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子国， 现为湖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 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理
事。 湖南省老干部(老年人)书画家
协会艺术研究员。 作品多次参加全
国、 省、 市书画大展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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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钢

40集电视剧 《换了人间》 1月8日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首播。 这部被誉为“大型史
诗” 的电视剧， 集中表现了1949年至1954年间中
国革命的伟大进程和时代巨变， 热情颂扬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和使命， 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历程和
丰功伟绩， 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 和缔
造新中国、 建立新制度， 改天换地的壮丽画卷。

叙事风格忠于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换了人
间》 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和革命史诗的创作风格，
以大量翔实的史料， 全景式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 形象地反映了国共
两党在军事、 政治、 经济、 统战以及秘密战线等各
个领域的殊死较量， 真实展现了国共和谈、 北平和
平解放、渡江战役、上海金融大战、《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 签署、 抗美援朝、 和平解放新疆和西藏等
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该剧生动诠释了“赶
考” 精神， 着重表现了开国领袖毛泽东进北京城
后， 坚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醒和居安思危的忧患
意识， 真实再现了刘青山、 张子善腐化蜕变等历史
事件， 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示， 为广大党员干部提
供了一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生动教材， 具
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换了人间》 是一首戏剧化了的长诗。 该剧塑
造了200多名历史人物， 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 准
确描摹刻画了一批理想信念、 追求道路和性格特征
各不相同的丰满生动的人物群像。 在主创选择方
面， 《换了人间》 汇集了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创作的一流队伍， 王朝柱担任编剧， 唐国强领
衔主演并担任艺术监制， 刘劲饰周恩来、 王伍福饰

朱德、 郭连文饰刘少奇、 卢奇饰邓小平、 马晓伟饰
蒋介石， 倪祖铭、 杨晶担任导演。 编剧王朝柱是
《解放》 《辛亥革命》 《寻路》 的编剧， 对于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深具心得。 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 他谈到了此次创作的立意与初衷。 王朝柱说：
“该剧艺术且形象地反映了在一段历史转折过程之
中， 国共两党此消彼长的历史走向以及各个社会阶
层的变化， 尤其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的搏击， 让
今天的观众从中获悉新中国是怎么诞生的， 人民为
什么抛弃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同时， 用感人的艺术
形象让今天的观众、 尤其是青年学子知道毛泽东代
表了这一伟大历史的革命走向和选择， 而蒋介石却
代表了逆潮流而动并被历史所抛弃的必然。 自然，
我们还想通过艺术特有的感染力， 让观众感怀到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换了人间” 的革命是何等的
伟大和艰辛！ 史诗品格是 《换了人间》 最鲜明的
艺术风格。 所谓史， 就是要以宏大的历史视野， 正
面地完整地真实地形象地再现这段历史风云； 所谓
诗， 就是要写成一首戏剧化了的长诗， 全剧的描写
应尽量做到用诗化的语言， 主要人物的对话不仅要
有特定的时代感， 而且还要有诗人的激情。”

《换了人间》 全剧场景近千个， 涉及数百位历
史人物， 历史真实事件众多。 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当
时的历史氛围， 剧组要求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实景实
拍， 拍摄难度大； 在天津武清杨村影视城， 剧组专
门搭建了丰泽园、 菊香书屋等景地， 还有周恩来邓
颖超纪念馆内按照真实环境复原搭建的西花厅， 首
次开放用于影视剧拍摄。 对于该剧的拍摄， 导演倪
祖铭说： “演员关系一部剧的成败， 这次全剧的角
色有几百人， 我们提出的选角标准一是像， 二是专
业演员， 三是气质相符。 我们的底线是不将就， 不
凑合 。”

艺文

大师无技巧。 这话是古人
讲的。 中国画论里说： 先需得
法，中需有法，后需变法 ，无法
之法乃为至法，大师无技巧。所
谓大道无术、大道至简等，说的
也都是“大师无技巧”的高度和
境界。

然而当下众多书画家 ，有
的刚步入“先需得法 ”阶段 ，比
如大多数美术院校刚毕业的学
生；有的仅停留在 “中需有法 ”
的水平， 比如许多美术院校的
教师、 稍具创作能力的职业书
画家等。 而真正达到 “后需变
法”且变法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就更不用说达到“大师无技巧”
的层面了。严格来讲，齐白石也
只能算作“后需变法”阶段较为
成功的代表性画家， 与真正意
义上的大师还稍有距离， 而像
徐渭、朱耷、石涛等则可称得上
是真正的大师。 但今人往往不
自量力，尤其在当下，喜欢无节
制拔高，明明水平很差，或极其
一般， 却愣是能够给吹捧到天
上去， 于是也便出现了当下假
冒伪劣“大师”满天飞的现象。

而至于艺术创作本身，也的
确讲究贵在自然，忌讳做作。 须
知一件艺术作品，再如何用心设
计安排， 也很难达到真正的完
美，总会留有缺陷和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 就像说谎一样，哪怕谎
言编织得再如何“天衣无缝”，也
终究会有被识破、露出马脚的时
候，何况你我凡夫俗子又怎么可
能做出无缝的“天衣”呢？ 尽管谢
赫在六法论里提到 “经营位置”

一说，但其更多的是在强调创作
前的构思，有成竹在胸、心有定
数之提示和要求， 而绝非指的
是创作过程中对笔墨与构图的
刻意设计 、安排 ，甚至造作、炫
耀与卖弄。

所以最高明的艺术创作 ，
一定是最“真 ”的 ，是天然去雕
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不穿凿
附会、 不扭曲作态、 不刻意经
营， 也一定是能够达到无为之
为、无味之味的高妙之境界，浑
然天成，一派天真烂漫。

当然， 无可否认艺术创作
需技巧，而所谓“无技巧”，也并
非真的不要技巧、撇开技巧。须
知讨论“大师无技巧”的前提是
真正掌握了娴熟精湛的技法技
巧， 并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格面貌，达到了大技若无、大
艺不雕的层面和境界， 绝不是
一上来就忽视或看轻技巧的。

但也应知道，很多时候，一
件艺术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却往往是无技巧的那部分。 所
以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讲 ，绝
不应该在技法技巧上太过 “讲
究”，这一笔怎样，那一画如何，
这都不是一个真正艺术家所持
有的认识和状态。 对于技巧技
法，如何掌握 ，如何锤炼 ，如何
升华，如何由技入道，而非一味
地追技、 炫技， 是每一位有想
法、 有追求的创作者必须要思
考和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
解决不了，就始终过不了 “技 ”
这一关，就始终为“技”所困，徘
徊停留在“技工 ”阶段 ，终究达
不到真正大师、 大家的高度和
境界。

杨子江

夏碧波，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006年9月， 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
凭借一幅大字草书，参加全国首届草
书展斩获提名奖。 那些年，他先后参
加过国展30余次。2016年，他以一副6
尺楷书对联，又一次跻身全国第二届
楷书展览之列。

“人生逢盛世，书法育新人。 ”从
2008年开始，夏碧波走上了书法培训
之路。 他的办学理念与经验做法越来
越受到书法界的重视与认可。

1980年， 夏碧波出生在安化县
城一个偏僻的山村， 当地有一种习
俗，把擅长写字当作是人的美德。 夏
碧波深受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立志
要把字写好。 16岁那年，他考上湖南
省林业学校，在学校里，他第一次拿
起毛笔，开始了一笔一画单调枯燥的
训练。学校书画协会有一间不足20平
方米的房子，成了夏碧波日夜出没的
阵地。 在那里，他写呀写，晚上写累了
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 醒来又接着
写。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 1999年，
夏碧波要毕业了，学校为这位勤学苦
读的学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个
人书法展览。 谈起这次展览，夏碧波
满怀感恩之情：“没有学校的鼓励， 就没有日后我的
书法进步”。从此以后，无论是到广州打工，还是分配
到家乡林业部门工作， 他都没有忘记笔墨香浓的诱
惑，始终坚持业余时间练习书法，每天写字都在6个
小时以上。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一个人
的成长始终离不开组织的帮助与好心人的关怀。 夏
碧波乐于助人的故事， 在他的家乡早有流传。 有一
年，他在县城经过一家小油漆店，发现店里的中年男
子正在写毛笔字。一连几天都如此。夏碧波了解到他
练习书法的积极性挺高，什么书体都练过，就是缺乏
系统性。于是夏碧波指导他专攻苏东坡的字帖。这位
中年男子经过一年多努力， 成功参加了全国第七届
书法新人展和首届“长江杯”书法展览，成为了中国
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名叫王平辉，今年62岁。 回忆
起个人学书法的事，他说是夏碧波改变了他的命运。

夏碧波在书协组织里有多种兼职。 省书协组织

书法进万家的活动他参加， 省青年书协组织看稿会
他到场， 遇到当地大型书法展览他会到现场当解说
员，他担任了芙蓉区书法协会主席，他称这个“小芝
麻官大有作为”，经常组织本区的书法爱好者互相切
磋技艺，迄今为止，该区有4人加入了中国书协。 眼
下，他们正在组织“弘扬好家风，讴歌新时代”的书法
比赛。

回归到培训的课堂上，夏碧波总是激情满怀，毫
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员。 他希望学员个个都超
越他。 他认为，学书法教书法都不是最终目的。 中国
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倡导“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
人”，他十分认同。 他经常取法乎上，借王羲之、颜真
卿、欧阳询、王安石、柳公权这些书法大家“修齐治
平”的故事，启发学员们在书写过程中心手交应，物
我合一。通过自然书写的过程，感受所书写的优美文
辞，自觉或不自觉地达到“修身”的作用。

他常说，书法家要有书法家的样子。

易先根

如果说书法属艺术的意识流，
那么月浪的狂草便是艺术的意识激
流。 那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
到海不复回” 的磅礴大气， 更是
“春潮带雨晚来急” 的潇洒豪迈。
其气韵东征西讨所向披靡， 其笔墨
凌云壮健纵横捭阖， 其线条雄强灵
魂龙飞凤舞， 其境界壮阔浩渺风起
云涌； 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
然。

我以为， 月浪的狂草创作中有
三个关键词值得刮目相看： 他所创
造的意象， 挥舞的线条， 表达的诗
情。

月浪在狂草创作中顽强地表现
自我， 在狂草的挥洒中只见一队队
意象飞腾而出， 霎时便联翩波涌，
挤满了天空， 发出一阵阵轰鸣， 格
外地震撼人心， 叫你清静不得， 一
定会被它们裹挟而去， 到达艺术天
国的太虚幻境， 饱赏那份烟霞万状
的绚烂与华姿， 获得丰厚的美学享
受。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 狂草尤其
看重线条高蹈的律动。 月浪在线条
铸造上是多有创意的， 丰贮了动力
与势能， 营造线条的运动美学， 将
线条律动的美学内涵丰富多彩地体
现出来， 达到一种圆融， 实现艺术
综合效果的突破。 在月浪狂草创作
中， 看似纠纷萦带的疏密粗细， 却
缘自生机盎然的生命活体， 表现为
生命气象的氤氲勃发。 而这一切乃
是书法家高度敏悟的结撰， 也是文
化内核凝贮笔端的冲荡， 正如古人
所说“力在字中”。 月浪在笔墨的
运动中， 恰到好处地把控力度与韵
度的交响， 从而发出协奏的和鸣。

美是自由的象征， 月浪用自由
奔放的线条不断追求书法艺术的独
立与自由， 展开生命对自由的渴
望； 诗是文学的圣殿， 诗的意境是
艺术中最高最美的境界。 月浪热情
奔放， 充满了诗人气质。 这样的年
轻人投身某种艺术， 自然便是诗意
的投入。 在月浪的狂草作品中， 诗
意总是随着笔墨的挥洒和线条的奔
放忽隐忽现， 涌动于书法意象与气
势的维系之间， 展现意外之意、 象
外之象的无穷无尽， 让人们欣赏到
艺术世界的诗美缤纷。

荧屏看点

荧屏开年大剧
《换了人间》再现历史巨变

墨润潇湘

﹃
要
有
书
法
家
的
样
子
﹄ 夏碧波书法作品

艺苑跋涉

意识的激流

谈艺录

大
师
无
技
巧

月浪书法作品

齐白石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