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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2018年荧屏开年和往年不太一
样———少见古装IP、 流量 “小生”、“小
花”， 没有高热度低口碑的怪诞景象。
貌似波澜不惊的贺岁档，回归理性，且
不乏新意。 有4部豆瓣评分超过8分的
“良心剧”：《风筝 》8.5分 ，《琅琊榜之风
起长林》和《虎啸龙吟》都是8.4分，《莫
斯科行动》8.0分。 从争抢热度到回归理
性，从哗众取宠到良心之作，这似乎才
是开年剧应有的样子。

《孤芳不自赏》《芈月传》《武媚娘传
奇 》……追溯前两年 ，大女主古装 、仙
侠玄幻剧一直是开年或跨年荧屏的
“宠儿”。 它们也总能迅速掀起年度观
剧（吐槽）热潮。2018年的开年档没有了

曾经的 “硝烟弥漫 ”，古装剧不再一家
独大，说好的《如懿传》《巴清传》（原名
《赢天下 》）都未能如约上场 ，谍战剧 、
都市剧、刑侦剧、青春剧等多个题材都
得以有机会走上了开年荧屏。 各大卫
视也有意调整排播策略， 不再是清一
水的大IP剧。

其实再往前点儿追溯， 作为竞逐
新年 “开门红 ”的重头戏 ，开年剧推出
的都是精心挑选的佳作， 承载着打响
收视头炮的重任， 比如央视连续推出
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闯关东》《走
西口》等经典剧目，创造了收视和口碑
大丰收的盛况 ，也成就了 “开年大剧 ”
这个名号。

今年开年档虽离曾经的“辉煌”还
有距离，但也算是一种良性回归。 经历

了这个开年档的瞬息万变， 也预示今
年的荧屏新风向。 新的一年理应有新
气象，经历了这几年的资本狂欢，电视
剧行业已经到了该反思、 冷静和沉淀
的阶段。 资本游戏观众不再买单，投机
风险也越来越大， 只有诚意作品才能
得到市场认可。

近期大银幕《前任3》的爆红说明，
一部戏只有让观众有共鸣， 才会引起
广泛讨论、获得票房回报。 荧屏上的现
实题材也必须遵守这样的创作原则 ，
否则就是对真实生活隔靴搔痒的 “伪
现实题材”。 在古装疲软的情况下，现
实主义题材将在接下来的档期里全面
开花。 《我的青春遇见你》在湖南卫视
开播，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讲述
了两人长达十年的故事 ； 《小楼又东

风》 是一部谍战剧， 讲述民国时期上
海名媛吕晗芝因家道中落从千金小姐
蜕变为信仰坚定的优秀女 特 工 的 故
事 ； 夏雨曾经拿过威尼斯电影节的
影帝 ，也拿过金马影帝等奖项，是实
力派男演员，他久疏荧屏，如今回归的
作品是 《莫斯科行动 》，这部剧由 《余
罪》的导演张睿执导，根据1993年真实
发生的 “中俄列车大劫案 ”改编 ，讲述
了一群犯罪分子潜逃国外， 公安部随
即成立专案组赶赴莫斯科追捕犯罪嫌
疑人， 在异国展开一场曲折惊险的追
缉之旅的故事……

开年荧屏悄然的“开门红”告诉我
们，只有对真实生活进行更深思考，制
作上更接地气， 才可能赢得收视口碑
双丰收。

王宏

我的草书先学张旭、怀素，受王铎的影
响也很深。 3个人中前两位都潇洒一生，人
们传颂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佳话， 不管是真
实的还是杜撰的。 只有王铎，不幸生于风雨
飘摇的晚明，崇祯自缢后他留守南京，在极
度绝望中与钱谦益率文武大臣迎接清兵进
城。 从颠沛流离的噩梦到“贰臣”的噩梦，王
铎一辈子没有安生过， 但是无论是动荡还
是安定、 苦难还是富贵、 得意还是失意，悲
伤、 颓废都没有停息过他追求书法的脚步，
他带着满腹经纶却无限悲伤与矛盾， 成为
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

王铎用他的笔墨来释怀， 正如他自己
所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
也。 ”在书法史上，他岂止是“好书数行”!明朝
的书坛如果没有王铎，该会有多寂寞，清朝的
草书如果没有王铎，该会有多惨淡！ 近现代的
书法大家无不推崇王铎，沙孟海、林散之都对
他推崇有加，启功干脆就一语以赞之：“王侯
笔力能抗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这吻合了
他的自信，他说过自己学书40多年，有很多
追随者，必然有深爱他的书法的人。

的确，王铎的草书，下笔动辄六尺九尺，
洋洋洒洒，纵横飞舞，满纸云烟，本来明代才
有这种大幅巨制， 新的形式必须要具有创
新精神和敢于突破拘囿的人才能发挥出
来，王铎在明清之际的书法家中，受二王的
浸淫最深，又偏爱米芾，将张芝、虞世南等精
髓摄入， 用自己强悍的笔力形成了王铎的
书风———涩与畅、 爽利与浑厚糅在一起，凝
练坚韧，沉着淋漓。这书法扣人心弦，有些压
抑但震撼人心，当雄壮迸涌而出，一股神奇
的力量就在心中蕴藉了。 我只有看王铎的
《赠郑公度草书诗卷》还有《题野鹤陆舫斋诗
卷》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一股奔腾的力量在
心里旋转。 他丰富的变化成功地解决了大
作品单调不耐看的问题， 使书法的形式美
又高一层。 青年时代的王铎和黄道周、倪元
璐志同道合，同榜进士，时人称他们是“三株
树”和“三狂人”，“三狂人”很好理解，“三

株树”却是为何，我到现在还不得知。在书法
上，他们都学古变今，要与赵孟頫、董其昌雅
的书风分庭抗礼，另辟蹊径。尤其是王铎，公
然宣称：他人嚼过的肉，我可不沾，作文写字
要有胆量，不然就会拘束;要像虎跳熊奔，不
受拘束。 是的，王铎做到了，年轻时凭着勤
奋、无畏达到了他书法的理想状态，年老后
孤独，纠结，荣辱不惊，寄情于书画，将多年
的探索惊艳一亮，达到了更高远的境界。

回看王铎的一生：国难当头，明朝江山
已是风雨飘摇，清兵入侵，农民起义，王铎不
顾好友黄道周直言被贬， 仍旧慷慨陈词；幼
女夭亡、 父母病殁、 妻子死于逃难途中，四
子、幼子又接连死于战祸中，这样的苦难，不
知道有几人能够承受； 接着李自成攻破北
京，崇祯皇帝自杀，绝望、恐惧以及无尽的悲
伤充斥着这个明朝大臣的内心， 当时清兵
攻陷扬州城后屠城十日，接着渡江直捣南
京，城内官兵为避免屠城之祸 ，开门受
降，王铎接受了钱谦益的劝说，和一帮没
有来得及逃走的明朝官僚也归顺清朝。 好
朋友黄道周、 倪元璐早已为大明朝殉节而
亡，父母妻子都先他而去，还来不及伤悲，国
已破，山河在，他苟且偷生。很多人一直苛责
王铎，总是拿气节来证明爱国。 史可法在清
兵围困扬州时率满城军民引颈一刀成雄
鬼，扬州十日，白骨累累，好不凄惨。 王铎他
们是没有气节， 但是至少南京没有出现杀
戮。 王铎降清后迅速官至礼部尚书，身居高
位，但他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上疏劝告满
清皇帝遵行孔孟之道， 二是受命祭告西岳
华山。除此之外，就是在书房，在宣纸上重新
寻找昔日的雄强。 53岁时成为清朝的大臣，
只做了8年大清的礼部尚书， 便撒手西归
了。

至今我们不知王铎葬于何方， 因为他
知道在他身后会遭受唾骂， 临死前告诉家
人“以布素殓，陇上无得封树。 ”但是8年时
间， 他的书法却几乎完成了一个时代的飞
跃，他的书法大气，气势恢宏，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他的精神和灵魂随着他笔下变
化无常的挥洒放空，终于回归纯净。

邓鸣亮

山水与我有缘。我出生于农村，故乡葱郁的黄竹岭，巍
峨雄浑的龙山，清澈明丽的泉塘，蜿蜒奇秀的便江，沐浴着
我的心灵。

我从小酷爱绘画。童年，随父母迁居县镇。家住邓氏宗
祠，对门有一民间艺人，父子从事婚嫁丧娶风俗艺术活动，
给了我许多熏陶。 稍长，得一部《芥子园画传》，时常临摹。
1949年夏，我读高中时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积极参加省
立三中反贪污、要民主的革命学潮，同年8月加入中共两衡
工委直属永兴支部下属地下青年团，投入革命洪流，10月
为迎接家乡解放，先后做过群众宣传、粮秣征集、恢复中小
学教育、接管县民众教育馆和中学美术教育等工作。 1950
年秋被送入美术大学学习，相继读过三所美术学院，得关
山月、黎雄才、徐坚白、杨之光、江丰、许幸之、王逊等名师
指导。

中国传统绘画浩若瀚海。在学院我讲授中国画、书法，
也讲授中国绘画史、中国工艺美术史。对画史、画论、画评、
画法做过全面研究。从技艺而言，重点对五代两宋的董源、
巨然、范宽、李唐，元代黄公望，清代石涛诸大家特别尊崇。
北宋“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元代山水画家各有
专精，各逞其长。清代石涛长期与大自然接触，使他的山水
画更臻成熟，他运笔姿纵，豪放洒脱，其大胆革新的创造精
神和理论著述令我倾倒。“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他的名言，
给后世指明了“师法自然”的重要意义。 他说：“古之须眉，
不能生在我之面目；给后世指明能安入我之腹肠。 我自发
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与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所说：“无
论学哪时代之画，总要归纳到现代来；无论学哪一派、哪一
人之画，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与自己的面目。 ”其精神相同，
我皆奉为圭臬。 我学习诸家，取其精髓，不徒尚其形似，力
求具有自己的面貌。

我于大自然中写生，喜在晨曦或黄昏中观察景色，由于
光线昏暗，许多繁复、琐碎的细部被淡化和省略。 也喜欢登
高，越过一山又一山，对山河进行步步观、面面观，多方位地
看，全方位地想，并运用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将左面
的、右面的、脚底的、前景的后面看不见的，只要画面需要，
便可拉近或推远，升高或压低写之。 在画室创作时，根据构
思、意趣所趋，迁想妙得，先以小稿，一再推敲，作正稿时只
定大体位置，先从主体入手，由近及远，先“扫地”，后“绣
花”，饱满情趣，放纵笔墨，再次造景。 1996年秋我在长沙办
个展，著名画家关山月为画展题字，著名画家陈白一给予充
分肯定：“《河峡新晖》有范宽的博大雄浑，泼墨加勾勒，粗犷
中见精微，但又是邓鸣亮的三峡。其他如《林乡纵横》《林乡
夕照》《路》《群峰秀出》《侗乡风情》《南岳观止》《腰子寨》和
《苏仙岭》等等，都来自生活的深思与拓展，笔墨苍润，给人
以生机和神韵，充分体现了画家的胸怀与情趣。 ”

中国画是中国的国粹，是民族文化的精髓。 我尊崇传
统，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画必须具有中国文化特
色，必须姓“中”。 有种“笔墨等于零” 的论述，未免过于偏
激。“没有笔墨也等于零” 的观点，我十分赞同。 中国画需
要吸取外来优秀文化，需要不断“变革”。 它不是与己决裂
与人接轨，而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我于城市生活了几十年， 仍然热爱自然的山山水水。
每次回故里，对那些不知攀登过几多次的丹霞地貌的奇山
秀水，仍旧去寻攀或写生。这大概是人类的本性。人都热爱
故乡，都依赖于大地而生存，而大地养育万物，终而复始。
古云：“天者仁也。 ” 这“天”，指的就是自然。 我作山水
画，立志为祖国山河立传，赞其德，颂其美，希冀将自己热
爱的自然之美和眷念之情传递给观众。

我已离休多年， 情系山水。“远渡孤烟起， 前村夕照
明”，笔耕墨耘，读书静养，是我余生的价值取向。

黄巍 周晓鹏 张礼俊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1月16日上
午， 溆浦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展演基地，
30名年轻学员在剧团老师带领下， 打着节
拍，苦练基本功。这些年轻学员均为“00后”，
是通过公开招考选拔的辰河目连戏传承人。

辰河目连戏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大型民间祭祀
戏曲之一，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 近年
来，溆浦县委、县政府借文化体制改革春风，
启动了抢救性保护工作，并成立溆浦县辰河

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 为解决演艺人员培养
难题， 该县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了30名学员，
作为辰河目连戏的传承人和该县文艺活动
的骨干力量进行重点培养。 这是该县时隔近
30年再次恢复辰河目连戏学员招生。

“有了接班人，传统文化就有了生命和
活力。 ”溆浦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负
责人介绍， 这30名学员年龄最小的12岁，最
大的17岁。 由于辰河目连戏是门综合艺术，
讲究“唱念做打”样样精通，学员们必须历经
一番苦练才能“出师”。

“把辰河目连戏发扬光大。 就算受苦流
泪，我也要学好!”今年13岁的梁鑫怡是其中
的一名学员。 她说，为了掌握辰河目连戏的
表演要领， 每天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6
个小时的强化训练。 一年以后，她才能正式
登台演出。

黄启晴

长沙五一大道南阳街口， 一幢不起
眼的老楼里，66岁的黄希林正借着台灯
昏黄的灯光，对毛笔做最后的修正。作为
杨氏毛笔庄传人，制笔20余年的黄希林，
依旧在遵循古法制笔，在一锋一毫之间，
传承着百年湘笔的理念和技艺。

说起湘笔的历史，黄希林如数家珍。
明清时期，毛笔制造业有两大流派，一个
是浙江湖州的“湖派”，另一个就是以长
沙为主要产地的“湘派”。到了民国时期，
湘笔最为兴盛。 当时， 长沙市内有笔庄
70多家，著名的就有“彭三和”“王文升”
“余仁和”等大店，杨氏毛笔庄上一代传
人———黄希林的岳父杨德富就师出王文
升。

穿起蓝色围兜，戴上老花镜，黄希林
用梳子先细细理顺已经过脱脂工序的原
毛，然后用竹寸衡量出长短、用笔刀切割
出层次，线绑笔头、修整笔杆……虽然已
制了20余年笔，但黄希林对每道工序都
不敢有丝毫马虎。

“毛笔有狼毫、兼毫、羊毫等几大系
列，又有上品、极品鸡狼毫和羊毛、灰鼠
尾巴、兔尖等50多个种类。 ”讲起手里的
毛笔，黄希林眼里闪着光。 他告诉笔者，
制作一支羊毫笔，要经过水盆、捉羊毛、
石灰浸羊毛、将羊毛梳成片、齐羊毛、切
羊毛、整羊毛等一百多道工艺程序，只有
每一道都做到精湛，才能制作出尖、齐、
圆、健的“四德”毛笔来。 黄希林回忆道，
十多年前，他们曾尝试用更新的AB胶代
替生漆来黏合笔头，结果AB胶渗透性不
强，导致成品质量良莠不齐。为了保证顾
客买到的笔都是完美的， 他们将已制成
的五百支二号兼毫全部销毁，重新制作。

从学制笔开始， 黄希林对每支从自
己手中诞生的笔都倾注了情感。“选料要
精、手工要细，笔头太饱满会不收锋，太
单薄又使不上力， 这些都需要动脑用心
才能做好。”即便是在毛笔已然式微的今
天，黄希林也秉承着“君子卖笔”的原则。
“有的人一买就是十几支，我会提醒他先
试着用用，觉得好再来。 ”而对于初学者
和熟用者，黄希林会分别给予不同建议，
让所有顾客都能买到称心称手的毛笔。

杨氏毛笔庄和湘籍美术大师黄永玉
也有着不解之缘。 2002年，身在北京的
黄永玉苦于手头的毛笔不好用， 一直想
用儿时在长沙学艺时所用之笔， 便托人
辗转找到“世界笔庄”（“杨氏毛笔庄”系
后来更名） 买笔。 黄永玉一试便颇为喜
爱，又赶紧请他们再赶制几支。 后来，黄
永玉还与杨德富多次见面，将一幅《洞庭
烟水图》赠予他，并挥笔为“杨氏毛笔庄”
题写了招牌。

曾经的南阳街仅湘笔店就有17家，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书写习惯的变
化，热闹不再。 2006年，岳父杨德富去世
后，黄希林正式接手笔庄。 十一年里，深
藏在繁华的五一大道旁的这条小巷里，
黄希林依旧坚守着岳父的遗训：“制笔如
做人，尽心去做，总不会坏到哪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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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风景

辰河目连戏有了
“00后”传承人

黄希林用嘴咬着线的一头， 将已
经正好的笔头缠绕在线上扎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