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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
口碑冰火两重天

邱晨

虽然每隔四五年才出一部作品，但每一部打上“姜文导演”字样
的电影， 都能成为一段时间的话题焦点。 目前正在热映的姜文新作
《邪不压正》上映一周，票房刚过4亿，表现差强人意。 这一次，不论是
专业的影评人，还是普通的观众，对《邪不压正》的评价可谓冰火两重
天。 喜欢姜文风格的观众，大呼过瘾；对姜文不太感兴趣的观众，云里
雾里看完电影，提前退场者也大有人在。

看完《邪不压正》能大呼过瘾的那群观众，他们熟悉并喜欢姜文
的个人风格。 观众王先生评价，姜文是个讲究人，因此电影也是蛮讲
究的：“画面、配乐、剪辑、演技、台词都很讲究”。 在这些观众眼中，姜
文的作品已经超越影视作品范畴，当用艺术品来衡量。 有网友认为，
《邪不压正》正是姜文一贯的风格，“没有一句废话，句句扎心，每一个
画面都是大片，剧情紧凑，每一秒都不想错过，姜文就是姜文，你懂或
者不懂，他都是姜文！ ”

所有给《邪不压正》点赞的观众中，高晓松是最特别的一个。 十年
前，他曾和姜文争夺过小说《侠隐》的电影改编版权，最终输给了姜
文。而姜文这次邀请高晓松作为第一批观众观看了《邪不压正》。高晓
松持肯定态度，“当年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30岁，电影拍得沉
静内敛，节制悠长，像50岁追忆似水流年。 如今50多岁的他拍《邪不压
正》，满屏激情飞溅，爱恨劈头盖脸，仿佛30岁的气宇轩昂。 ”

然而，另一些观众却看得云里雾里。 他们认为剧情平庸又拖沓，
充满导演个人的趣味。 部分“讲究”的观众忍了又忍之后，直接在影院
里睡着了，个别“不讲究”的观众则干脆提前退场。

在时光网、豆瓣、猫眼和淘票票等平台上，《邪不压正》目前的评
分分别是7.3分、7.1分、7.4分和7.7分，水准大体一致。 但这些评分跟最
初开评时相比，均有所回落。 比如豆瓣的评分，就是从最初的8.5分降
至7.1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少观众看完该片之后的感觉是失
望大于期望。

影评人“桃桃淘电影”认为，“姜文的电影里，角色总是带着些疯
癫，台词密，表演也有意地过。 想法太多，使得影片有些散。 ”作为《让
子弹飞》“迷弟”的影评人木卫二，这次也给《邪不压正》打了差评。 他
认为，姜文明明可以把一部电影拍好、拍顺，但偏偏喜欢“夹带私货”，
但杂耍得并不高明：“一开始心狠手辣的，后来像个白痴；一开始骚浪
贱的，后来又节操高尚……最惨的就是主人公，他没有任何报仇的驱
动力。 逃过一劫的，大概只有周韵，因为她深藏不露，一直在飘。 ”

尹红芳

每天清晨， 詹秋明都会悠悠然地从浏阳大
围山脚下走来，绕过一条小溪，直奔一个叫“新
河画室”的地方。

2017年初， 詹秋明告别了长期背井离乡、
枯燥无味的打工生涯， 多年潜藏于心的那份童
年的梦想终于开花。在新河画室，他的身份从农
民转为“农民画师”。 他多年来的“画家”梦也在
这里如愿以偿。 在新河画室，像詹秋明一样“华
丽转身”的还有30多位村民。 每天，从晨曦微露
到暮色降临，他们都在这里挥毫泼墨。 蘸水、调
墨、临摹、上色，大约两三个小时，一幅山水画便
可完成。高山流水、奇石矗立、层林尽染、瀑布高
悬……每一幅画，情态各异，气象万千。

他们并不是自主创作， 只需照着样本临摹
即可。 只要用心，新手一个月左右便能学会。 他
们各司其职，有的画石头，有的画树木花草，有
的负责上色， 每人只需完成一个工序， 交叉配
合，流水作业，便能完成一幅画作。 每每看到刚
完成的成品画，画家练亿章都会赞叹一番。而此
时，这些辛勤劳作完的“农民画师”常常瞬间自
信上涨，充满笑意的嘴角微微上扬，自豪感洋溢
脸上。他们常和练亿章说，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
致的画出于自己之手。

练亿章是这些“农民画师”的引路人，也是
小河乡书画产业的创始人。据他介绍，当时选择
在小河乡成立画室，只因这里“天然”“绿色”“安
静”。在他眼里，小河乡的青山绿水，便是一幅又
一幅美妙的画卷。 这里，没有喧嚣的干扰，只有
绿树，青山，溪水，花草……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都那么清新自然。绘画者身处其间，汲取清清新
新的空气，心情格外宁静舒爽。 就这样，他开始
召集村里收入微薄的农民， 没有收入来源的劳
动力，邀请专业教学导师教他们蘸水、调墨、临
摹、上色，教他们将青山绿水“搬”进画中。 这些
“农民画师” 也开始慢慢地懂得了享受工作，还
因为得到更多的经济收入而改善了生活。

在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政策背景下， 练亿章
尝试将自己的绘画事业与小河乡的经济振兴融
为一体。 在他的指导下，一批又一批画室创建、
兴起。目前的小河乡，全乡5个村都开设了画室，
画室免费为“农民画师”提供绘画场地和耗材，
统一销售绘画作品。 小河乡潭湾村村民杜桂花
今年56岁，已不方便外出打工，得知画画能挣钱
后，毫不犹豫加入了这支队伍。经过一个半月的
培训后，一个月便能挣2000多元。 张坊镇陈桥
村村民张冬初年近70岁，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已
能独自完成作品。他说：“在画室学画画，丰富晚
年生活的同时，还能帮助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

这份没有后顾之忧又无需资金投入的工作吸引
了很多村民。作画的村民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
七八岁，大的年过七旬。

小河乡的装饰画产业“异军突起”，为脱贫
攻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至今，小河乡累计培
训农民画师430多人，其中精准扶贫户50多个，
部分农户家还成立了家庭画室。 他们的作品远
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海外市场，去年的总销
售额超过1000万元。 小河乡的“名气”也开始穿
越九曲十八湾的浏阳河声名远扬。 一批又一批
的书画名家慕名而至，他们深入小河乡村屋场、
旅游景点、文化中心考察调研，并以现场笔会、
座谈交流的形式助力“山水画乡”建设发展。

小河乡党委书记刘林志表示：“2018年，我
们将按照新发展理念，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
支持、鼓励、引导画室产业发展，并依托小河长
沙水源核心、千年树王福地、浏阳世外桃源的秀
美原乡风光，精心设计写生创作路线，致力建设
长株潭画乡小河写生基地。 ”小河乡计划将用3
至5年的时间，打造一个集书画产业、创作写生、
书画体验度假于一体的“山水画乡”。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画室，越来越多
的艺术家们走进小河乡。如诗如画的小河乡，载
着翰墨清香，“走”出国门，“走”向遥远而多彩的
异域他乡。

何鹏

钢铁雕塑不仅让废弃的钢铁重新获得了二次生命，更赋予了钢铁以灵
动的气息。 初见侯中民老师的作品，相信你一定会惊叹原来钢铁里还能夹
杂着柔情生机。 寸铁凝心，侯中民的雕塑里有的更是对此的爱与热忱。 他
说，艺术本身就来自于生活，通过创作还给大众的反馈还是应该让他们能
够接受。 否则就会失去“艺术，来源于生活的意义”。

侯中民的作品，多少受到西方许多类似作品与艺术形式的影响，如：直
接金属雕塑、装配雕塑、废品雕塑等等。随着蒸汽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超
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出现，金属材料在
西方艺术中司空见惯。 在我们身边，铜、铁、铝等金属材料的雕塑也很常见，
而将金属废料的原形作为雕塑语言则少见些。 侯中民的作品中，看似有舶
来痕迹，但当我们仔细研究侯中民的创作思源，还是发现了区别。

侯中民的作品融合了自身的志与趣，他的作品创作靠的是“缘分”，而
这缘分里也蕴含着侯中民对金属材料语言的熟悉与自身对材料的设计与
思考，让工业原形的美，经过抽象后，组成一个写实的新形态。 当坚硬废旧
的钢铁被艺术家的巧思妙手改造，呈现在你面前的，将是艺术发展史上的
一个崭新的门类———钢铁雕塑艺术。

近年来侯中民艺术大事件：2012年10月，侯中民参与橘子洲长株潭两
型钢铁雕塑园创作；2015年7月，侯中民作为设计师之一参与步步高商业集
团天空农场百猴群雕项目创作；2016年9月， 参加由湖南省环保联合会、湖
南省文明办、长沙市两型办联合举办的“9-19绿色循环日”变废为宝钢铁
雕塑展览；2016年11月5日， 侯中民个人雕塑艺术展在湖南月湖时当代艺
术中心开展；2017年3月，在厦门举办的“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活动中，
侯中民的雕塑作品“金鸡报晓”被天士力集团永久收藏；2017年6月，受长沙
市“两型办”邀请，“侯中民两型钢铁雕塑艺术宣教中心”在长沙市芙蓉区龙
马社区两型宣教基地成立；2017年8月，为期两个月的“一人一个展”侯中民
钢铁雕塑艺术展在长沙华创国际商业广场举行；2017年11月10日至12日，
侯中民大型钢铁雕塑展受邀参加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2017深圳制
汇节国际创客交流大会。 2017年12月，侯中民钢铁雕塑艺术展受邀参加第
三届中国（杭州）国际机器人西湖论坛，作为杭州第一家以机器人为主题的

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收藏
了侯中民三件大型金属雕
塑作品《独轮骑手》《速滑
手》《平衡》，被永久陈列在
博展中心正门入口处供游
人参观。

2018年3月， 侯中民
“和你闹着玩”主题钢铁雕
塑艺术园（共计作品20件）
落户长沙月湖公园。

生活中侯中民亲切友
善，喜爱与朋友一起玩。 他
对艺术的追求认真而执
着， 坚持做自己心目中一
直想做的事情， 从源自兴
趣的“玩玩”到成立自己的
雕塑工作室， 从小仓库里
动手折腾， 到现在在全国
多地展出雕塑作品， 侯中
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开阔。

杨福音

我时常想起管锄非， 希望将那个模糊的轮
廓清楚地勾画出来。 记得应该就是1990年前后，
那时我还终日闷在湖南书画研究院的画室里。
一日，有两位老先生敲门进来，自我介绍后，其
中一位是邵洛羊。 邵先生的文章我看过，知道他
是上海搞美术评论的。 邵先生介绍另一位说：管
锄非，衡阳人，我们年轻时是同学，此次专程来
长沙拜访美术界。

初次见面，管锄非先生和他的名字一样，显
得有些特别。 脸和身子都瘦，透出骨架子，中山
装宽大无比，下巴的长胡子白得发亮。 管老说他
82岁了，那真一点看不出。 目光锐利有神，手势
有力敏捷，觉出他内心的波澜。 坐下喝茶细谈，
知道管老先生原系衡阳一中学美术教员，1957
年被划为右派后， 孤身一人躲进山上的破庙
里，凄清地过了几十年。 可叹的是，留下
了日日不间断的数十年的花鸟山水
画作品。就着我的画桌，管老先生打
开带来的一大捆画。所绘的山水花
鸟，与市面所见迥异。 尘外设景，
运笔如刀，骨傲气清，一扫俗媚之
态，于冷淡中见出无限风涛。

我很是喜欢管锄非的画。 我问
管老，想要我做什么。 他说能否办个
展览。 我说没有问题，请跟我来。 当即走
出画院，穿过一中，进清水塘市博物馆找到当
时的魏明副馆长。 说明来意后，魏明满口答应，
当场安排，说干就干。 于是，管锄非下山后的第
一个画展就在长沙市博物馆隆重开幕。

后来，我搬到广州，再也没有见过管锄非，和他也再没有什么联系了。 再后
来，便听说他离开了人世。 后悔的是，当时管先生要送画给我，展览一紧张，我
竟顾不上挑展出的任何一幅。

王国维说，评论作品的标准有四个字：格调，意境。 又说北人有格调无意
境，南人有意境无格调，屈原兼而有之。 艺术作品当然得入格，有格。 无品无格
者不足论。 以此论及湖南过世的老先生，我以为，邵一萍格在富贵；王憨山格近
豪放；管锄非格如冷隽。 三位先生品格意境高迈，十分难得，而王憨山和管锄非
的同时凸现，湘生二璧，是湖南美术界的幸事。

管锄非(1911-1995)，字枕嶷，号梦虞，又号柔侠老人，斋名寒花馆，湖南祁
东人。 1923年进祁阳县第一小学，国文老师吴先生为其改名锄非；1926年进入
衡阳市船山中学求学，得画家、书画收藏家黄江口(黄成安)先生指点，主学冬
心、巢林二家，亦习曾熙，并结识曾熙弟子张大千；1930年，考入长沙华中艺专，
师从王晴川等先生习图画；1932年，考入上海美专；1933年，转入上海新华艺专
求学，受教于黄宾虹、潘天寿、徐悲鸿、高剑父、汪亚尘、吴茀之等诸先生；1936
年，从新华艺专毕业后，回到故乡衡阳船山中学任国文及美术教师；1938年，执
教于衡阳船山中学和成章中学；1940年， 调往祁阳达孝中学任教， 勤修书画；
1943年， 经重庆某军总务长管中天举荐， 赴黄埔军校独山分校任少校美术教
官；1944年秋，在黄埔军校独山分校举办抗日救国个人书画展，筹钱抗日，并作
抗战诗，名重一时，成为抗日名画家，时有“南管北李(可染)”之称。 之后，因不满
官场及军中种种劣事，回湘执教于船山中学。 1945年，抗战胜利，作巨幅《红梅》
《红河颂》以记之；1946年，在周南中学、祁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古文、诗词及美
术；1953-1955年，执教于零陵地区道县一中；1956年，调祁东二中任教；1957
年， 管锄非创作的八幅作品参展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举办的第一届美术
作品展，受到张一尊、陈白一等美术大家的一致称赞；1957年秋，因两幅漫画被
定为“右派分子”，下放老家源头冲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暨退休，重
置笔墨；1982，被九嶷山学院聘为教授，教授国画、文学、古诗词及中国绘画史；
1995年病逝于衡阳。 2003年，管锄非纪念馆经政府批准在湖南建立。

翰墨飘香

“山水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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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查显示，有49.1%
的受访者每天花费半小时以
上在手机上浏览短视频，而
有66.3%的受访者表示曾在
网上发布过自己拍摄的短视
频。此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监 测 平 台 Trustdata 发 布
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
发展分析报告， 指出短视频
领域以127.1%的增速位列第
二，仅次于共享单车，并且以
40.3%的用户粘性首次超越
视频领域，成为市场“新宠”。
然而，在那些多则几十秒，少
则数秒的短视频中， 真正反
映现实生活、 记录真善美的
不多， 反而多半是无厘头搞
笑等恶搞猎奇的视听画面。
有的打着表演才艺的幌子，
有的夹杂“荤段子”，以色情
内容打擦边球， 一些短视频
平台已沦为低俗秀场。

盲目模仿、恶搞低俗、内
容涉黄……渐成网络新宠的
短视频， 日渐暴露其良莠并
存的内容生态现状。 作为网
络文化的产物， 短视频兼容
了碎片化接受情境和感官化
内容形态两种特征， 迎合了

受众填补闲暇时间的需求或获取感官刺激的心
理。某些内容已经触及了法律底线。短视频低俗化
现象泛滥， 归根结底是一些平台为快速获利而无
所不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轻受众群体正处于
三观塑造期，他们所追逐的流行风潮，必将“润物
细无声”般内化于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之中。一方
面，短视频的受众群体多为年轻边缘群体，而平台
得想尽一切办法适合他们的口味， 让他们在低俗
文化中聊以自慰；另一方面，短视频低俗流行会混
淆网络平台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 用户对低俗内
容争相模仿导致其流行和广泛传播， 这既与主流
文化相背离， 也会导致年轻受众形成“低俗即流
行”的错误认知和价值判断。

现在，有些平台为拉动流量推出低俗短视频，
正陷入雷同空洞的困境，也让有识之士深感忧虑。
虽说一些用户为追求感官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滋
长了包含低俗内容短视频的传播空间， 但短视频
内容仍需要以符合法律规定、 尊重公序良俗为底
线；整治低俗内容不能仅靠平台把关审核，监管部
门要主动治理、防患未然；监管部门应尽快完善针
对网络内容管理和内容生产者的相关法规， 建立
起行之有效的惩戒机制， 形成对不良低俗以及违
法违规内容上传者的威慑效应。

短视频是“碎片化时代”的产物，与之相对应
的，是欣赏方式为创作者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只有“每一帧都有信息量”、充分调动用户情感的
优质内容才能脱颖而出，弥足珍贵。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长足发展， 用户尤其是年轻受众正逐渐从围
观走向参与。 但由于目前娱乐类短视频仍存有灰
色地带和监管盲区，导致短视频内容良莠不齐，泥
沙俱下。因此，如何加强审核把关，去伪存真，取精
去糙，已成为一道亟待解决的现实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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