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转折》注入湖湘红色基因

党玉占

2019年8月，中国邮政发行《五岳图》特
种邮票，全套5枚。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
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五岳
图》就是明代画家宋旭游历五岳后留下的墨
宝。

《五岳图》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绢本，设
色，分别绘制了五岳的自然美景，采用浓淡
相间、 虚实对比的手法使画面层次分明。画
作构图运用了全景式和视点移动的表现手
法，展现出群峰之间的穿插呼应关系，突显
了五岳山川雄伟壮阔的磅礴气势。画作用笔
粗犷，潇洒秀逸，笔力雄劲。《五岳图》作为宋

旭将实景山水与传统技法、文人情怀完美结
合的典范之作，不仅为五岳存形于纸绢间增
添了别样的神采，也对后人的实景山水画创
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融峰雨色”表现的是湖南衡山
祝融峰的雨景。融峰雨色更增加了山岚的锦
绣。

吴明

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
折》，于8月26日晚在央视一套（综合频道）
黄金时段播出。8月25日在青岛举办的
“我爱你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
百日展播活动” 启动仪式上，《伟大的转
折》成功入选并被列为百日展播活动的首
部播出剧。

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
大的转折》 是中央2019年度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 也是中宣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重点跟踪剧目。 该剧由遵义市委宣传
部、长沙市委宣传部、贵州省作协等单位
联合摄制。

湖南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文艺创作实
力雄厚，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
摄方面拥有着丰富的经验、 高效的团队。
和光传媒是国内少有的专注于红色和主
旋律题材作品制作的影视公司， 曾7次获
得“五个一工程”奖，《恰同学少年》《毛泽
东》《秋收起义》《共产党人刘少奇》都是收
视、口碑双丰收的佳作。此次和贵州方面
合作拍摄《伟大的转折》是一次突破。对方
正是看中了湖南方面常年积累下来的口
碑和实力。

25集电视剧《伟大的转折》是纪念遵

义会议之作，也是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的作品。 该剧以红军长征为背
景，用电影的画面效果、细腻的表现手法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在毛泽东等
革命元勋的带领下创造的中国革命史上
一次伟大的转折。该剧深入挖掘题材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深入挖掘遵义会议实
事求是、修正错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
务求必胜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以电视
艺术形式再现中央红军在贵州各族群众
的拥护和党的地下组织支持下，转战贵州
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伟大转折的艰
辛历程，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

全剧以极具代表性的节点事件为切
入口，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中国
红军的精神风貌和不懈顽强的奋斗精神。
剧中遵义会议的慷慨激昂、四渡赤水的波
澜壮阔、血战娄山关的英勇惨烈，更是唱
响了共产党人坚定信仰的赞歌，让观众见
证了红军的智慧与英勇，从中深刻感受到
了长征精神。《伟大的转折》中，一批新生代
特型演员脱颖而出。 他们包括饰演毛泽东
的侯京健、饰演周恩来的许敏、饰演王稼
祥的傅云昭、饰演张闻天的吴佟、饰演刘
英的宋佳玲等。他们用上佳的表现演绎出
了革命先烈们的崇高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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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掇英

影视风云

樊旭东

画如其人，这是我对胡立伟国画作品
的直观感受。初次见面，看到他粗犷厚岸
的外表，以为是北方人，聊起来才知道是
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长沙长大，就读湖
南师范大学美术系， 后来又在浙江美院
(现中国美术学院)专修书法和篆刻。长期
受楚韵吴风的浸润， 并未妨碍他兼收并
蓄，博采众家之长，在岭南画风的空灵与
细腻中融入北派的风骨与大气，营造出属
于自己的山水意境。

胡立伟是湖南省画院副院长，也是一
名专职书画篆刻家。在他心里，艺术家不
只是一个个响亮的称号， 承担这个角色，
便需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在他看
来， 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担当，责
无旁贷地为社会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展
示时代精神风貌。

他说，当年齐白石用一张小小的桌画
出了“天下最大的画”，为后世留下宝贵的
艺术和精神财富。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
今天，艺术家尤其要有定力，把握好市场
与创作的关系，不要过分追求物质，咬定
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看他近十余年的作品，从反映汶川地
震救援题材、多次入选全国性美展的国画
《使命》，到参与创作获首届湖南省文艺奖
的陪伴“神八”太空之旅的国画《锦绣潇湘
图卷》， 以及他创作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
材《少奇故里·炭子冲冬韵》，这些散发着
泥土芳香、 描绘祖国壮美河山的山水新
作，他始终用画笔关注现实、关注生活。这
些唯美细腻的画面，灵动而幽邃的诗意般
的境界，充满着染香带露的灵气，苍茫挺
拔的大气，灵动而秀润的文气，映衬出一
个艺术家的潜心静气和丰厚底蕴，折射出
一个心系国家和民生的艺术家的社会担
当。那画面中的小桥流水、奇峰挺立，还有
那丹岩夕照，令人赏心悦目。

回忆起最初的艺术启蒙，胡立伟谈到
湘绣。这门有悠久历史的民间工艺也是早
年胡立伟的母亲持家谋生的一份工作。每
天清晨，阳光照进屋内，映射在母亲未完
工的绣品上， 显现出绚丽斑斓的色彩，让
年少的他充满着无限遐想。他喜欢随手在
废纸片上、地上、墙上画些花草和动物。上
学、上山下乡、进工厂，也都没有放弃对美
术的爱好，闲暇时一个人跑到湘江河边及
轮渡码头画素描和速写。1980年，胡立伟
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

1980年到1990年， 是胡立伟艺术道
路上至关重要的十年。 在湖南师范大学，
胡立伟开始系统的美术学习与训练。当时
的师大名家荟萃，颜家龙教书法，曾晓浒
教山水，聂南溪教工笔，李立教篆刻，朱辉
教色彩。在这里，胡立伟打下了扎实的专
业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胡立伟进入
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 江南神韵、吴
越灵秀， 为他打开一片全新的艺术天地。
他在西湖、绍兴、黄山等名胜之地游弋，追
寻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林风眠等大师
的创作轨迹与脉络。品原作、观艺展，如同
海绵一般在这片艺术天地里徜徉、吸收养
分。十年间，从书法篆刻，到国画，再到诗
词， 胡立伟完成了自身艺术体系诗、 书、
画、印的整合与统一。

1996年前后，画家黄永玉先生在长沙
九所作画，画完后要盖印章。有人推荐刚
从浙江美院结业归来的胡立伟。立伟为黄
老通宵治印，黄永玉看后很是喜欢，并题
词称道：“扪蛇屠龙之手。”随后，黄老多次
客过长沙，作画时常叫立伟治印，有次黄
老还风趣的题词曰：“立伟作四章，朝发夕
就，余笑曰‘好快刀’”。

胡立伟的中国画以山水见长，早年受
岭南绘画影响较深，之后又经江浙画风和
北派山水的熏陶，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从画面上看，他的作品彩墨一体、天地
合一，山骨雄健，又突现了笔墨意韵，显示
出非凡的气势，使水墨的表现手法和技巧
在山水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胡立伟的书法以行楷见长，颜家龙先
生在世时曾撰文称赞：“立伟学书，上溯周
秦，下探明清，融黑女之秀，夺北海之雄，
而于孙氏过庭更是心摹手追。”振振有声，
道出了立伟在书道上的秘籍法则。

他的诗则与其书画一脉相承，质朴豪
迈，淡泊明志。如他在《墨海畅怀》中的吟
诵：“墨海起云烟，豪情逾九天，春秋行笔
底，物我两飘然。”

文戈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幅《毛主席和五
十六个民族》 的经典国画将永久悬挂在
庄严宽敞的湖南厅壁间。 这是划时代的
艺术杰作， 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
央关心广大民族同胞的深情写照。 梁湘
涛先生是这幅作品的创作者之一。

“我是很普通的艺术工作者，迫于生
计，术无专攻，画材宽泛，难有精作。”梁
湘涛在接受我采访时来了这段开场白。
身材修长、五官端正，气质儒雅，内敛的
眼神中透着谦逊。他的工作室墙面上，一
幅《五虎图》，将我带入壁峰峦连，飞瀑潺
潺、云雾穿渡、莺飞花香的巍峨群山，五
只栩栩如生的金色巨虎，各具雄姿，群饮
山涧，依恋秀林，似有啸声震天、地动山
摇之韵；《密林深处》 中的猕猴、 憨厚机
灵、吆喝喧天，跳跃于密林浓枝间，享尽
花果山的野趣猿乐。他笔下的狗、狮、熊
猫、家猫、孔雀、绶带鸟等各种禽兽，皆活
灵活现，呼之欲出，各自呈现出鲜明的个
性特征。

梁湘涛的画作以动物见长、山水、人
物也有不少佳作问世。 他工于人物细节
刻画，美人的纤纤玉手、飘逸裙袂，脉脉
目神， 甚至于画一颗相思痣亦传递出楚
楚动人的神韵。他的山水画，注重笔墨与
色彩的融会贯通， 给人一种清新扑面的
独到感觉， 画面中洋溢出秀美与壮美的
交合，令人心驰向往，催人奋进向上。

他说：“我在湘绣研究所， 画什么内
容是由顾客点菜，百客需百货，逼着我花
鸟、山水、人物各种对象都要攻关涉猎，
不断探艺创新求精。”由此，他的作品大
多成为精品力作，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
精品展会展出，并被评为金奖。

梁湘涛总结自己起步经验认为，8岁
前画画写写、随心所欲、尽情挥洒童趣。9
岁以后， 习练素描， 观察描摹物体的黑
白、明暗、曲直、远近，同时家长和老师多
鼓励小孩去参展；青少年参展获奖，往往
对一辈子的志向都有奠基作用； 初中以
后力求素描图案的准确性。梁湘涛认为，
小时画连环画对他的帮助较大。 他深有
体会地认为， 美术教育与美术艺术不能
简单画等号。一是教育程序不可忽略，循
序渐进，由易渐难，恒久成家。二是要兴
趣广泛，多业互通，相得益彰，助其成才。
梁先生爱好广泛，习美术之余兼及多艺，
他有集邮、乐理等爱好，笛子、口琴、小提
琴、二胡都在台上做过专场表演，还在赤
道几内亚进行过葫芦丝表演， 赢得满堂
喝彩。当然这些兼好不可喧宾夺主，但对
学美术有美学启迪， 触类旁通， 事半功
倍。

梁湘涛从事老年大学的国画教学已
有20年历史，曾连续3次评为省老干部大
学的优秀教师。 目前仍兼任多所老年大
学的老师，每周教7堂课，多校连轴转，乐
此不疲。花鸟、动物、山水他都擅教，皆深
受老年学员喜爱好评。

今年初，我们2018花鸟班10多位同
学结队去他家求教，他倒茶让座，逐一解
惑释疑。学员在网络群里发习作求教，他
总是孜孜不倦地中肯点评， 有时还送给
求教者一幅作品供其临摹。 先生一生低
调做事，谦逊待人。他写了一篇《谁是老
师的故事》文章，讲述了在湖南师大老年
大学讲课时， 听到曾是生物教授的学员
讲蝴蝶体态结构的知识， 深化了他对画
蝴蝶形态的把握， 还有位学员带他去见
自然界的迎春花， 将其形态细致入微地
讲给他听，使之画此花更加形态逼真。他
说， 老年大学随时都可以碰上各方面专
家，这是教学相长的好园地，也是时而求
知长识的智库。

沈杰群

“家庭青春嵌套剧”，是对旧
时单一影视类型的颠覆和重塑，
你以为追的是青春偶像片，结果
校园情愫后面还跟着一堆宏大
的家庭史诗，或者当你做好心理
预设要围观一场亲子关系里的
鸡飞狗跳时，意外被淹没在满屏
的荷尔蒙与粉红泡泡中。

“嵌套剧”的主演阵容方面，
家长团队是实力派资深戏骨，儿
女队伍是满脸胶原蛋白的人气
少年演员。 打破次元壁的嵌套
剧，效果也极其温馨和谐：你爸
妈都能和你坐一起追剧了！惊不
惊喜，意不意外？以最近的热播
剧《小欢喜》来说，这部剧是通过
特别写实的家庭视角，展现了多
位高三考生的内心成长，和父母
之间的互动，父母自身面临的精
神困境。《小欢喜》 的题材和立
意， 决定了家庭本该是“主战
场”， 核心受众应该是对高中教
育有切身体会的家长孩子。

然而，《小欢喜》的传播神奇
“出圈”了。从网上许多95后、00
后受众反馈来看，他们不会对剧
中的家常和考学内容心生厌烦，
相反，他们从中感知到了一分戏
剧化的刺激感和幽默感，以及对
剧中考生的“人设”产生浓厚兴
趣。比如剧中4个“春风中学”的
高三考生， 都是非常年轻的演
员， 在不同个性里塑造自我，还
被网友起了颇有明星团体气息
的组合名———“春风四子”。

即使这部剧的故事， 充斥着家家户户
再熟悉不过的鸡毛蒜皮， 且不乏对考生沉
重痛苦心理的描写，但是其间的笑和泪，是
基于家长和孩子两方立场所产生的， 而不
是家长单方面的强势表达， 因此这部家庭
亲子剧才能成功赢得年轻人群市场。

除了《小欢喜》，之前的爆款还有《少年
派》《带着爸爸去留学》等。例如《少年派》，
阵容和剧情也是相当“嵌套”，由资深演员
闫妮、张嘉译、“女儿专业户”赵今麦和人气
演员郭俊辰等人主演，展现4个高中生的家
庭如何经历波折， 最终找到各自的方向。
《少年派》开播期间，冷面学霸男主“钱三
一”和神经大条女主“林妙妙”，这两人的感
情线发展频频上热搜。

从前的家庭亲子剧、伦理剧，因为总以
单调的“家长玩家视角”谋篇布局，让年轻
受众感到陈腐无趣。若当下的家庭亲子剧，
都如《小欢喜》《少年派》一样，尝试用更青
春的思维方式解读家庭关系， 那么除了可
以抓住更多潜在的受众群， 也是能为当下
社会提供一份针对亲子关系难题的“参考
答案”： 教育的本质是父母的自我修行，而
亲子教育则是父母最好的修行。

若说家庭亲子剧实现青春化， 是视角
的多元化切换， 那么青春偶像剧的“家庭
化”，则是创作者思考广度和深度的探索。

曾经青春偶像剧真是一笔稳赚不亏的
买卖，只要推出皮囊好看的男孩女孩，只要
把剧情设计得足够虐或者齁甜齁甜的，就
能被观众捧在手心里。 但现在似乎这笔买
卖也不好做了， 纯粹纠结感情波折的青春
偶像剧渐渐失去吸引力， 大家希望在男主
女主的关系里看见更多“周边”产品。

例如最近很火的《亲爱的，热爱的》，以
及之前口碑较好的《最好的我们》《秘果》，
这些都是在青春偶像剧的底子上延伸出大
量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呈现，甚至这些
“周边呈现”不只是装饰物，而是自成一体，
成为故事里饱满、独立的篇章。

青春偶像剧向“家庭化”“社会化”探
索， 意义不言而喻。 任何一代年轻人的成
长，都离不开“社会支持系统”，在青春题材
影视剧中充分展现这种复杂而必要的“社
会支持系统”，让当下受众不只是满足于一
段感情走向是否“爽”，还能理解和体会其
他社会关系之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家庭青春嵌套剧”，无论是从家庭剧
还是青春剧这两者哪一个原点出发， 所要
构建的坐标都是相似的， 那就是影视剧和
现实的距离要足够贴近， 与真实的情感全
面吻合。如是，才能彻底涵盖距离甚远的不
同年龄层，让你爸妈和你，真的能坐在一起
追剧了， 而且都在追剧中体验打动自己的
故事。

﹃
家
庭
青
春
嵌
套
剧
﹄
为
何
走
红

胡立伟：

艺术创作要表现时代精神

墨兽彩鸟
总关情

翰墨飘香

荧屏看点

晏为民治印：不忘初心

方寸之间

︽
五
岳
图
︾
入
邮
衡
山
尽
显
锦
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