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望锦绣堆
夜闻箫伴歌

吴翔
8.7分，正在视频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

斩获了今年国剧口碑最高分。 原本是一部讲
述唐朝抓恐怖分子的电视剧， 可因为该剧还
原了大唐盛景， 复原了千年长安的风貌与气
质，让观众流连在那个朝望锦绣成堆，夜闻竹
箫伴歌，青牛白马七香车，碧树银台万种色，
贵女策马红尘，少年仗剑天涯，熙攘繁盛，光
耀万年的长安城。 网络上观众热烈讨论着古
装剧展现的传统文化之美。

《长安十二时辰》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
编，主要讲述了靖安司（长安城情报机构）的
李必（易烊千玺饰）和死刑犯张小敬（雷佳音
饰）共同破案， 维护盛世长安的故事。故事背
景是长安城上元节开放的十二时辰， 各地客
商可以在这期间进行商品兜售， 靖安司得知
城内混入可疑人员， 于是李必给了张小敬戴
罪立功的机会， 因为张小敬对事发地情况很
熟悉，有他参与调查，应该更容易抓到搞破坏
的刺客。通过一次次的斗智斗勇，张小敬在最
后关头揭穿了背后主谋，阻止了破坏的发生，
解救了长安城黎民百姓。全剧共48集，画面宏
大华美，制作精良，目前在网络平台热播。

向彬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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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风云

姜坤

芙蓉花清姿雅质， 气若
幽兰，娴静飘逸。古人论及芙
蓉花时有诗云：“若遇春时占
春榜， 牡丹未必作花魁。”看
来并非过誉。 若把牡丹比作
豪门贵族的北国美人， 芙蓉
花定是亭亭玉立于江边的南
国佳丽，天地间的秋水女神。

芙蓉花不像那些名贵的
花种， 需要人工的精心呵护
和培育，而是大自然的骄子，
只要是靠近水的地方， 它就
能生枝发叶， 从一切肥沃的
土壤里吸取养料， 长成数米
高的木芙蓉。 那朝天向上的
枝条在微风中摇曳， 那数不
清的花蕾， 迎着朝阳含苞欲
放，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芙蓉
花不像梅花那样去独占人间
第一春， 也不同于其他百花
争妍斗艳。有着不同一般的执
拗个性，芙蓉花在寒秋霜风中
昂然盛放，“千林扫作一番黄，
只有芙蓉独自芳”。 正当百花
凋零时，芙蓉花在风刀霜剑中
毫无红愁绿怨的萎靡之态，这
种坚强旷达的品格，让它有了
“拒霜花”之美称。

我画芙蓉花， 最初是两
首诗的意境触发了我， 想去
追寻芙蓉花的审美的理想境
界。这两首诗，一首是五代末诗人谭用之的《秋宿湘江
遇雨》：“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
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
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另一首
是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
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
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
里尽朝晖。”

这两首诗中， 都以芙蓉国誉称湖南。 湖南的湘、
资、沅、澧四水，江滨河洲池岸湿地，都是宜于芙蓉生
长的地方， 湖南成了芙蓉的国度。“秋风万里芙蓉国”
“芙蓉国里尽朝晖”，不同时代、不同的诗人吟咏出的
诗句，不时在我的脑海里飘荡，萦绕在我的心头。久而
久之，“芙蓉国”的芙蓉，那蕴藉自然的风神情韵，不可
名状地逐渐形成于心中。这便是姊妹艺术对一个画家
的影响力。那秋风万里、满天朝晖的雄远恢宏的气势，
让芙蓉成了湖湘风水的守护者，芙蓉国成了天上人间
绿色生态的乐园。

让人们从对芙蓉的熟视无睹中惊醒过来，清醒地

认识到“芙蓉国”不是一个单
调无味的概念； 画好芙蓉，应
是生长在“芙蓉国”的画家理
所当然的事，也是人生的一大
乐事。这不知不觉地成了我的
愿望。

2012年，我以饱满的激情
画了《秋风万里芙蓉国》，这是
一幅带有意象手法的作品，也
是我画芙蓉的开篇之作，其笔
墨是多年积累的老本，心无旁
骛，一气呵成。其后，开始去湘
江之滨、 浏阳河畔观赏芙蓉
花，像朝拜神仙般地敬仰那一
排排盛放的芙蓉树， 每有发
现，欣喜若狂，恰是一本读不
完的芙蓉花经。 每每游赏归
来，便迫不及待地在画室大画
特画，多为写实之作，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而真正心源溢
发的得意之作并不多。 后来，
我不再去观赏芙蓉，而是去捕
捉我记忆中梦幻般的境界，创
作出我心中的芙蓉。2016年创
作的《朝阳》就属于这一类的
作品。

芙蓉花有许多入画的元
素：芙蓉盛开时，数朵成束，相
互映衬，给画家极大的选择空
间，白色、浅红、深红、白中带
黄、红中偏紫，花团锦簇，非常
夺目耀眼。近看细察，露染容
颜，花朵若醉。水墨写意画芙

蓉，水分饱满，用笔轻巧随意，在运笔中有意无意地捕
捉住清姿雅质，若刻意勾线或用粉色，则难以传神。

芙蓉花的花蕾之多、造型之丰富，是其他任何
花卉难以媲美的。蓓蕾初成，含苞待放，呈绿色，如
十指散开，呈扇状，隐现在花叶之间。树枝尖端，花
蕾欲放时，呈红黄，冲出树叶，拼命吸取雨露阳光，
像仕女头上的簪花，在枝头颤抖，生机盎然。而那些
吐蕾绽放的芙蓉，躲在盛开的芙蓉身后，拥挤在一
起，面色红艳若醉，花瓣汁液饱满，有如集体婚嫁中
的新娘。

木芙蓉的枝叶舒展，不纠结，有张力。那些主干上
的粗枝大叶，可由画者挥毫书写，大有秋风万里之势。
那些青枝嫩叶与花相连，相映生辉，生动多姿。其树枝
既能表现出侠胆的豪放，又可表现淑女的柔情。粗细
得体、收放自如，开合之间能传达出不同的语境。

2012年至2019年，一晃将近8年过去，仅存较为满
意的以芙蓉为题材的作品不到百幅。“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我的人生已跨入80岁的门槛，只能
以“活到老学到老”自慰罢。

迟美桦

6月22日至7月6日，“敬
德修学———中南大学向彬教
授书法研究生教学展” 在长
沙市图书馆展出，90多幅师
生们作品， 数十项高层次学
术成果， 以及循环播放的向
彬临写二王书法教学视频，
半个月的展期让人们感受到
了一次特别的艺术熏陶。

这次书法研究生教学展
之所以命名为“敬德修学”，
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言恭达
为这次展览书写了“敬德修
学”篆书作品，这一内容对于
研究生教学和育人而言非常
切合；其二，自古以来，中国
倡导人品高于艺品。“德”是
指艺术家的德行品性， 是思
想境界。《论语》 有云：“据于
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敬
德是治艺的前提；“学” 是指
学养、学问和学识，这是需要
“修”的，只有在敬德的前提
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养学
识， 才有可能在艺术方面真
正有所发展。 这是对研究生
教学和育人最好的定位。

６月最后一天， 是个周
末，记者在展厅遇见一个自称小雪的长发女孩，她仔
仔细细、从从容容地品味了所有作品。她说，她是一个
书法爱好者， 一大早开车从南到北穿越长沙来看展
览。她评价师生们的作品：“没有惊世骇俗难以理解的
所谓创新艺术，但高雅深厚韵味无穷，体现了传统审
美的魅力， 诗书画一体更展现了向老师的才华和功
力。感谢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徜徉其中，度过一段美
好时光。”恰逢向彬的研究生莫红林在展厅值班，他告
诉我，已是开幕后第8天了，展厅仍然人气十足。观展
有八旬老人，也有活泼的孩童；有高校专业老师，也有
市井百姓；有相关部门领导干部，也有普通家庭主妇。
他说，满满一天的讲解，虽口干舌燥，但深刻领会到长
沙市民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以及对此次展览的高度认
可与评价，很开心。

“以学术为根基，以诗书画相融合，走学术研究与
诗书画创作同步发展之路”， 这是向彬一直以来的教
学理念。 他认为这样的发展之路才是可持续性的，才
是育人与授艺的大学教育之路。对于这个理念，湖南
省文联副主席、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湖南师范大学博

士生导师朱训德充分肯定：
“向彬教授融书法教学、 学术
研究和艺术创作三位一体，体
现了湖湘文化人的高度，真正
的艺术人才培养在于学术品
格和学术高度，在于艺术与文
化的融通，向彬教授将学术研
究与诗书画艺术创作同步发
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湖
南省文化与旅游厅副厅长、湖
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
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其
底气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南
大学构筑培养高层次书法人
才，对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和推
动湖南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湖南的书法
发展一定要体现湖湘文化的
区域特色和艺术特征，体现民
族文化特有的审美思想。”
� � � � 向彬认为， 书法具有文
化与艺术双重属性， 书法的
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同等重
要。 艺术表现最重要的手段
是技法， 这是历史上和当今
任何一位书法大家必备的创
作方法与手段， 书法家的艺
术思想、 灵感才情、 创作理
念、审美境界、作品风格与格
调， 都必须通过技法才能在
作品中体现出来。 没有精湛
的技法， 艺术作品的灵魂就

失去了“依附”，技法拙劣的书法作品绝对不可能成
为任何时代的经典力作。但是，不能简单地将艺术
等同于技术，也不能将书法推向所谓的“纯艺术”悬
崖， 更不能认为文化对书法创作没有任何直接作
用。尽管文化与综合素养不能直接提高书法家的书
写技能，但能提升其审美境界与人生格局，能决定
书法作品的美感与格调， 这种潜移默化的内在作
用，单靠锤炼技法是永远也没法达到的。书法之上，
书家的艺术境界取决于文化素养，优秀的书法作品
所体现的精神内涵永远是书法家自身的文化素养
与精神品格，而不是技法本身，技法只是体现这些
艺术精神的手段和形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家
兴；文化强，民族强。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着中华美德精神。学
术之上的艺术创作才能形成最具生命力的作品，这样
的作品才具有思想和高度。” 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伍
海泉在本次展览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赢得了专家学
者们的掌声。

关山

我一次次踏上潇湘大地， 跋山涉水。
湘西苗寨，浯溪碑林，洞庭湖畔，汨罗江
边，南岳衡山……感受过山的雄伟，水之
灵秀，洞庭湖之浩渺，风土人情之古朴厚
重。每到一个地方，都让我心生欢喜，收获
满满。收获的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更有湖
南人对我的友善和热忱。灵山秀水，巫骚
之气，诗意潇湘。“挥毫当得江山助 ，不到
潇湘岂有诗 ”，多有魅力的诗词！

我基本上走遍了湖南境内的山山水
水，领略过湖南各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
非常美好的记忆。永州市江永勾蓝瑶寨给
我的印象美好而难忘，这是一个保存完好
的瑶族祖居地，有“世外桃源”之美誉。瑶
寨至今保留明代、清代的民居300多栋，随
处可见社坛土地、舞榭歌台、凉亭桥梁。

这里的男女老少， 个个能歌善舞。某
次有同行的朋友随意找当地村民来对唱
《敖包相会》，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传说中的
人人能歌善舞。他随便在人群中点了一位
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 不曾想一开口，嗓
音清澈透亮如山间清泉，优美动听。

每次来湖南写生， 内心都是一片澄
明，感觉自己很本色，很随性，很放松。那
些岁月漂浮的杂质经过湖南山山水水的
沉淀而流走，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感悟。

人生如画，生活本身就是一幅迷人的
画。我的画里就呈现出我对人生的经历和
感悟。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就在其中。

艺术是有生命的，就像人一样。人除
了有外在“看得见”的形体、表情、性格，还
有内在“看不见”的灵魂、禀赋、天性等等，
而“看不见”的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艺术家不应日复一日地重复古人须眉，重
复自然表象，而是要去探寻表象背后蕴藏
的看不见的“道”。这便是我们热爱生命、
敬畏艺术的原由。要知其生命的美，也要
知其生命为什么美。

艺术这条路很难走，没有终点，需要
用毕生的经历去体验。但凡能够坚持走下
去的，是因为钟爱艺术，把艺术融入到自
己的生命中了，怎么也撇不开了。所以顺
着自己的情感一路走下去， 不论有多难，
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我画画，就是选择自
己真正喜欢的去做，所以，我没有刻意去
想创新。譬如风格、语言。我是跟随自己的
内心。还有不断地写生，听人家讲故事，走
进自然深处与古人相会，神会他们，朝拜
他们。逆流而上，走向源头，自然会顺流而
下，归入艺术大海。

这次在湖南“联合利国”展出的60幅
油画作品， 大都带有一种毫无拘束之感。
我用斑斓色彩， 用美丽而浪漫的绘画语
言，在传统、当代、民间三个维度间穿行，
颇有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的情怀。九嶷山的旖旎，摩崖
石刻的厚重，苗寨风情的瑰丽……这些风
景和人文都深深融到了我生命中，融入了
我的画面中。

服饰以及“子午簪”：纵观该剧男女服饰，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士兵， 都是有考究
的。例如铠甲、圆领袍、缺胯袍、唐代织锦胡
服、 澜袍都是根据唐朝的原款服装复制和改
良的。尤其是剧中李必（易烊千玺饰演）的服
饰，剧组特别咨询了道教协会之后，还原了最
真实的道家服装， 还为他搭配了子午簪与不
离手的拂尘。经过主创团队翔实考究，呈现了
李必的发簪“子午簪”的正确佩戴方式———由
后向前插。唐代慕道，簪子从后往前插，代表
子午水火相济。张小敬（雷佳音饰演）的服饰
是织锦缺胯袍配六合靴，因为他是侦查人员，
身上佩有缚索、刀、烟丸等，其中烟丸在抓捕
可疑人员时可以发挥特别作用， 让人赞叹唐
朝办案人员的机智。至于女装方面，女子服饰
腰线上升至胸部以上。在以丰腴为美的唐朝，
可以最大限度地修饰女子身材， 显得曼妙高
挑。剧中舞者许鹤子的出场造型，高度还原了
唐代的“彩绘双环望仙髻女舞俑”，这个女舞
俑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之一。

礼仪以及“叉手礼 ”：该剧还对唐代的礼
节做了还原，比如“叉手礼”，这是唐、宋、元时
期最流行的礼仪姿势，小孩子从小就要学。唐
代文学家柳宗元有诗：“入郡腰恒折， 逢人手
尽叉。” 唐朝最与众不同的礼节就是“叉手
礼”。执此礼仪时，双手交于胸前，左手握住右
手，右手拇指上翘，非常优雅。这个场景，现在
有关唐朝的影视作品里很少见， 历史上却有
很多记载，汉末魏晋亦多次见于史册，除了文
献记载， 晚唐赵逸公墓的壁画中也有“叉手
礼”的记载，而在《韩熙载夜宴图》和《女孝经
图》两幅画中也有“叉手礼”的图形描述。导演
曹盾说， 这部剧的主角不是张小敬或任何一
个人， 长安才是真正的主角。“我们要找的是
长安的情怀。对于一个英雄人物塑造来说，他
在那里拼命，处在危险之中，百姓的生活状态
是怎样的？张小敬要救的就是这些人，他要保
卫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此外，剧中狼卫
（“偷渡”进城的危险人物）为了躲避官兵的追
踪，戴上面具、跳起了胡旋舞，这胡旋舞正是
当时长安最流行、最时髦的舞蹈，它从西域流
传而来。其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与它快速
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得益彰。

美食以及 “六月鲜”： 西安的小吃举世闻
名，《长安十二时辰》怎能少得了美食呢！剧中
在展示长安的生活场景时，水盆羊肉、火晶柿
子等美食也让人垂涎。张小敬出大牢的第一件
事，就是找个馆子来上一碗水盆羊肉。喝完一
大碗不算，还想着再来一碗。水盆羊肉又称“六
月鲜”，是以剔骨鲜羊肉、羊骨加桂皮、花椒、小
茴香、草果、精盐等调味料制作而成，吃的时候
再配上糖蒜和辣子，肉烂汤清，肥而不腻，别具
一番风味。张小敬在等水盆羊肉的间隙还点了
两个柿子， 用麦秸吸管插进柿子里嘬着吃，隔
着屏幕都觉得好吃。据西安当地人介绍，火晶
柿子很甜很软，薄薄一层柿子皮里是满满的蜜
一样甜的柿子浆。唐代，柿子已大面积在长安
附近种植，刘禹锡有诗《咏红柿子》：“晓连星影
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写
的大约就是临潼的火晶柿子。 除了这两样，还
有薄荷叶。薄荷叶不仅仅是剧中张小敬最喜欢
的东西，也是长安城男人们最喜欢的，它能清
新口气，相当于现代的口香糖。这么多好吃的，
难怪唐朝人以胖为美呢！

林子

说到丁文山，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
他，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只要你
看过湖南卫视， 就一定听过他的声音，湖
南卫视所有宣传片、预告片以及频道包装
都是他配音的。

《快乐中囯 》《在一起》《更青春》什么
的， 你一定听过对不对？ 丁文山的声音。
“下周五晚、下周六晚吧啦吧啦”，这声音
也很熟悉吧？丁文山的声音。当然了，在快
乐男声、快乐女声、跨年演唱会等节目中
老出现的那个雄浑、有力度的声音也是他
的。《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歌手》《声
临其境》等湖南卫视一系列的王牌节目的
配音，都是由丁文山来配的，他那醇厚磁
性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

丁文山从2004年成为湖南卫视频道
声音， 是中国内地各大卫视中第一位专
职频道声音。当时才25岁呀。一转眼已经
十几年了。 他说配音其实是一份非常孤
独的工作，不管和同事沟通得怎样热烈，
走进录音间时永远只有他一个人、 一个
话筒、一杯茶、几页文案……配音的工作
需要将文字变成有情绪的声音， 只有进
行不断的尝试，不能有人打扰，创作过程
也就会变得很孤独。 配音是一个很忙乱
的工作。吃饭的时候、凌晨两三点休息的
时候被喊起来工作，也是很常见的事，所
以丁文山得随时待命， 录音设备永远在
他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他说：工作随时
来， 要随时想办法创造环境完成掉。他
说：在背后要吃很多苦，才能当着面看起
来毫不费力， 能力要超乎你要完成的工
作，你才会游刃有余。

尽管这样，丁文山还是觉得自己很幸
运。能在湖南卫视这样的平台上为听众服
务，他感觉很自豪。他说：“作为声音工作
者，我们并不需要大家过多的关注，只要
在大家经意或者不经意之间曾被我们的
声音打动过，我想那就足够了。”

十几年来， 丁文山的声音已经成了
伴随湖南卫视成长、 伴随一代人记忆的
声音。

很神奇，明明很多人不认识他，也不
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的声音却关乎好多
人的青春和记忆。

翰墨飘香 秋水芙蓉

学术之上的“敬德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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