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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十九大报告的新要求，文
艺工作者要担负起 “弘扬中国精
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的神圣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文艺
家要保持良好的艺术创作状态，全
身心投入到新时代文艺精品的创
作之中。

保持良好的艺术创作状态必
须要尽心。 这是新时代艺术家最基
本的使命担当 。 每个人的能力大
小 、天赋高低有差异 ，但无论做什
么事 ，不尽心去做 ，肯定是做不好
的，艺术创作尤其是这样。 作为新
时代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尽心尽
力地去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

保持良好的艺术创作状态必
须要精心。 文艺创作如同耕耘，容
不得半分懈怠 ， 唯有满怀敬畏之
情，躬耕其中，秉持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态度 ，才能有好的 “收成 ”。
古往今来，人们都喜欢用“匠人”来
称呼有工艺专长的人，在某一方面
有杰出成就者的人，人们会尊称其
为 “巨匠”。 国外的如莎士比亚、雨
果为“文学巨匠”， 罗丹、米开朗基
罗 、达芬奇为“艺术巨匠”。 我们中
华民族古今文明史上，也产生了王
羲之 、李白 、杜甫 、梅兰芳 、齐白石
等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巨
匠。 这些称呼代表着人们最高的崇
敬和景仰。 优秀作品总是在生活和
艺术积累的基础上，有一个长期积
淀、渐悟渐成的过程。 文艺工作者
只有深入火热的生活， 长期观察、
体验、分析、研究，才能创作出思想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有机统一的艺
术精品来。 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去精心琢磨，让“精
心”成为文艺繁荣发展过程中的新
常态。

保持良好的艺术创作状态必
须要静心。 文艺创作是一场苦旅，
静不下心来 ，耐不住寂寞 ，就不可
能有所建树。 人们常说，“手中一管
墨， 胸中墨一桶”，“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 文艺工作既有一般工
作的普遍规律，又有文艺工作的特
殊规律， 文艺创作是个体的劳动，
独立性强 ，个性特色鲜明 ，创作周
期较长，尤其面对市场经济中各种
诱惑和挑战，更需要艺术家静心排
除繁杂事务的干扰，潜心创作。 法
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艺术事业起
步于 《青铜时代 》，成熟于 《地狱之
门 》《加莱义民 》等作品 ，但真正标
志着他问鼎西方雕塑艺术巅峰的
作品，则非《巴尔扎克像》莫属。 而
这件专为巴尔扎克所创作的个人
塑像，罗丹花费了7年时间去创作、
19年时间去等待， 直到他辞世22年
后才得到人们的认可，最终成为传
世名作。 由此可见，一些优秀的作
品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掂出
其分量。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只有对
所从事的事业充满虔诚热爱的人
才会静下心来， 才能不随波逐流，
不趋时媚俗， 不做市场的奴隶；才
会有尘世喧嚣中的默默耕耘，才会
有众声喧哗中的清净自守；才会有
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有机统一
的优秀作品问世。 也只有这样，才
会有几十年如一日钻研、 深挖，才
会有技艺上的日臻完美、纯熟后的
推陈出新，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中
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优
秀作品。

易名

回望2017年国内影视市场， 一批文化精品力
作引起强烈反响。 暑期档的《战狼Ⅱ》，刷新了中国
电影票房的纪录；国庆档《羞羞的铁拳》创国产喜
剧票房新高；纪录片《二十二》收获良好口碑。 电视
剧中涌现了《白鹿原》《鸡毛飞上天》《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等多部口碑极佳的作品，剧组的“良心”创
作、演员的精湛表演，让近年来习惯了看“抠图”
“替身”表演以及渣特效的观众大呼“洗眼睛”。

《白鹿原》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 改
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不迎合热点、不随
应“潮流”，打磨多年，最大程度地靠近原著。 张嘉
译、何冰、秦海璐等老戏骨扮演的“原一代”贯穿
全剧，分分钟炸裂的演技看得观众欲罢不能。 虽
然叫好却不叫座，收视率远远不敌同期的《欢乐
颂2》，但剧版《白鹿原》无疑是2017年最优秀的电
视剧之一。 有学者评价，这部作品具有鲜明中国
气派、文化自信和艺术良知，或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散发出经典的魅力，成为中国电视剧艺术发
展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也成为电视
剧改编文学经典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赞美与争议
齐飞。 2017年6月22日开播的这部历史人物古装
剧从曹魏的全新视角切入，抒写了魏国大军师司
马懿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该剧整体节奏快，人
物刻画明晰有力，主演演技出彩，台词颇具古韵，
服道化也极具历史感，尤其是吴秀波等一众演员
的精湛表演，获大量网友点赞。 尽管《军师联盟》
赢得了高口碑，围绕该剧的争议却不绝于耳。“有
明显的历史常识错误”“人物塑造脸谱化” 等问
题，成为观众争议的焦点。

《白夜追凶》 口碑国产网剧首次走出国门。
这部“爆款”网剧的海外播放权被美国流媒体巨
头、 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网飞（Netflix）拿
下，计划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虽然此
前有《还珠格格》《甄嬛传》等电视剧开启“出海”
模式。然而，国产网剧走出国门还是头一回。相信

看过该剧的观众对第一起分尸案件里兄弟二人
勇斗亡命歹徒的场景记忆犹新。 主演潘粤明也凭
借炸裂的演技再度翻红，圈粉无数。

《战狼II》 票房奇迹。由吴京执导的《战狼II》
2017年暑期档一上映便成了“爆款”，仅7月30日
一天就拿下3.597亿， 刷新了华语影史单日票房
第一的纪录。最终，它创下了56.79亿的票房奇迹，
赢得观众的认可与共鸣。 专家评价这部“现象级”
影片的热映如同中国军人形象与国家实力在国
际社会的一次“路演”。 透过这场“路演”，中国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一日为战狼，终身为战狼”
的铮铮铁骨。

《二十二》 中国首部票房过亿元的纪录片。
这部讲述幸存“慰安妇”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成为
中国首部票房过亿元的纪录片。 该片一开始颇为
冷清，在媒体、名人和网友共同呼吁下，排片和人
气一路走高，上映后“慰安妇”问题引起了各界关
注，也让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在
观众面前。

吴海涛

2018年伊始， 荧屏
开年大剧备受关注。 往
年， 各大卫视常以大制
作、大女主题材“开年”，
为的就是打响收视头
炮。 但在卫视日前公布
的新年首批电视剧单
中，大制作尚未登场，青
春题材引人注目。 湖南
卫视黄金档将播出《我的青春遇见
你》，搭配《凤囚凰》《我站在桥上看
风景》两档周播剧，青春气息扑面而
来。 这些青春剧能不能担当起“开
年”重任，燃起观众追剧的热情，我
们拭目以待。

新的一年开年剧种类多样，都
市剧、谍战剧、悬疑剧、古装剧都出
现在这个档期，不少作品都有满满
的青春元素。《我的青春遇见你》
2018年1月2日开播，是一部由新锐
导演李木戈执导的青春怀旧成长
大戏。 主要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对
平凡小夫妻陈也（魏千翔饰）和李招
娣（姜妍饰） 历经十年风雨共同成
长、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不同于当
下盛行的都市情感偶像剧，该剧围
绕亲情、友情和爱情，用平实、搞笑
而温暖明亮的故事，唤起观众的回
忆。《凤囚凰》《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将分别为湖南卫视两档周播剧场
开年。《凤囚凰》由于正编剧，关晓
彤、 宋威龙等主演。 该剧拍摄时曾
传出换角风波，加上此前曝光的关
晓彤发髻造型遭到网友群嘲，开播
后口碑会不会扳回一城备受关注。
对于关晓彤的造型，于正在微博上
坚称没有错：“关晓彤的造型有很多
个，你们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个，入
宫见驾隆重些有错吗？ 那是南北朝
的特点好吗？”《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根据顾西爵的同名小说改编， 由袁
晓满执导，姜潮、李溪芮主演，讲述
游戏公司总裁章峥岚(姜潮饰)在机
缘巧合之下认识并倾心于剑道教
练萧水光 (李溪芮饰 )，默默守护并
帮助内心受过情伤的萧水光走出
阴影，重新拥抱爱情的故事。

《最好的安排》 为山东卫视开年
剧。 剧情从赵子慧（颖儿饰）的视角
出发，讲述了这位职场白领与暖男
徐天（付辛博饰） 以及上司闫若舟

（王耀庆饰）之间的爱恨纠葛。 主打
“青春偶像”招牌的谍战剧《小楼又
东风》 定档安徽卫视。 该剧由严屹
宽、宋轶、朱梓骁主演，剧中女主角
跟两位男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与
来自信仰冲突下的观念和家国大
义中的性格碰撞是亮点。

除了青年演员外， 今年开年档
还有不少演技派坐镇。 已在网络播
出的《虎啸龙吟》将登陆卫视。《军师
联盟》播出时就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第二部《虎啸龙吟》里吴秀波、刘涛
等戏骨的表演同样吸引人， 播出后
口碑颇高。但看过网络版后，观众是
否还会守候在电视机前再次欣赏
他们的表演？夏雨主演的《莫斯科行
动》定档浙江卫视。夏雨将化身机智
警探，带领专案组与嫌疑人斡旋。夏
雨阔别荧屏已久， 上一部作品是
2013年的《而立之年》。 谈起为什么
出演这部剧时，夏雨透露，自己是被
这部剧题材既真实又传奇的独特
性， 及程亚力这一原型人物坚韧的
品质所打动， 希望自己演的角色对
得起警察这个职业。

央视八套的开年剧《大话红娘》
由杨烁、张俪、张丹峰等主演，上演
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女博士追爱囧
事。《大话红娘》中的女博士都晓晓
叛逆有个性，但在感情上十分自卑，
她来到婚介所做代班红娘， 遇上发
小、 妇科医生高文博……张俪一改
以往的高冷知性形象， 饰演叛逆活
泼的职业红娘。杨烁一改自己在《欢
乐颂》里的霸道总裁形象，在《大话
红娘》中饰演“软萌”的妇科男医生
高文博， 他说：“这个人物性格有点
像年轻版的贫嘴张大民， 我希望用
一种顽皮积极的方式面对生活中
的生老病死。 ”张丹峰则延续了《花
千骨》中的暖男的形象，演绎暗恋都
晓晓的男医生严峰。

赵颖慧

“阔如手掌的一块砚台/温润亦如吾友的
掌心……”李元洛书房门口，挂着一幅用玻璃
框架装裱的余光中亲笔书写的《楚人赠砚
记———寄长沙李元洛》，落款日期是2005年5
月15日。

2005年，成都举行元宵诗会，余光中携
夫人与李元洛等人同游四川峨眉山。 李元洛
回忆道：“我到了四川就特别嫉妒流沙河，流
沙河送过一把扇子给余光中先生，就‘骗’了
他一首诗《蜀人赠扇记》。 我跟他交往这么多
年，他的诗也是我最早介绍到大陆的，他还没
送过一首诗给我呢。”走进峨眉山宾馆大门的
时候，李元洛说：“光中兄，你没送过一首诗给
我呢。 ”他太太说，“元洛啊，光中早就想写一
首诗送给你。”余光中说，“你送过一个镇纸给
我， 但不太好写诗， 如果是砚池就比较好写
诗。 ” 李元洛就赶快去宾馆附近小卖部看有
没有砚池卖。小卖部正好有，一个雕成桃子状
并带有桃树叶和枝干的端砚，标价3600元。

“那时没有什么银行卡， 我也没带多少
钱，3600元根本买不起，就讨价还价。 ”李元
洛说， 老板煞有介事地拿计算器算来算去，
3600元减到2600元。 李元洛摇头。 店家说，
“那一千吧，一千……”“你看你们宾馆大门口

的横幅，写着欢迎余光中先生下榻宾馆，我就
是要送给他的呢，要不这样咯，打个一折360，
好不？”李元洛用带着长沙口音的普通话讨价
还价。“好好好。 ”店家的回答让他出乎意料。

李元洛掏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买下砚
台，拿到余光中房间。为了表现这个东西的珍
贵，标签特意没撕掉，让他看见是3600元，不
是很便宜的东西。 余光中回去就写了这首诗
《楚人赠砚记》。 他在电话里告诉李元洛：“这
个砚池蛮好呢，有六个‘眼’，放在水里不沾
水。 ”

这首《楚人赠砚记》，采取的是英国文艺
复兴时期杰出诗人斯宾塞创作的一种诗歌体
裁“斯宾塞体”。 全诗四段，前三段每段九行，
最后一段八行，全诗音韵和谐，旋律反复，首
尾呼应，和谐如同“回旋奏鸣曲”般的艺术整
体。

最后一段，余光中写道：
六眼与我睽睽地对视
像是那楚人对我的期许
且将清水注入了砚池
用一块徽墨细细磨开
只为怀念古远的芬芳
太久了，不曾薰我的书房
只为这点滴的清纯或许
能遥通汨罗，连接潇湘。

袁杰伟

210多幅速写反映社会主义新农
村新面貌。 1954年，15岁的李仕奇初
中毕业后待业在家。 有位热心人打听
到某校一位女教师因要请56天产假，
需要请一位代课教师，让他去试试。他
去学校找到校长， 校长果然安排他代
课。 他上课受学生欢迎，又爱画画。 不
久， 双峰县文教局就知道有这么个小
伙子可以代课， 于是县里只要有老师
请假，就安排他去代课。他就成了一个
奔走于各校的代课教师。 业余时间他
喜欢写生画画， 县里搞文化宣传活动
也请他去参加。他每次外出写生时，总
是吸引很多人围观。 有一次在双峰一
中附近写生时， 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
部看了他的画说：真的画得不错。就这
样，代了两年课的他，被招到县文化馆
当美术专干，专业画画。那时双峰县的
湘剧团常下乡演出， 他每次都跟随湘
剧团到乡下写生， 到农家走村入户采
访，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火热的生活、
新农村的新风尚新面貌。 他反映现实
生活的画经常在《湖南日报》《湖南科
技报》等报刊发表，累计达80多幅。 他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

用漫画塑造水利建设中涌现的
“梅龙山下活龙王”形象。1965年，全省
大搞水利建设，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

平化到双峰参观了梅龙山下的千金水
库，千金水库库长聂本发开发、管理水
利的方法和成效得到张平化的充分肯
定， 张平化指示将千金水库的经验向
全国推广。 为此湖南日报社派美术记
者周令谟到双峰采访， 拟创作 20幅
连环画在《湖南日报》连载。他创作
的题目是 《梅龙山 下 活 龙 王》，
“活龙王 ”就是比喻聂本发。双峰
县派李仕奇配合，周令谟让李仕奇
画其中的8幅。 李仕奇以高度的热
情投入这次创作，经过连续多天的
采访创作，作品完成了。周令谟对李仕
奇的作品非常满意。这组漫画在《湖南
日报》连载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不但全国各地有人来参观学习， 连柬
埔寨、 老挝等国的领导人也来到双峰
参观学习。

30年3次绘就娄底的“清明上河
图”。1979年，娄底设立地级建制后，李
仕奇被调到娄底地区电影公司负责宣
传工作，担任宣传科科长，不久还兼任
了一个社会职务： 娄底地区美术家协
会秘书长。 日常工作则是画电影宣传
画、海报等。 他不断搜集创作素材，长
期走到哪就写生到哪。 娄底日新月异
的变化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1983年，
李仕奇站在娄底电影公司的楼顶上，
常常望着拔地而起的建筑发呆， 他灵
感一动： 何不用画笔记录娄底的美丽

呢？当时没有买照相机，不能照了再回
去画，他便常常一个人爬上楼顶写生，
用了几个月时间画了一幅6米长的《娄
底新城》，真实记录了当时娄底城市现
状和生活场景。 这幅画能激起老一代
娄底人许多回忆。20年后，娄底的城市
面貌更加美丽。

2003年秋天，李仕奇来到娄底电
影公司的楼顶，还像20年前一样，一边
看着娄底新城，一边一笔一笔地描绘。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幅10多米的《青
春娄底》长卷画出来了。如果说1983年
画的《娄底新城》是一幅黑白照片，那
么，这一次画的就是一幅彩色照片，色
彩更丰富，内容更多姿。

时间一晃又是10年。 2013年，74
岁的李仕奇下决心再画娄底。 因为这
10年娄底变得越来越美了， 市民的生
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他决心用画笔记
录这一切变化，创作一幅百米长卷，描
绘一幅全景式反映娄底城市面貌的作
品。 与前两次直接写生创作手法不同
的是，这一次他先拍照片，搜集素材，
再进行创作。 他跑遍了娄底的大街小
巷，拍了数千张照片，用两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这幅长卷。

老人说：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
之年搞一次画展， 让更多的人看
到我画笔下新时代、新娄底
的“清明上河图”。

翰墨飘香 八旬老画家的心愿

李 仕 奇 ， 男，
湖南双峰人， 1939
年生， 娄底市电影
公司退休干部。 他
创作的电影宣传画
《开往克拉列沃的列
车》 《你的微笑》
曾获省展三等奖。
历时30年创作的长
卷 《幸福娄底》， 被
誉为“娄底的清明
上河图”， 春节前可
全部完成。

荧屏看点

荧屏开年大剧
满满青春元素

艺苑杂谈

艺林掇英

楚人赠砚记

王明义美术作品 《梅荷图》

尽心·精心·静心
———文艺创作的新常态

影视风云

2017,“良心之作”影视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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