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艺风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whbml@163.com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13

艺苑风景

“活化”泥书传承

影视风云

万丽君 刘莎荷

《共产党人刘少奇》

从文献到史诗
夏远生

大型文献史诗电视连续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之前我曾审看过策划大纲、 剧本和完成片， 央视播
出时又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大部分重点剧集， 总的感
觉是： 这是一部精品。 主创团队历时数年、 数易其
稿， 高起点、 大格局、 深挖掘、 广耕耘， 奠定了
《共产党人刘少奇》 成功的基石。

正统题材拍得艺术化
《共产党人刘少奇》 是一部正统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 描写了刘少奇从宁乡伢子成长为中国领导人
的人生正传， 设计了“少年立志为国、 工运初露锋
芒、 白区大展身手、 抗日独镇一方、 解放领袖群伦”
五大篇章。 如何让正统题材不板面孔、 不作古正经
而有活力、 有特色， 超越一般， 达到特殊， 唯一的
途径是把正统题材拍得艺术化， 让观众“缅怀他为
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 追思他为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
生涯， 学习和继承他的崇高精神风范， 激励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 主旋律文艺作品不能使用说
教的方式、 灌输的姿态， 而应该采取艺术化构思、
艺术化表现、 艺术化提炼、 艺术化感染， 直到艺术
化升华、 艺术化美育， 通过艺术观赏达到思想震撼、
灵魂感动、 心神洗礼。 《共产党人刘少奇》 的艺术

处理很讲究、 很到位、 很传神； 创作班底的艺术表
达很精湛、 很经典； 这让 《共产党人刘少奇》 的艺
术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才能实现。 观众评价这部电视剧“既有思想深度，
又有激情创造”， 积极认可并高度评价。

把革命主题拍得生活化
党政人物拍得故事化
刘少奇是一个“高大上” 的党政人物， 可敬爱，
难可亲近， 有震撼力， 难有吸引力， 这是文献史诗
电视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面临的难题和困境。 文
献性能够让刘少奇这个人物呈现历史真实， 让围绕
刘少奇的历史真相显著展示； 史诗性能够让刘少奇
的生平业绩风范体现出历史的规律和特点、 社会运
动的大气磅礴和史诗品格。 而电视剧的性质， 则能
够通过形象的展示和表演， 让刘少奇其人其事再现
于当代。 但是， 这还不能简单地解决电视剧 《共产
党人刘少奇》 感人、 动人、 吸引人的问题。 观众必
须从电视剧故事化的情景、 情境、 情节、 细节中感
受党史事件的波澜壮阔、 跌宕起伏， 感受党史人物
的性格魅力、 人性光辉、 胆略过人之处、 风范照人
之处。 电视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的主创团队， 数
年磨一剑， 使 《共产党人刘少奇》 不仅是共产党人
的教科书， 而且是共产党人的传奇中国故事， 焕发
美感， 打动观众。 比如： 安源路矿大罢工是刘少奇
平生第一次革命斗争壮举， 从党史研究、 学术探讨
的角度， 这一段史实是清楚的， 但要让广大观众从
电视剧中欣赏并认可这一点， 非通过故事化的手段

《共产党人刘少奇》 聚焦的是党史人物， 描写
的党史故事， 距今时代久远。 要让今天的观众理解
当年前辈的斗争， 受到深刻的教育， 得到心灵的感
动， 就必须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
引起当代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共鸣。 作为一个主
要从事党务、 政工的革命家、 理论家， 刘少奇一生
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 国内斗争、 国际斗争。
电视剧要反映好这些斗争特点和革命主题， 就必须
把它生活化， 让它们渗透在刘少奇的言行举止、 学
习工作、 生活细节之中， 让观众能够了解、 接受、
欣赏， 而不让观众产生厌恶感、 生疏感。 《共产党
人刘少奇》 是大题材， 又处处充满生活气息， 洋溢
着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人情味、 生活味， 能够
上通天线， 下接地气。 特别是本剧时间跨度大， 延
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这个时期政治运动
不断、 社会生活极度政治化， 如何让今天的观众顺
理成章地进入到那些特定时代发生的特定情境中，
理解、 了解特定的人和事， 就必须通过生活化的情
节、 细节， 来调动今天观众的心情和关注度。
（作 者 系 湖 南 省 中 共 党 史 人 物 研 究 会 会 长 、
研究员）

谈艺录
刘云

在我动手创作作品前， 思考得最多的不是技
术问题， 而是我要传递一种信息， 我传递的信息
要让人们看得明白， 要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我的画面是二维平面构成。 我认为二维平面
构成是中国艺术最具特点的一种艺术形式。 这个
构成不是刻意制造的， 这种构成的形成， 可能与
我的内涵、 与我的气质、 与我思考的问题有关系。
比如， 原来我创作油画， 那个时候就是讲究二维，
讲究平面构成， 到现在的山水画创作， 实际在我
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是一脉相承的。 油画创作就一
直是采用二维构成的平面， 中国画里我所追求的
静穆之美， 在艺术的层面是一脉相承的。
我画彩墨的时候， 画面中的房子都没有窗户。
我画面中的房子不是给人住的， 是人的精神居所。
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要在画中传递
哲学的信息， 传递东方的色彩等等， 我只是想传
递我最真切的内心感受。 我的创作所传递的东西，
骨子里是中国的， 是东方的， 是传统的。
当我想表现我所表现的对象时， 我对传统笔
墨就赋予了一种情感或是一种心境。 在技术上，
完全根据我所想要和需要表现的对象来进行表现。
也就是说， 树不一定非得这样勾， 水也不一定就
得那样描。 所以， 每一幅作品都不可能似曾相识。
因为， 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羡慕
那些拿起笔“啪、 啪” 几下， 一张、 两张画就出
来了的画家， 感觉那种创作比较程式化。
当我面对一张白纸时，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去画。 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多。 所以，
大家在看我的作品时会发现， 我的笔墨是我个人
的。 绘画创作中我没有受到来自于传统笔墨固定
的程式标准， 或来自于其他被推崇画家们的影响，
完全是根据自己内心赋予我所想要表现对象的一
种需要。 我的作品总感觉有新的东西， 或是与其
他画家不一样的创作， 这都来源于我对笔墨传承
的思考， 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
我常常面对眼前的山水景色进入冥思、 静思、
不可言的状态。 那眼前的山水景色已不再是眼前
的山水景色， 一念之间能游大千世界， 而这世界
的制造者， 就是我自己， 所以眼前山水景色已是
精神可游、 可居、 可望的世界。

刘云作品《云淡水平烟树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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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勺为笔， 以泥为墨， 随着手腕灵活转动， 勺中的黄泥
缓慢流出， 一个凹凸有致的“福” 字逐渐在木板上成形。 位
于长沙市的雨花非遗馆内， 正在制作泥书牌匾的刘上四， 吸
引了不少人好奇的目光。
以泥书制作而成的匾牌， 因用料特殊和工艺繁杂， 持续
百年依旧光泽动人。 今年64岁的刘上四， 是泥书技艺的第六
代传人， 2016年被评为长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虽
年岁渐长， 刘上四却从未停止传承泥书的脚步， 他不断创新
泥书的表现形式， 让泥书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中。
生于湖南邵东农村的刘上四， 18岁开始学习泥书制作技
艺。 特制的木板上， 铁勺如毛笔般灵活， 只需几分钟， 刘上
四便能完成一个以黄泥写成的字。 不仅如此， 他还能在楷书、
隶书、 行书、 草书等字体间任意转换， 笔势雄健洒脱， 甚至
比常人用笔写出的还好看。
王羲之“临池学书， 池水尽黑”。 刘上四以泥为墨， 运笔
更难控制， 是天分， 更是苦心钻研的结果。 为了让泥书字体
更加多样， 刘上四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书法练习， 40多年从
未间断过。
“这泥不是普通的泥， 是用泥土、 糯米粉、 瓦灰、 瓷粉
与桐油、 生漆、 鱼鳔胶等调和而成。 这样做出的黄泥结构力
强， 能使字凸出， 长时间保留而不脱落。” 刘上四介绍， 泥书
的原材料都取自湖南本地， 制作工艺也很复杂。
泥土要用水澄过， 取最细腻的一层； 瓷粉要用陶瓷磨制；
桐油要用火熬过。 桐油的调配比例也很重要， 配多了泥书字
容易变形， 配少了则会干裂。 配好的黄泥要尽快使用， 分层
后就只能扔掉。
“做一块四字牌匾， 大概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 刘上四
说， 首先要把原木板拼接成牌额匾形， 接着调制黄泥， 用勺
子堆字。 进行完上述步骤， 等黄泥变干， 再给字体盖生漆、
贴金箔、 刷桐油， “这样做出的牌匾敲打不坏， 百年不腐，
永葆光泽”。
泥书牌匾以前只立于大户人家的堂屋、 宗族的祠堂或官
府赏赐给有特殊贡献的人家， 之后主要用来做祖宗的神位、
匾、 铺面招牌等， 融入了百姓生活。 十几年前， 随着祠堂的
减少， 激光打字、 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 泥书行业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 刘上四也处境艰难。
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创始人郭存勇得知泥书传承的困境
后， 邀请刘上四来非遗馆从事泥书创作。 在非遗馆， 有政府
免除租金等政策支持， 刘上四成立了工艺品商行。 但由于泥
书知名度不高， 销售市场始终难以打开。 根据木板原料的优
劣， 一个泥书作品的价格几十、 上千元不等， 算上原材料和
制作周期， 利润很低。 “目前知道泥书的人太少， 一年也只
能卖出十几个作品， 勉强维生。” 不同于谈起泥书制作技艺时
的眉飞色舞， 说起泥书的市场发展， 刘上四颇有些无奈。
“感兴趣的多， 真正专心来做的少。” 刘上四说， 目前已
经教授了四五十个徒弟， 但真正精通泥书的不足5人， 愿意全
职做泥书的更是没有。 “泥书工艺繁复， 做起来辛苦， 还需
要一定的书法天分。 现在需要写匾的少了， 年轻人很难靠泥
书养家糊口。”
为了让泥书技艺传承下去， 刘上四尽力探寻泥书的各种
表现形式， 提升泥书的知名度， 拓展销路。 在非遗馆里， 刘
上四开设了泥书体验课程， 帮助普通人了解这项传统手工艺。
他还将词赋诗文、 书法和堆雕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起来， 制
作的匾额既有凝练传神的内容， 又能欣赏雄健俊逸的书法，
增加了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刘上四说： “即使到八九十岁， 我也会继续制作泥书，
让更多人接触和学习泥书技艺， 将这门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翰墨飘香

书法，
在每个中国人的
骨子里

艺路跋涉

陈雄威

诗书归田园
蔡世平

邹正出生于湖南岳阳农村， 高中肄业，
先以书法和书法批评为业内熟悉， 曾任
《中国书画报》 “书法批评·热点观察” 栏
目学术主持人、 北京“燕山书谭” 学术主
持人， 2014年回归乡村， 过起了乡居隐逸
生活。 每天散散步、 种种菜， 研习书法，
晴耕雨读， 自得其乐。
当然， 邹正的回归不是一个时代、 一
个人的乡村回归。 更早的时候， 有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 辞官回老家浔阳自耕自
食， 饮酒赋诗。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
大事， 陶渊明不仅开创了“田园诗”， 确立
了田园诗的艺术标高， 更重要的是为中国
士人筑构了一个隐士灵魂的精神家园。
邹正真正意义上的旧体诗写作是在乡
居岁月。 他的书法作品，大都用的是自己创
作的诗句。 他回归了“田园”，诗也回归了“田
园”。 现在邹正写诗有了生活地基，有了肥沃
土壤，诗也就生长出葱茏。 因此，他的乡村四
季诗意盎然：春天里“喜看田园枝叶吐，细观
村落锦花开”（
《春日感怀》）；夏天里“才观稻
浪起，又见鸟儿飞”（
《夏日》）；秋天里“倚窗
哀冷月，近树戏黄莺”（
《秋》）；冬天里“落日
孤村老树寒， 叶黄水绿草枯残”（
《乡村冬
景》）……
草槁芦枯独树沙， 远闻犬吠少人家。
一钩抛入洞庭水， 钓出肥鱼起浪花。

——
—《洞庭湖垂钓》

城中尘滚啸，
田野青蛙叫，
灯明常夜读，
泼墨狂飞舞，

乡邑自逍遥。
竹林红叶飘。
月下独吹箫。
心潮胜海潮。

—
——《夏夜》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中，
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 养育了一代又一
代华夏子民， 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些财富有的是看得见的， 更多的是看不
见的， 它就藏在黄土地里， 藏在人们的记
忆深处， 应该珍视它、 唤醒它。
文人、 艺术家的真正回归乡村， 是一
个“隐者” 行为。 中国的隐逸之道， 被古
人传为美谈。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
其身”， 孟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文人处世
立身的法则。 儒家的独善其身与老庄的清
静无为相互影响、 渗透， 奠定了中国士人
隐逸的精神思想； 又因了陶渊明的历史标
高， 后来的文人乡居， 社会对他已经有了
一种文化期待。 因此， 邹正的田园诗创作
是有时代价值的。
田园诗是在乡村泥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它有大地的颜色和泥土的芳香。 作为一个
从京都回乡的书家、 诗人， 我们有理由期
待邹正的书法和田园诗创作走得更高更远。
走笔至此， 禁不住吟上一首邹正的 《田园
问答》：
问余何意佳？ 心远种桑麻。
垂钓烟波里， 归来带晚霞。

记得小时候， 长辈们经常叮嘱“字是敲门砖”， 要把字写
好， 而生活中几乎人人都在说“字如其人” “字为心画”。 每
个中国人， 都会不自觉地对字写得好的人加印象分， 一听到
书法二字都会不自觉地与品位联系起来， 更不用说书法爱好
者看到心仪书法时的心旷神怡、 如沐春风。
书法是几千年里中国人独有的精神食粮， 书法的灵性，
藏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书法的灵性， 首先来源于文字的
灵气。 《淮南子·本经训》 说： “昔日仓颉作书， 而天雨粟，
鬼夜哭。” “穷天之变， 仰望奎星圆曲之势， 俯察鱼文鸟羽，
山川指掌， 而创文字。” 我们的文字多象形， 很多字都是先人
以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为基础， 运用智慧设计出的线条结构。
每个字从古至今的演变， 都凝结了天地人的精华和灵气。
书法将文字的灵气更生动直观地展现在人面前， 感通心
灵， 触动灵魂。 书法的灵性， 附着于中国人的境界。 中华文
明能够不灭不息，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与境界的双重传承。
中国人信仰的是和与雅。 天地人和、 大雅宏达代表了中国人
做人的最高境界、 审美的最高品位， 更代表了中国人天人合
一的最高灵性。 而书法的结体、 行气、 章法、 布局， 无一不
讲求欹正相生、 虚实均衡、 融会贯通、 格调精神， 这正是中
国人追求的境界——
—“和与雅”。
书法的灵性， 凝结着生命的感悟和创造。 书法家鄢福初
说： “书法是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宣泄和精神创造。” 正是因为
人有丰富的情感和创造， 书法的创作凝结着书者对生命的情
感和感悟， 凝结着书者对艺术的理解和创造。 就像 《文字论》
中所说： “深识书者， 惟观神采， 不见字形。 若精意玄鉴，
则物无遗照， 何有不通。”
从高品质的书法作品， 我们可以感悟书者的精神世界，
并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 好的书法， 是书写者和品书
者共同的灵感顿悟和精神升华。
书法的灵性藏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这种灵性总有一
刻会觉醒， 而这一刻， 再早都不嫌早， 再迟都不嫌迟。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