸子齐聚一堂， 屈原、
庄子、孟子共论家国大业，这一
神来之笔的场景将所有的历史
想象凝聚一堂，让我们了解到在
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殚
精竭虑，耗费心血，欲用各自之
主张以正天下，采取不同的方式
抗拒黑暗，以求给社会发展带来
哪怕是熹微的曙光。

屈原在这个时代中披荆斩
棘，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
摇旗呐喊，为自我，也是为社会
群体的美政理想东奔西走 。在
《楚辞》中，他常常把楚王比喻为
美人， 赋予自我以香草的意蕴。
他渴盼福泽广众， 力图开辟新
章。对于楚国，他兢兢业业，四处
寻找破与立的公约，追求合纵抗
秦之路， 推行改革复兴之举。面
对楚王，他毕露锋芒，以亦君臣

亦兄友的姿态携手共建大楚山
河，实现宏图远梦。

在文化方面， 屈原给华夏
文明留下了振聋发聩的 《楚
辞》，开启甚至建构了中国浪漫
主义文学传统。“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喧哗过
后，寂静卷席，屈原把初心寄托
于文字。“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
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
吾足。”《思美人》作为一部现代
文化产业的产品， 已不满足于
让观众消遣时间， 更担起了揭
示文化意义、 弘扬文化传统的
责任， 通过还原、 构建斯世风
貌， 尽力呈现那个没落与辉煌
并存的伟大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雄是
时代的缩影。后世对屈原各有评
断， 但不变的是他为我们留下
的精神财富，还有在一代代中
国人心中奔涌不息的文化血
性。 透过烟波浩渺的汨罗江，我
们似乎仍然能看到那道纵身一
跃的孤影；在乱石横卧的惶恐
滩头，我们依稀听到了一声声
不屈的叹息。历史就是由这样
一个个看似琐碎却又铭刻于心
的片段拼凑起来的。

《思美人》聚焦于屈原，在较
全面地叙述人物生平的同时，向
观众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
景。那个处于黑暗但伴有曙光的
时代已经远去，但思想的光芒仍
将照耀着我们。

张童洋

《思美人》 这部电视剧， 确
实有一些遗憾之处 。 比如从画
面色彩看 ， 整部电视剧都偏向
明亮艳丽 ， 虽然这的确能够吸
引更多年轻的观剧者 ， 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屈原给人留下的
固有悲剧印象 ， 以期达到昂扬
向上的改变目的， 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画面处理 ， 使得一些历
史事件的厚重感有了不同程度
的减损。 再如， 从整体的节奏来
看， 一些情节似乎稍嫌枝蔓， 略
为冗余 ， 与屈原一生悲欢的主
线有所疏离 ， 虽然历史画卷的
铺展往往难以把握 ， 事件生成
的逻辑不清楚交待往往难以自
洽 ， 但剧集精简的空间还是存
在的。 所谓 “思美人”， 所思在
贤君， 在美政， 相比上述的感官
体验和一时的观剧感受 ， 我更
关注的是 ， 当我们观看 《思美
人》， 我们更应该思考些什么？

剧中屈原的形象， 是当代文
人道德理想的寄寓。 整部 《思美
人 》 充溢着浓重的浪漫气息和
耐人品味的古典情怀 ， 一些场
景的展现和情节的设置 ， 分明
带有着文学化的想象色彩 。 比
如电视剧中 ， 屈原常常与年幼
时的自己在虚幻的空间中进行
对话， 也许不恰当， 但令人难免
联想起哈姆雷特与父亲鬼魂之
间的交流 ； 再如屈原走向生命
终结的一幕， 一夜间冰封万里，
这种生死间天有异象的设定 ，
似乎也受了点儿窦娥受刑 、 六
月飞雪的启发。 总而言之， 《思
美人》 与其说是电视剧， 毋宁说
是一部文人作品 。 这里的屈原
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那个倔强老
头 ， 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
的年轻人 ， 一个孜孜寻求改变
的先行者。 他也曾屡屡犯错， 生

命中伤痕累累 ， 但他始终不肯
合污， 甚至不愿同流， 只坚定地
迈出前行的脚步。 整部电视剧，
屈原、 编剧与观众一同成长。 经
过重新演绎但又符合历史情理
的屈原形象 ， 轻易地勾连起曾
经有所割裂的文人传统 ， 使得
当代文人对屈原的情感投射和
道德认同更为容易 ， 也更加有
效。

《思美人》 完成了更具社会
意义的深层次价值观念传达 。
作为观众 ， 无论喜欢这部电视
剧与否 ， 我想都很难对剧中所
传达的理念予以非难 。 主人公
屈原之外 ， 所有的正面角色如
莫愁女、 昭碧霞、 屈伯庸等， 都
给人以积极健康的引导 ， 就连
性格复杂多面的楚王 、 张仪等
人物 ， 也能在剧情的逐步构建
中传递出正确的是非观念。 《思
美人》 中最可贵的， 当属对 “家
国观念” 的塑造与强化。 楚国有
屈、 景、 昭三大家族， 屈原一直
都被寄予厚望 ， 以家族的振兴
与延续为己任 ， 甚至牺牲自己
的爱情 ， 但当楚国内忧外患此
起彼伏之时， 他则以大义为重，
毁家纾难， 九死不悔。 最终屈氏
一族宁亡不降 ， 随破灭的楚国
一同云散烟消。 《思美人》 中这
种坦荡无畏的家国情怀 ， 对于
当下社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该剧的播出实际上就是一次
传统文化的传扬 ， 也提供了许
多可讨论的文化议题 。 《思美
人》 中的这个屈原， 衣着光鲜亮
丽， 性格坚毅而不失开朗乐观，
重新激发人们对屈原 、 对楚辞
关注的热情 ， 是一件顺理成章

的事情。 其实， 这也正是编剧将
整部剧年轻化 、 传奇化的一个
目的之所在， 定位青春， 沟通古
今 ， 通过一部剧引起人们对于
传统文化的关注 ， 实在是一个
积极有益的尝试。

在各个情节中引用了大量楚
辞中的诗句 ， 一些篇章如 《天
问》 《橘颂》 等被谱上了古风曲
调， 成为电视剧的插曲。 剧中人
物富丽夸张的衣饰惹来不少争
议， 一些观众坚持认为2000多年
前的楚国服饰不应如此华丽 ，
而一些观众则以考古文物和文
献资料为据 ， 证明古楚国的纺
织印染技术水准很高 ， 纹理多
样 、 色彩斑斓也贴合了当时楚
地的审美风尚。 总而言之， 这样
的传统文化传播和历史事实探
讨 ， 对于观众无论如何都是有
所裨益的。

卢世龙

肖久胜启蒙读书时， 虽然
拿笔不稳， 但写的点划却于歪
歪扭扭中透出不俗的架势。 这
让老师喜出望外， 对他的关爱
与引导也自然就多了几分。

禀赋的根苗一经获得相应
呵护， 往往会转化成生命的自
觉努力。 他小小年纪， 经常吃
饭时两眼发直， 然后就莫名其
妙把筷子伸 到 桌 上 比 划 起
来 ， 直 到 露 出 笑 意 为 止 ；
寒冷冬日 ， 大家围炉取暖 ，
他则拿根小木棍， 在灰烬上
比划不停……好不容易去一次
小镇， 看到谁家门上墙上贴着
对联、 标语什么的， 总是一站
半天， 恨不得把它们挖下来据
为己有。 那时， 湘北大山里由
于缺田少地， 连吃饭穿衣都成
问题， 更别说买笔墨之类的东
西。 这并不妨碍他走书法道路
的脚步。 他把松毛绑在竹竿
上， 蘸水在泥地上磨练， 用心
领会笔锋韵律。

直到考入高校， 月月省点
生活费， 还天天有各类废弃报
纸， 简直让他如鱼得水。 清水
里加点墨汁在报纸上练书法，
效果远胜于松针划泥地。 那些
年， 因为年轻有韧性， 课外活
动、 周末休息， 学校的教室、
宿舍， 随处可见他读帖或临帖
的身影。 就这样， 长期在同学
异样的目光之中， 他坚持沿着
宋人尚意、 唐人尚法、 晋人尚

韵的路径， 一步一步、 一坎一
坎地蹒跚探索， 从颜楷起步，
后览柳、 褚、 虞、 欧， 而转向
魏晋碑体， 最后爱上了爨宝
子， 并一直眼慕手追。

如果说他进商店只为买纸
笔的话， 那他进书店则专为买
字帖或史料。 古今龙飞凤舞的
草书尤其令他着迷， 奇妙的草
书符号、 不同的风格使他如痴
如醉。 他感到只有站到一种文
化的源头， 才能看清自己要走
的路。 很快， 他就看到了晋时
韦诞说： “杜氏杰有骨力， 而
字画微瘦。” 才知汉代杜操的
章草以“瘦硬” 为风格特征。
这“瘦硬” 的书风， 便是后来
被张芝所继承， 进而对魏晋南
北朝书风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章
草。 中国书法由隶书向章草的
转化过程， 展示着先人创字的
大智慧。 而章草超俗绝世的
美， 着意突现浓重的八分波
磔， 动机明显地以实用化为目
的， 并令草书走上了程式化道
路。 他感到万物同宗的亲切，
仿佛浑身是劲。 找到汉简又开
始练写， 然后再练隶书， 直到
把握隶书笔势， 才神闲气定地
写章草。

几十年来， 他的节假日和
早晚休息时间基本用在书法创
作上。 其章草作品已于浑厚苍
莽中透出潇洒朴茂的内质， 具
备了繁极至简、 饱满古拙的艺
术特色。 当然， 那更是一种人
生状态。

艺苑杂谈

思美人：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

荧屏看点

《思美人》：
文化追思与时代精神

艺苑风景

湘味京剧可以这么美
———《辛追》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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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润潇湘

大道至简
尚古通今

肖久胜章草陶渊明《桃花源记》局部。

刘谦
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利苍（彭

麟钧饰）微服私访，行至一户人家，
见他家门口悬挂丝缯，甚是好看，便
登门拜访。 主人之女辛追（张璇饰）
闻听客来， 从帷幕后走圆场飘然而
至。 聪慧的辛追看出“漆匠”气宇不
凡，于是嬉笑间通过眼神、身段等写
意的手法，一语道破了“漆匠”的真
实身份， 她用西皮板式唱道：“身矫
健，气如神，面沧桑，目朗星，谈笑自
如，胸藏经纶，何言佝偻制漆人？”一
个俏皮辣利的闺门旦的亮相， 先声
夺人。

这是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
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辛追》第一幕
情景。 5月25日和26日，在南京第八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 经历了多次
修改打磨的《辛追》在南京文化艺术
中心连演两场。偌大的剧场，座无虚
席。随着剧情的展开，不时传来票友
叫好声。 一出新编“湘味”京剧饮誉
金陵，唱响了全国大舞台。

戏曲的繁荣昌盛， 新编剧目争
奇斗艳。可以说，无新编，不发展。国
内著名戏剧家黄维若教授怀着对家
乡长沙历史文化的敬意， 写出了这
个剧情跌宕起伏、 情感流露真切的
剧本。 京剧《辛追》以长沙马王堆汉
墓女主人为原型，辛追、利苍、辛追
的儿子利豨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黄维若教授首先从墓葬随葬品中了
解辛追其人， 虚构了辛追一生的欢
乐与哀愁、憧憬与失落。 从2015年
以来，反复修改，三易其稿，形成了
最新版本的《辛追》剧本。

徐春兰， 北京京剧院的一级导

演。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率
领演员们起早贪黑地排练，她认为，
身段、台步、水袖等程式化的手段，
能够让辛追、利苍、越等人物的个性
鲜活、真实。 的确，她凭着对角色的
认知和感悟，给角色赋予了灵魂。在
25日演出前， 她还把在辛追与利苍
的一见钟情的对手戏， 还有表现辛
追与反派“越”的矛盾冲突的表演狠
狠地“磨”了好几遍。 ?
� � � �最新版本的《辛追》在音乐方面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朱绍玉，曾
为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作曲，
这次担纲《辛追》 编腔、 作曲和配
器， 经过多次改编， 这部京剧的声
腔板式更为完善， 西皮、 二黄、 南
梆子、 高拨子、 汉调、 昆曲等一应
俱全， 部分音乐中融入了长沙弹
词、 花鼓戏等湖南地方音乐元素，
使这台新编京剧加了一点“辣椒
味”。 朱绍玉特别善于根据人物情
感的起伏来调节唱腔的韵律， 时而
低回宛转，时而高亢有力。比如第四
场《伺病》，利苍用二黄中三眼板式
唱道：“想当年战沙场英雄豪气，叹
如今身衰老病躯支离”。利苍身染病
仍然忧国忧民的满腔情怀，与《洪洋
洞》杨六郎唱的二黄“叹杨家”一折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省著名指挥家周祥辉担任
《辛追》的指挥，该剧除了文武场的
基本配备，大量增加了民乐，乐队规
模达到近40人。 每当主旋律响起时，
鼓乐齐鸣，交响乐的感觉气势恢宏；
当给演员伴奏时， 京胡等三大件乐
器声声入耳， 没有混响于其他乐声
中，让人细细体会湘味京音的韵味。

演员和戏之间， 历来有“戏保
人”与“人保戏”说法。 但笔者认为，
京剧不同于歌剧、话剧、影视等其他
艺术形式， 编剧导演所做的的剧本
结构、场景设计、矛盾冲突、角色塑
造， 在京剧里都应当是为唱腔服务
的。 一旦唱跟不上，就是宝刀缺刃，
鸟儿缺翅， 展现独特艺术魅力就无
从谈起。所以，剧团即使花很大功夫
去“戏保人”，但最终还是要靠“人保
戏”。主演张璇、彭麟钧、肖斌都是青
年演员，他们都有基础、有冲劲、有
后劲、有条件担得起“人保戏”这一
重任。 导演徐春兰掩饰不住满意之
情， 不吝惜对演员的夸奖：“张璇的
舞台形象好， 对角色的把握非常精
准。彭麟钧的念白和唱都好，表现令
我满意。 ”

京剧 《辛追》 里， 传统戏的一
桌二椅不见了， 换成了马王堆帛画
的实景背景， 出现石虎、 纺机等实
景道具； 戏服和化妆全部参考汉代
服饰设计， 色彩以土红、 黄和黑为
基调； 除了京白和韵白， 时不时出
现“常德德语” 方言白； 四功五法
之外， 一段织锦姑娘的舞蹈舞得美
轮美奂， 颇具观赏性。 不少观众觉
得新鲜， 特别是青年观众， 觉得歌
舞结合京剧， 且不失写意的特色，
认为是一种突破。 舞台灯光， 通过
或明或暗的处理， 烘托人物的喜怒
哀乐的情绪变化。

《辛追》从历史背景、地域和剧
情需要出发，对念白、做工、舞蹈、服
装、 化妆、 道具等诸方面进行了改
进，在继承的基础上，走创新之路，
《辛追》完全符合这一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