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静

和书法结缘，
是在初中时期。 从
在班级上写悼念
毛主席的《誓词》
到为村子里家家
户户写春联，由此
“一发不可收拾”，
参加工作后又成
了单位写写画画
的主力。 满以为自
己也算个“书法
家”了。 直到6年前
参加全省第五届
新人新作书展，仅
捞个“入展”资格，
才知自己的差距，
书法尚需“从头
越”。

四十多岁“从头越”，谈何容易。 工作忙，无缘做大书法
家的室内弟子； 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静下心去进修或者闭门
研习。但时间是挤出来的，“兴趣是最大的动力”。我坚持“师
古不泥古，能者皆为师”，一边研读书法著作，汲取前人论书
精粹，着力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和书艺境界；一边本着取法
乎上，行、草兼修的原则，大量临帖，汲取运笔技巧，体悟用
墨之道。先后10多次在省、市书赛入展、获奖。 2011年在《文
萃报》 主办的第二届读者节全国中老年书赛获三等奖，
2015年在省政法系统第24届书赛获二等奖并同时入展北
京，次年参加省公安厅“警韵潇湘”书赛获一等奖。

近10年的艰辛学书，让我获益最大的是三个方面:
� � � �一是开阔了眼界。 线条是最基本元素，抑扬顿挫，变幻
莫测。 曲与直、藏与露、方与圆、枯与润、行与留、疾与涩、平
与侧，对立统一，兼具阳刚、阴柔之美。 研习的过程，也是提
升审美的过程。 通过学习，涉猎和了解了更多的名人轶事、
名山名川、 名篇名句……多方面提升了艺术欣赏的兴趣和
水平。

二是提升了“静气”。在公安战线工作，心中的酸甜苦辣
无需细说，工作中那份急躁、焦虑也不时出现。此类情况下，
能抽出一刻半时，凝神挥毫，几行字写下来，顿觉心无旁骛，
定神静气，豁然开朗。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容易使人浮躁
焦虑，而静心读写，潜心习书，可以宁静致远。

三是更理解了法度。书法有法，书法尚法。书法讲法度、
讲规范、讲技巧，不守法度和规矩，信笔而为，不能称之为书
法。书法之路如同取经之路，必经无数迷茫、坎坷和艰辛，离
开法度，就是写字一辈子，也必苦匠终身。 其实为政做人又
何尝不是如此？ 守法度必经大修炼。

（作者系湖南新化人 ，省书协会员 、城步苗族自治县
副县长、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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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

都知道袁隆平是“世界杂交水
稻之父”， 于是也就特别想知道这
位“袁隆平”如何“被音乐剧”了。

湖南省歌舞剧院音乐剧《袁隆
平》编剧谭仲池的想法是：“采取递
进、 跳跃式电影蒙太奇表达结构，
极富画面感、视觉美、深邃美。看似
很难展示故事的美感美质，即杂交
水稻培养的情节，都被人物之间的
缠绵之情，剧情的起伏之波，色彩
的变幻之奇， 灯光的视觉之妙，音
乐的典雅之美，淋漓尽致地呈现出
来；吸引观众进入如梦如幻的杂交
水稻世界，去感受绿色的生命天地
的神奇壮丽与辉煌，领略生命创造
者的美丽……” 简言之，“被音乐
剧”了的袁隆平，要把“缠绵之情”
寄寓在“杂交水稻世界”之中，也更
要让“杂交水稻世界”的“缠绵之
情”有起伏之波、变幻之奇，要让我
们看到更为出彩的袁隆平。

音乐剧《袁隆平》的舞台呈现
由两幕构成，即以中场休息为界分
为上、下两个半场。 每一幕之间不

落幕，而是由若干个片段“藕断丝
连”般过渡。 比如上半场的第一幕
的片段构成便是《希望》《课堂》《自
由散漫》《迎难而上》《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浮夸》《真理》《丝带
稻穗》《抗击饥饿》《责任》《高产稻
只是个幻想》 和《从此我们不分
离》。 由这些片段的名称你便可以
看出：一、音乐剧的故事是从袁隆
平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开始的
（《课堂》）。 那一年是1953年，23岁
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开
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二、音乐剧构
织的戏剧冲突主要不是“人际”的
而是“观念”的，尽管“观念”也需要
借助相应的“人际”来呈现———从
片段《浮夸》还是《真理》、《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高产》还是《高产稻只
是个幻想》就可以看到这种“观念
冲突”之所在。

生活中的袁隆平感情世界特
别丰富，他的性格尤其独特———豁
达、散漫、幽默、风趣，特立独行，且
能歌善舞，会拉小提琴，爱好打球、
游泳……剧情演进中的许多台词
实际上都是他生活中语言的真实
再现。而在我看来，能否写好董婕，
是这部音乐剧成功与否的关键。对
于“杂交水稻之父”的辉煌，观众希

望看到“辉煌”背后的故事。正如在
《丝带稻穗》那一片段中，两人无意
间发现一株天然高产水稻时的“二
重唱”：

袁：“一株稻穗长在心房，一条
丝带拴住希望； 你闪耀幸福的光
芒，就在我身边成长 ，你在的地
方是天堂…… ” 董 ：“此刻你就
在我身旁，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你
的笑声那样的爽朗，像个孩子的模
样……” 袁：“你给我一双翅膀”，
董：“你像黑夜的光芒”， 袁接唱：
“你像黑夜的光芒”，董：“带着我去
飞翔” ……在这里，“天然高产水
稻”与董婕在袁隆平的心中实现了
“意象叠合”，“女首席”董婕成了袁
隆平这位“男首席”心中的念想，两
人的“二重唱”宛如袁隆平与自己
人生情怀的恳谈。

很显然，没有袁隆平与他的团
队移师海南，就没有海南乡民带其
去寻找野生稻，也就没有闻名于世
的“杂交水稻”。“海南之行”对于讴
歌袁隆平的巨大贡献是不可忽略
的， 编创者在故事叙述上采用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一
方面，叙述袁隆平及其团队在海南
的思索与探寻；一方面也要叙述湖
南方面的关注与责难———这个责

难主要是同行的冷嘲热讽，而董婕
却学着袁隆平：“困难早已习惯，委
屈独自承担……”于是，才会有最
终的《曙光》———在全剧的终结处，
对袁隆平支持过、误解过、帮助过、
嘲讽过的各色人等，在惊艳世界的
“杂交水稻” 前形成了共识：“幸福
温暖绽放，收获满天星光，千万点
光芒，总能把世界照亮。 种子播撒
希望，你把这世界照亮，用生命和
汗水浇灌出那金色的梦想，走向地
久天长……”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并且主人
公尚健在的艺术作品，音乐剧《袁
隆平》之所以能不拔高、不浮夸却
又能感动人、激励人。音乐剧《袁隆
平》艺术形象的意义，让我们联想
到一段马克思所说的广为传扬的
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
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
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
辉的顶点。 ”如果说，这个“光辉的
顶点” 就是我们瞩望的“高峰”的
话，那么“崎岖小路”就是“独辟蹊
径”———就这方面而言，音乐剧《袁
隆平》已经很有些意思了。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当代舞剧研
究中心主任）

冯远

一个画家以毕生的精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和
创造取向， 在今天是值得称道的。 康移风当年在浙美求
学时我曾执教于他， 切磋技艺， 交流思想， 宛若隔日。

30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也
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动态和他的作品。 令我欣慰的是，
他注重反映现实社会和思想内涵， 主张积极进步的精神
旨归， 关注人、 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他的一系列作品中，
有对生活内容的“真实” 理解和表现的“深入”， 尤其是
他的表现煤矿工人的系列作品， 在写实造型和写意精神
的结合上， 在整体把握和表达人物的形貌特征和内在精
神上， 把对艺术品格、 精神价值的追求自觉地贯注到了
创作实践中， 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近看了他的一些新作， 感到他在个性风格方面、
绘画语言的铸造和精神境界的开拓方面又有了新的令人
高兴的变化， 作品画面更为丰富饱满且具张力。 作为在
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画家， 康移风的煤矿工人、
湖湘名人、 少数民族同胞等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赢
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康移风画展“写真素缘” 最近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
和逸画廊举行。 展出的作品有倾注了艺术家个人情感的
矿工组画长卷， 有描绘现实生活场景的水墨人物和风景，
还有他40余年来记录生活点滴的写生作品。 由湖南美术
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 《康移风水墨人物图卷》 《墨
迹———康移风写意》 《写生———康移风笔记》 也在展览
期间公开发行。

木华

8 月 1
日，暑期档
古 装 大 剧
《楚 乔 传 》
迎来收官，

星玥CP冰湖一吻催泪又虐心， 大结
局再次引爆网络话题。 而在结局前
夕，《楚乔传》 的网播量突破400亿，
成为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在播期突破
400亿的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热门网文，赵丽颖、
林更新、窦骁、李沁等“偶像实力派”
联袂出演。 6月5日登陆湖南卫视周
播剧场与六大网络平台以来， 该剧
播放数据屡创新高， 收官当晚以超
40%的市占率 ， 超越所有黄金档剧
集；截至完结当日，该剧在网络平台
共产生416.8亿流量。

《楚乔传》作为2017暑期档角逐
中的一员， 凭借着无可比拟的魅力
和强劲快节奏的剧情， 成功抢占了
“排位赛”的高地。 然而正是稳扎稳
打的作风， 让剧集收视率从首播时
的0.955%， 一跃而至5网屡破2%，并
成为近两年来收视成剧最为突出的
周播剧，彰显出冲劲十足的爆发力，
同时也坐实了剧集“暑期剧王”的头
衔。 破纪录后不到一周，剧集网络播
放量又增加了50亿， 单日网播量更
达到了超10亿之多， 迅猛的势头已
让 《楚乔传 》成为2017年鲜有的 “现
象级”大剧。 微博方面，《楚乔传》主
话题阅读量已达65亿， 以日增几千

万的高速向前进发。 此外，相关话题
阅读量已达150亿 ，由此可见 “全民
热议”空前景象。

《楚乔传》之所以缔造了2017暑
期的收视和热议盛况， 与其曲折跌
宕却励志热血的剧情、 以及由此衍
生的广泛社会话题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楚乔初时之时不过一介女奴，
生存在永不见阳光的社会底层 ，境
遇十分凄惨。 但只要心中有光，就有
前进的方向， 楚乔正是凭借着这种
坚定的信念， 凭借着心中对信仰的
渴望， 在社会阶层壁垒障碍中向死
而生， 即便挫骨扬灰也要为自由而
战 ，其励志热血的 “楚乔精神 ”感染
了万千观众， 纷纷点燃了他们心中
的“小宇宙”。 观众表示：“《楚乔传》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 ‘燃 ’，在有血有
肉的人物角色感染下， 仿佛真的能
感受到何为不灭的信仰， 何为为自
由而战的意义。 ”

更深层地说，《楚乔传》 所展示
的在乱世中谋求一线希望以及和平
的初心， 让楚乔这一角色从始至终
都散发着光环。 从最低层次的对生
存的需求，再到对友谊、亲人负责的
中层次需求， 最后到实现自我价值
和理想的最高层次需求， 楚乔一直
从未停下脚步。 伴随着楚乔一颗悲
悯与热血并存的心， 高层次的需求
驱动着她在以退为进的曲折中接近
理想，这不仅在戏中感染你我，且更
跳出戏剧， 跨越了性别与年龄的限
制， 成为当下社会中不可多得的正
能量之源。

肖欢

今年以来的电视剧市场虽整体状况
参差不齐， 但仍有不少现象级作品火爆
荧屏， 带来令广大观众或惊喜或毁誉参
半的观剧体验。 那么上半年国产上星电
视剧呈现怎样的市场表现， 又出现了哪
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呈现出怎样的影
视剧发展态势？

中长篇电视剧表现突出
今年上半年， 在上星频道首次开播

的电视剧共计82部， 其中集数在30-50
集的作品共 57部 ， 占总剧目数量的
69.5%，集数过少或过多剧目不被市场青
睐。 从电视剧播出时长来看，电视剧累计
播出天数则分布相对均匀， 但普遍控制
在35天以内。

从收视率来看， 整体上今年上半年
单平台收视率表现突出的剧目相对较
少，收视率超1%剧目共17部，超1.5%剧
目仅4部。

从网络播放量来看，古代传奇剧《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 网播量拔得上半年头
筹。 集均网播量超3亿的电视剧有6部，且
总播放量均超百亿。 不过与收视率头部
分布略有不同的是， 网播量头部剧目均
有当红明星演员参演， 普遍更具话题性
与争议性。

从网络社交热度来看，社交声量、百
度指数头部作品基本一致， 且均与网播
量呈正相关， 网友对剧集的讨论和关注
转化为主动收看。 头部内容则主要为由
当红偶像明星参演的作品， 与网播量头
部相对一致。

从口碑来看， 为大多数观众所普遍
认可的电视剧数量相对较少， 豆瓣评分
超7分的作品则不到剧目总量的15%。 从
数据上看，口碑与社交热度不成正比，讨
论度高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 事
实上，剧情、演技与制作水平才是观众评
价剧目好坏的普遍标准。

电视剧平台竞争谁是赢家
上星卫视间竞争由来已久， 上半年

头部效应依然明显。 一线卫视借自身的
强大资本，整合大量优质内容资源，竞争

力极强。 从上半年首播电视剧数量来看，
央视及湖南、东方、北京、浙江、安徽等卫
视购剧能力突出。 从收视率来看，北京卫
视、 安徽卫视等卫视收视回报则较为不
足。 二、三线卫视则相对难以插足，宁夏、
河北、陕西等卫视选择打出“安全牌”，首
播剧数量极少，竞播二轮、三轮剧成为主
攻方向。

电视剧网端市场同样竞争激烈。 湖
南卫视稳坐卫视领头羊， 凭借得天独厚
的内容资源吸引力仍然能够抓住大批受
众。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势明显，各大视
频网站表现较为均衡，腾讯视频、爱奇艺
平台相对购剧能力更强。 随着网站自
制剧质量的提升、网站购剧能力的增强，
近两年“先网后台”逐步出现。

当代言情、当代都市、古代
传奇题材受关注

电视剧作品历来题材众多， 但就上
半年整体市场表现来看， 头部作品题材
几乎被当代言情、当代都市、古代传奇三
类内容所包揽， 其他类型作品多数难以
令观众买账。

而头部作品题材与当下流行的小
说、游戏IP题材大致吻合，改编热门IP业
已成为影视剧制作的重要手段。 IP剧本
身具有一定的受众基础， 且已经过市场
检验， 影视化后具有天然的受众和市场
优势。 IP剧受众特征基本与影视剧网络
端受众（年轻女性为主）相重合。 因此网
络平台电视剧市场头部几乎被IP剧所瓜
分。

湖南卫视次黄档“青春进行时”剧场
主 推 IP改 编 剧 ，IP改 编 剧 集 收 视 率
TOP20中湖南卫视便占有7部，《择天记》
《楚乔传》等大热剧目均于此剧场与观众
见面，推剧能力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上半年除《人民的名义》
《白鹿原》外，难以找出几部横扫好口碑
与高收视的现象级作品， 而电视剧整体
平台竞争态势与各题材整体表现并未产
生太大变化。

下半年电视剧市场又将是怎样的腥
风血雨， 广大观众是大饱眼福还是失望
而归，我们一起期待。

良种的培育温暖的光
———音乐剧《袁隆平》观后

粉墨春秋

《袁隆平》 剧照。 湖南省歌舞剧院提供

影视风云荧屏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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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组画》之一。 康移风 作

现象级电视剧火爆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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