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志鹏

一个阳光晴朗的冬日午后， 在芙蓉路上文萃报美术馆一间书香弥
漫的工作室里， 老段口里含着一根烟， 正在挥挥洒洒书写着李白的诗
《将进酒》。 可能是人进入了一种状态，或者是太聚精会神了，我进门他
连头都没有回转过来， 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 我没有去打扰老
段，这个时候的老段，不是在车水马龙的芙蓉路边，而是正在采菊东篱
下的南山脚下罢。

老段，名传新，出生于中医世家。 其祖父是十里八乡闻名的私塾先
生。 老段的童年深刻的记忆，便是在祖父监督下，闻鸡起舞临颜真卿的
《多宝塔》。 一早的时间必须临帖100字。 临完帖，经过祖父过目，才有早
饭吃。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祖父过世。 说起这些记忆中的往事，老段
沉默了好一会，眼睛里面有泪水在滚动，那些痛苦且快乐着的日子，才
是一个人成长的根基。

王超尘先生一直崇尚先做人后学书的道理， 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
老段。 作为王老的再开门生，老段受益匪浅。 学做人，必须内方外圆；做
学问，要借故开新。 此中真意，一在故字上做文章，另一个字便落在了新
字上边。 遇到老段之前，王老已在天津收了一个关门弟子。 我不晓得老
段打动王老的是什么，反正王老收他为弟子了。

书法大家张锡良对于老段的书法创作这样评价：“笔法纵横奇倔，字
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 其作行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
悟，多理性使笔，既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
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 而老段自己
对于书法的理解是达到四法合一：笔法、字法、墨法、章法。 其中在字法里
面有章法，笔法中也包含着章法。 真正的书家，如果在50岁之前还不能够
理解这些的话，就不能够称之为书家；要达到四法合一，才构成真正的书
法。 广东书法家毛平波在自己的书法集前言中，坦承受到老段四法合一
的深刻影响。 毛平波是书家田蕴章的弟子，能书会画。

由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老段在一个甲子的时间中借故开新，化成
了自己的面貌。 老段的刻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 他很长一段时
间天天坚持临摹碑帖字帖。 老段书法创作的高超之处在于线条，行笔的
线条多变又丰富，用笔也不拘泥，好像一个矛盾体，既豪放又谨慎，既雄
壮又委婉。 他用墨有时非常粗壮浓厚，浓厚得甚至分不清具体的笔画，
时而又清淡枯燥，但两者的转换非常自然。

老段是一个性情中人，其人生的三个点：一个是家，一个是在工作
室，一个是在岳麓山上。 哦，忘记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老段，那就
是在酒杯旁。 那个头发比较长的人就是老段，边上坐的身着长袍的那个
人，可能是李白，也可能是苏东坡。 反正不是我，我正在去岳麓山的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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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明

12月3日起，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登陆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和综合频道。 九大博物馆（院）的镇馆之宝以及它
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彰显的大国气象，
都浓缩在每期的90分钟里。 以古人之规矩，开时代之生面，
《国家宝藏》用时尚打开传统，“让文物活起来”。

“纪录式综艺”让国宝开口说话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是连接过

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数据显示，尽管我国文博资源丰富，
使用率却不算高，国人平均每两年才进一次博物馆，而在欧
美国家，居民平均每年要走进博物馆三到五次。 一方面，日
益浮躁的社会心态让人难以沉浸其中感受文物魅力； 另一
方面， 陈旧呆板的展陈方式和深奥晦涩的讲解让人难以心
生亲近。 如何打开博物馆里的“奇妙”，让它真正“鲜活”起
来、“亲和”起来，《国家宝藏》正是借助电视综艺这一全民引
领级别的传播载体，进行一种破题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国家宝藏》由央视和故宫联手，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
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
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等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院）鼎力加盟，在文博领域进行深入挖掘。节目形态定义为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把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融合
应用，属于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艺。 它以文化的内核、综艺
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 不难看出，《国
家宝藏》试图通过一系列努力，打破文物的“静”，带来生动、
流动和撼动。

《国家宝藏》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九大博物馆每
家推荐三件国宝，节目展示后交由公众甄选，最终每家选出
一件；第二阶段，以《国家宝藏》为题举办一场盛大特展，展
品即为甄选出的9件国宝。

文化遗产崭新的打开方式
“我们这个节目有多年轻？ 也就上下五千年。 ”《国家宝

藏》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开场的这句话，打动了很多人。电视屏幕上，继“诗词热”和
“朗读热”之后，蜂拥而至的文化综艺节目出现了严重的雷同趋势。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浩瀚如银河，璀璨如繁星，如此极大丰富的文化宝藏，
为内容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如今盛行的诗词歌赋和阅读赏析终
究没有跳出“文学样态”，或许这正是《国家宝藏》立意的高远和深邃之处。

“前世传奇”通过舞台戏剧的方式完成的微型历史剧表演，演绎一段基于大量
史料合理联想的故事，让观众可以在生动活泼的感受中，触摸一件件国宝的历史
温度。 无论是《千里江山图》与宋徽宗、各种釉彩大瓶与乾隆，还是石鼓与司马池父
子，节目都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娓娓讲述，生动可感，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在

“今生故事”部分，节目多角度选取和国宝产生当下命运关联的现代人物，讲述一
个个关于“守护”的故事。 这种“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对应对接的表达方式，正
是创作者在传承中的手法创新。张国立担任001号讲解员，负责串联整个的讲解任
务。 九大博物馆馆长坐镇，适时点评、补强文物信息，将一件文物穿越历史的故事
讲得可感可亲、有理有据。 那些平日里在博物馆玻璃柜里安放着的静物，在《国家
宝藏》的舞台上却充满活力，成了有生命、有温度、有故事、有性格的存在，这才是
真正意义的“让国宝活起来”。

作为承载信息极大丰富的民族基因宝库，文物并非扁平的、冰冷的物件，其所
涉及的学科门类堪称包罗万象。 它们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仅可以让我
们触摸到那些或神采飞扬，或荡气回肠，或屈辱苦难的记忆，而且可以让今人回溯
过去、找到认识自我的坐标；不仅蕴含有博大精深的智慧、巧夺天工的技艺，而且
有领先世界的成就。 这是一个厚重而广博的领域，也就注定了节目的格局更加宏
大，视野也更为开阔。

从历史中寻找文化自信
同一件文物，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传播的效果差异很大。 身处互联网时代，人

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作为电视产品，历史文化类栏目不能是阳春白
雪的学术派，而应放下身段。《国家宝藏》力求通过电视呈现的手段让文物“活起
来”，通过具有艺术观赏性的设计来为观众展出“国宝”，并对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
事、历史进行充分解读。 让观众在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也了解文物所承
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 就像主题曲唱的：“一眼千年，沉默也胜万
语千言，只有你有幸能描述这光明似箭。 ”

《国家宝藏》从一开始就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努力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
起来，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这一追求，从第一期节目即可窥见一斑。
首期展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三件文物，每一件都有一段“前世传奇”与一个“今
生故事”，还有跟它一起血脉相依的守护人。 这一切，都能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这些
文物历经风雨而来，每一个都是饱满的生命、岁月的传奇。

文物不是尘封的古董，《国家宝藏》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眼千年”中日日流淌、
从未褪色的文化自信。 这档雅俗共赏的文化节目，是续接历史、让昨天与今天生动
对话的过程，是把历史辉煌与当代文明融合的过程，是让国宝级文物从冰冷的橱
窗里“走”出来，让人感知其澎湃生命力的过程。 这样的节目，也是让博物馆里的宝
藏真正生发其独特价值，引发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产生骄傲自豪的过程。 如此格
局开阔、气势磅礴的节目，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罗永常

杨仁春先以画花鸟为主，兼画山水。然而，人
生中的某些偶然，改变了他的发展方向。

20多年前， 他偶尔看了著名画家孙钰德画牡
丹的教学片，觉得孙教授的牡丹画得非常高雅，尤
其画出了牡丹那种骄而不奢的风骨， 像吸铁石般
地把他吸了过去。 那几年，他一下班就躲进画室，
经常画到半夜。 有时在兴头上，画到凌晨三四点。
但画出来的牡丹，虽然形态逼真，神韵却不够，他
自己也不满意。 于是，他决定向孙钰德请教。 拜名

师并非易事。 开始，孙教授并不接受这名“学生”。
他把比较满意的习作， 一次又一次地寄给孙教授
指教，而孙教授每次也都会提一些中肯的意见，并
在电话里不断鼓励他：“要坚持不懈地画下去。 ”如
此交流一年后，他画牡丹的技法有了长足进步，孙
教授终于接受了他这个“徒弟”。 这让杨仁春无比
激动，更坚定了他画好牡丹的信心。

怎么才能画出牡丹的神韵？他觉得首先要熟
悉牡丹的特点。 于是，他决定去牡丹的故乡洛阳
赏花。当时正是隆冬，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次年
5月，朋友来电话：洛阳的牡丹开花了！ 他兴奋难
抑，直奔洛阳。 先是赏花，接下是写生，临走时又
拍了很多牡丹的照片，带回桃源临摹学习。 从洛
阳回来，他在画室一呆就是七八个小时，想牡丹，
画牡丹；画了撕，撕了画，家人和朋友说他成了
“花痴”。

一天深夜，他做了个梦，梦到一片神奇无比的
牡丹，怕忘记梦中的情景，就往画室奔，把梦中的

情景赶紧画下来。他先从一朵花瓣开始，到花瓣的
叠加，到一朵牡丹的绽放，再到几朵牡丹，再到整
个画面的形成……把画好的牡丹挂到墙上， 左看
右看，觉得不是梦中的那种意趣，便扯下来，几把
撕了。多少个万籁俱静的深夜，他把梦中的牡丹画
一遍又一遍。 某夜，待他署上《富贵神仙图》时，天
已大亮。 年底，这幅画在全省美展中获奖。

杨仁春的牡丹兼工带写，赋予工笔画以写意
的活泼，写意画以工笔的严谨，灵活多变，不拘常
格。 他的牡丹多次参加省市和国家级画展并获
奖。 2012年，凡色艺术画廊出版了《杨仁春作品
集》。同年12月，举办了《惊艳·杨仁春画展》，展出
以牡丹为主的60幅国画作品。

已入花甲之年的杨仁春，追求作品的简淡幽
远，虚静空灵。 将过眼之物，信手拈来，随意点染，
化繁为简，奇趣妙生。 看他那《梅韵》《雅兰》《风
菊》《雪竹》四条屏，线条简洁，画面空灵，富有情
趣。

艺术性无关画幅尺寸
潘丰泉

有人说，作品尺寸“小”了，难与大画幅在同一展厅一决高下，甚
至有被“吞掉”之虞，这多少看出画家对由作品尺寸引起的视觉反差
的顾虑和担心。

一个由特定主题设置的画展，从视觉效果上，小尺寸确实难与
大篇幅作品抗衡，而退之入展外围，实属无奈。 当然，社会是由各式
各样的人组成的群体，必然也有看好“小”的。 “由小观大”或“四两拨
千斤”之理由。

20世纪30年代，身为国立艺专校长的林风眠，曾用大尺寸画幅
表现时局风云，不料遭来当局者冷嘲热讽，遂淡化巨幅创作激情直
至辞世。中年晚年，皆以四尺大小作小品状。倘若其一生续以大尺寸
画幅，你我就看不到那四尺斗方大小却勾勒出将艺术个性和心灵融
为一体、一展时代气息的水墨小品。 在《秋水飞鹜》《渔舟唱晚》等别
致空灵、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面背后，可窥见一位终身徜徉于水墨天
地的智者———林风眠先生。

或许在一些人眼里， 会质疑这盈尺间怎承载一个民族的脊梁，
文化的高度？怎树立一个民族历经艰辛磨难后，崛起的精神风骨？于
是，在考虑大型主题创作的时候，不免从整体上把它们排除在外。

还是将时光倒回到800年前 。 一个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大
厦———南宋朝廷，面对金人的铁蹄，柔弱的社会却拥有一大批艺术
家选择另一种视觉表现形式，将中国画发挥得如此极致完好，借以
发出对外族践踏我大好河山的不平之气。 不同于北宋巨作《秋山问
道图》《早春图》的崇高壮美，这些小扇面却以另一种观赏性，即别致
雅趣杂以穿插变化的折枝，包括由水墨氤氲构成的“马一边、夏半
角”，一同展示南宋时期的绘画风骨，不少作品如《落花》《寒禽图》
《风蝶图》《枇杷小鸟》以及山水画《风雨归舟》《斜风细雨》等，都能够
与之前无数的巨型画幅，一同呈现大宋260多年的风风雨雨。 那画面
中既饱含世事沧桑，也浸透人世温情，让人为之动容。

它们的“小”，仅是画幅尺寸与那些大画一比之下的“小”，仅是
在你一走进展厅时，不能同那些百步外，就能被吸引住感官的像六
尺或八尺画面，或许还有更大篇幅的等着你放开双脚，向前奔去观
赏。 相反，你得轻轻移动脚步，靠得稍近一点才能一睹画里乾坤，更
生怕惊动了画里意境———那小鸟正躲在花丛密林窃窃私语，它的艺
术魅力更像是一池平静的湖面，或如同你我轻唱浅吟汉乐府的一首
首隽永别致的小诗。

而在当下，总有那么一些人好大喜功，巨幅画面愈演愈烈，以势
夺人。就像买车好外形大的，置房也要面积大的———不这样不过瘾，
否则求大图满的心理难以平息下来。 于是， 美展中难得一见的是
小品画，要不就随便应付之作，所谓戏墨也。唯有大到六尺以上乃至
十米几十米的巨幅长卷，似乎才下点心思创作，其实靠的是制作。而
全不考虑无论画幅大小，一旦印入画册，多年以后，当时曾在哪块展
墙出现过，都无人记忆。但我们却能轻轻松松在《中国美术全集》上，
欣赏到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幅佳作，如宋人的小品。

只有让人过眼不忘的佳作，才是艺术的希望所在，至于尺寸大
小皆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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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贺岁
可圈可点
木华

刚过去的周末，冯小刚导演的新片《芳华》在全国
举行了超前点映，许多观众提前一睹该片的风采。 影片
点映两天，收获了上座率、场均人次等多项数据第一，
各大影院更出现了大批父母辈观众观影的热潮， 不禁
让人想起前几天冯小刚在首映礼上的定位：“拍电影给
我的同龄人看。 ”从点映到本月15日正式上映，《芳华》
带来的热评和期待， 让人提前嗅到了贺岁档的火热气
氛。

经历从国庆档撤档的“一波十三折”，《芳华》确定
于贺岁档重新上映之后， 引发的关注度确实比之前更
高。 点映的两天，《芳华》每日排片约在3%左右，大部分
放映厅爆满，平均上座率高达40.9%，场均人次53人。该
片上周六票房达1621万元，夺得当天排行第三名。在口
碑方面，《芳华》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年龄风向”。 该
片在网络综合评分方面，“猫眼”电影评分为9.2分，“淘
票票”评分为9.2分，微博电影评分为9.1分。一向挑剔的
豆瓣电影评分，影片点映之后，随着打分的人数增加，
得分一路提升，从点映前的7.6分，升至点映后的7.8分。
数据显示， 这其中35岁以上观众给影片打出的分数最
多。 不少观众在网上谈及自己的观影感受。 有观众说：

“今晚陪着爷爷奶奶去看了点映， 谢谢冯小刚导演，在
这个时代拍出老年人可以欣赏的电影。 ”还有人说：“后
排的爷爷奶奶泣不成声，也许想起了他们自己的芳华、
时代。 ”“我身边的一位大姐频频抹着眼泪，我也哭湿了
三张面纸。 ”“和父母一起提前看了，老爸说他特别有感
触，心里很激动。 ”冯小刚之前也曾说过：“很多我的同
龄人不是不爱看电影，是没有电影看。 所以《芳华》来
了。 ”

业内人士这次对《芳华》的评价普遍不错。 影评人
“桃桃淘电影”说：“冯小刚这次应该是走心了，第一次
能在他的电影里找到更真实的感情共鸣。 故事可看性
不错，从青春芳华到残酷战争再到一切的幻灭，颇有些
伤感。 美术、服装、摄影、配乐都非常出色，也成为主要
加分项，片子拍得非常漂亮。 ”影评人木易也“点赞”：

“这部电影除了观照平凡人物的命运之外，更多的是对
历史的铭记，对战斗英雄的致敬。 ”不少业内人士对《芳
华》的评价也颇为正面，认为这是冯小刚继《集结号》之
后又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 影
评人“二十二岛主”认为，影片前半段对错乱年代的错
乱爱情与命运的表现较好，刘峰下放后节奏错乱，太多
突兀和冗长的情节毫无必要，还好最后圆了回来。 就像
每个导演有武侠梦一样， 冯小刚一定会拍这样一部寄
托情怀的作品，爱他的人一定会很喜欢，厌恶他的人必
定觉得矫揉造作，所以口碑反倒不重要。

以描绘小人物和喜剧起家的冯小刚， 这几年向着
严肃题材的方向不断转变，而在这条转变之路上，对题
材的挑战和对自我的忠诚，则一直保持不变。《集结号》
中的战争，《一九四二》中的大饥荒，《唐山大地震》中的
灾难，《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众生现形记，到《芳华》中不
能被遗忘的战争和青春，主题上完成了又一次升华。 曾
在部队文工团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冯小刚， 对于文工
团的记忆一直念念不忘， 他与同样有着文工团经历的
严歌苓不谋而合，共同创作了《芳华》，并用众多细节织
就了一代人如梦的青春。 他将自己经历与情感拿出来
与观众交流，无论结果如何，这是他真诚的一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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