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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斌

唐凤鸣的中国人物画新作 《半条被子》 几
易其稿， 终于完成。 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民军
队与老百姓鱼水情深的充分表达与艺术再现，
也是画家创作源泉迸发凝聚的画作。

《半条被子》 取材于发生在他家乡湖南汝
城县文明乡沙洲村的一个真实故事。 汝城是革
命老区、 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重要开创地， 演
绎过许多悲壮与豪情。 1934年11月上旬， 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红六军团由汝城突围西
进， 途经湘赣交界的沙洲村， 三位女红军投宿
于村民徐解秀家 。 徐解秀家境贫穷 ， 没有被
子 ， 天寒地冻的当晚 ， 她们四人合盖一条被
子。 几日后离别， 三位女红军把共用的一条被
子剪下半条， 送给了徐解秀。 1984年，《经济日
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知悉半条被子的故
事后，写了《三位红军姑娘， 你在哪里》 一文，
在报纸上发表。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
看到报道后， 指示罗开富继续通过媒体寻找三
名女红军下落， 并代她为徐解秀送上一床新棉
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大会上深情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共产党就是自
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
半条被子故事再度传开，感动了中国， 也萦绕
在画家唐凤鸣心中许久。 他多次到访沙洲村了
解故事背景与细节 。 画面中 ， 他以写实的手
法， 生动、 传神地刻画了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
的形象。

作品 《半条被子》 在构图上简化了背景，
大片的留白使观者的视线集中于故事中的四位
人物。 她们虽然站立在不同方向， 姿态各异，
但神情专注， 目光均凝聚在半条被子的视觉中
心点上。 其构思立意深刻， 以历史事件的特定
情节， 再现了送行时三位女红军剪下半条被子
赠送给徐解秀的神态、 情感和动人场景。 采用
180厘米×180厘米的大画幅， 人物造型视觉上
和真人等大， 拉近了观者的心理距离。

画面造型线条与面构成交织， 采用中国传
统山水画的“积墨法”，强化凝重拙朴的笔墨效
果，层层皴擦、叠染出人物的衣着部分。 人物的
脸部精心塑造刻划，借鉴西画写实画法，力求丰
富细腻。 特别是对三位女红军的神态和心理处
理上，表现了共性中个性的差异。站在中间的女
战士含蓄地笑着，站在后面的战士神态开朗，右

边递被子的战士面带微笑，依依惜别。三位女战
士高矮 、胖瘦略有区别 ，短发 、八角帽 、军服统
一，在衣着关键部位如膝盖、肘部、肩膀打着补
丁，背包、斗笠、搪瓷杯、毛巾等都精心设计，一
方面充分体现了当时红军纪律的严明和环境的
险恶，另一方面展现了女红军战士不畏艰难、乐
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飒爽英姿。 而在徐解秀接
受半条被子时瞬间的神态、动作等细节处理上，
自然、含蓄，内涵丰富，既让观者觉得真实可信，
也让人浮想联翩。

人物画 《半条被子》 从历史角度进行敏锐
捕捉， 以艺术的语境再现历史的沧桑厚重， 诠
释出了生命史诗般的人性光芒及所蕴含着的勃
发、 雄壮的精神力量。

唐凤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大会上深情地提到：“一部红军长征史， 就是
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在湖南汝
城县沙洲村， ３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
家中， 临走时， 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
一半给老人留下了。 老人说，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
老百姓的人。”

一个发生在长征途中的普通故事被习近平
总书记提到后， 小山村沙洲村火了， 前来参观
访问考察学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络绎不
绝。 村子火了的原因， 我想是故事背后的深层

意义， 其意义就在于当今社会我们党员干部中
有的人忘记了初心， 忘记了老百姓。 参观考察
故事发生地沙洲村后， 我就有了创作的原始冲
动。

之前， 汝城县委宣传部门曾发布这个故事
的组画， 美中不足的是组画在构图中将红军女
战士与村妇分成相对两组， 画面军民鱼水情深
的效果淡薄了， 送被子的画面看起来像是恩赐
对方。

构思时我把握了几个度， 一是红军来自于
老百姓， 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 二是送被子是
人性中善良的本能体现； 三是故事是那个年代军
民之间自然发生的平凡事情， 它的意义在于平凡中
见伟大， 在当今社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构图中我将人物重新进行组合， 突出了
军民关系的鱼水情深； 在“送” 被子与“接”
被子的动作中， 力求表现出人物动态的自然和
朴实善良的情感；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力求
统一情节的专注与战士的特点， 又同时表现出
人物的个性特点。

为突出画面的主题， 我删除了小构图中作
为背景的民居大门和道具， 采用大面积空白的
处理。

在艺术表现语言方面尽量发挥中国画的
“笔墨为上” 的特点， 借鉴了传统山水画中的
积墨法， 层层皴染， 力求使人物塑造有分量有
历史沧桑感； 在人物头部形象的表现上借鉴了
西画写实手法深入塑造， 尽可能表现出人物的
真实与生动。 为拉近与观者的心理距离， 自然
重现这个故事， 我采用了大画面的规格， 人物
比例接近真人大小。

（作者系湘南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教
授， 多件作品获国家级、 省级美术作品奖。）

张宏森

面对历史
与现实、艺术与观众
2013年，韩三平董事长说，再

拍第三部《建军大业》吧。我说，你
真拍我跟你急！玩笑中渗透出《建
国大业》《建党伟业》 拍摄过程中
的筚路蓝缕！ 真难呐，面对历史，
面对现实，关键还有面对艺术，面
对观众。

没过几天， 我又找到三平导
演说，把于冬拉上，还得拍第三部

“大业”，当然还要有黄建新导演。
倒是三平问我，行吗？我说，很行。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是韩三
平、黄建新、于冬的组合。还因为，
2009年我在影城看到《建国大
业》 观众排长队买晚上十点的电
影票时我哭了。 三平说，行是行，
就是我和黄建新比几年前老了。
我又一次开玩笑： 老不老是组织
定的，组织上认为你不老。

于冬找来了香港导演刘伟
强。 他说，我行吗？ 我说，“行”，就
一个字。伟强说，怎么拍？我说，超
越前两部，跳出碎片化拼接，达到
一个新的高度。 刘伟强说，那，我
得先找枪和炮， 找到符合事实又
好看的枪炮，否则我不会叙述。我
说，去找吧，我们负责通关运入内
地。

让电影更像电影，艺
术的完美呈现才是电影
的政治正确

建新导演担心剧本， 讨论中
说，虽然还要面对浩瀚史料，还要
从史料中披荆斩棘， 但剧本要求
我们的就是叙述、叙述、叙述！ 打
破前两部的碎片组合， 让故事的
流淌一气呵成， 保全电影的完整
时态，让电影更像电影。

刘伟强导演去看了《勇士》的
现场，吞吞吐吐说，我的场面比这
要大很多……说这话时他犹豫不
决。哈，别的都怕，就怕不大。大了
也怕， 怕大而不当， 还怕大而庸
常。于是，在王左基地的《勇士》现
场，我说了一句话：支持你能拍多
大拍多大， 但大的背后要背上两
个字———智慧。 又大又智还不能
若愚， 电影的要求就是要把聪明
挂在脸上。 说完这些， 对于刘伟
强，就根本不用和他谈蒙太奇了，
没几个人能说过他这个。

于是，走进影院时，你会看到
影片拍得很大———大气，大聪明，
大智慧，大胆魄。人们也许会把这
种“大”起码命名为电影的工业革

命吧。
最难在初剪。 去工作室看剪

辑版已经是多少个版本以后了。
我说，再剪吧，消灭一切陈词滥调
和拖泥带水。理由是，艺术的完美
呈现才是电影的政治正确， 要给

“主旋律”电影正名，正到这样的
修辞评价： 主旋律在交响中可以
是快板，可以是慢板，当然也可以
是狂板。

别再用“小鲜肉”
总结他们了

人们说到了电影中的“小鲜
肉”。我知道他们为了拍这部电影
不要高报酬， 自觉投入， 刻苦钻
研。我想说句公道话，他们是中国
电影急需的青年演员。 一个没有
青年的事业是没有前途的事业，
中国电影不可能不给青年人留出
上位空间。 他们或他们经纪人的
种种不懂事都是暂时的、 可校正
的，可他们玉树临风、白衣胜雪的
身影是中国电影需要的。 岁月更
迭，无论对他们怎么不满，他们必
然接我们的班，这无法回避。

谁能说这不是一次茁壮成长
呢？为了打消社会疑虑，我们把他
们饰演的领袖人物在影片中标注
了年龄，粟裕19岁，周恩来29岁，
聂荣臻24岁，叶挺30岁，毛泽东
年龄偏大， 也才33岁……这个年
龄的形象塑造非他们莫属！所以，
刘烨、欧豪、霍建华、李易峰……
纷至沓来。由此，我还想郑重说一
句：别再用“小鲜肉”总结他们了，
他们是正在努力接班、 也是势不
可挡的中国新一代青年演员。

钢铁长城乃血肉身躯
和精神魂魄筑成
进入后期了，等上千个特技，

等音乐……时间显得漫长。 好不
容易等齐了， 音乐还差一段在国
外的长笛。 这个时候， 最是不能
催。 你一催，主创们就会用“工匠
精神”“绣花精神”围攻你。终于把
国外的长笛等来了， 还有两个爆
炸点需要再绚染。 大家都用“绣
花”的时间线耐心等。等到7月，都
来了……

影片7月28日全国上映。电影
还未上映， 有惯性之人就开始看
不惯，有尖刻之人开始泼污水，有
标题党又开始计算文章流量……
对不起，您还没看电影吧？没看先
免开尊口为宜。如果您去看了，会
看到片尾字幕上至少有两千个人
名为此片在努力。

这部电影告诉人们， 钢铁长
城乃血肉身躯和精神魂魄筑成！

杨正良

为铭记光辉历史， 缅怀革命英
烈， 传承长征精神， 最近我自撰联
“前赴后继雄魂铸， 万水千山浩气
存”， 以行楷颜体书风创作， 展示正
大豪迈之博大情怀。

楹联两边配上题跋， 为使作品饱
满浑厚、 韵律丰富， 以期增加视觉艺
术魅力。 笔墨当随时代。 艺术作品只
有把形式与内容相结合， 讴歌时代主
旋律， 才更能打动人， 感染人， 引发
共鸣。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
等闲”。 伟大的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
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更鼓舞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吾与之共
勉当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以翰墨留
痕传承抒发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

铭记历史， 雄魂永铸， 岁月易
逝， 浩气长存！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 中国楹
联协会会员）

︽
半
条
被
子
︾

传
颂
鱼
水
深
情

半条被子 唐凤鸣 作

翰
墨
飘
香

艺苑跋涉

平凡中见伟大
———我画《半条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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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风云

《建军大业》诞生记

张宗

最受瞩目的红色题材大型舞剧《长
征·九死一生》经过上海、桂林等地，直
至7月13日到达此次行程的最终站———
湖南大剧院，历经了18天日程，完成了8
场震撼人心的表演。

该剧舞蹈班底来自北京雷动天下
现代舞团，这个在国际艺术舞台声名显
赫的舞团， 秉承着对于艺术的坚持，一
直不留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舞蹈事
业发展。 而此次国内巡演，演员们作为
国内舞蹈领域新一代佼佼者，以优秀挺
拔的身姿，呈现给三地观众们一场场视

觉盛宴，收获到阵阵喝彩。
《长征·九死一生》通过创意、舞蹈、多

媒体、舞美设计以及空间运用等方式，进
行精心的设计和研发， 既表现了一个战
士的长征，也是一个民族意志的长征，以
及人类追求永恒精神的长征； 既展现的
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壮举， 也是主人公自
身的非凡的心路历程， 以及创作者对信
仰与奉献的讴歌， 呈现着一副用坚定的
信仰折射漫漫长征的英雄画卷……

如今，大型舞剧《长征·九死一生》
巡演征程在长沙完满落幕，各地好评反
响纷至沓来。可见红色题材正在艺术的
海洋中川流不息，回响不止。

艺苑风景

《长征·九死一生》来长沙
演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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