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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欲晓》是湖南金鹰
纪实频道制作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部，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普天同庆时推出， 让人们在从
今天到昨日，从现实到理想，从凯歌行进到披荆斩
棘的跳荡转换中， 深刻感悟新中国之所由来以及
中国共产党为追求人民自由幸福、 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而历久弥坚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播出以来，收
视率位居前列，点击播放量突破千万，产生了强烈
的社会反响。

该片主创团队集结了杨胜群、 刘效礼、 李向
前、夏蒙等国内毛泽东研究专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撷取与创建新中国息息相关的内容， 认真撰写台
本，数易其稿，历时10个月，采访毛家后人、毛泽东
研究专家学者和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或他们的子
女等近百人，收集拍摄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该片由
《黄河东渡》《滹沱河畔》《赶考路上》《双清纪事》
《日出东方》五个篇章展开，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
的恢弘图卷。

深情回望领袖开国的历程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欲晓》聚焦新中国
开国期间毛泽东的点点滴滴， 把他对国家构成、
国体、政体、组织原则、国名、国歌、国旗、国徽等
的阐述与贡献一一作了回顾梳理， 回到历史现
场，捕捉那些事关国家历史、现实、未来的瞬间，
于不经意间，发现震撼人们心灵的感动。全片用
大量篇幅， 再现他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融洽互
动，充分体现“人民领袖”的历史定位。他明确提
出“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召集中央会议，会后自
己连夜整理集体讨论意见，拟写报告，确定了未
来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 决定采取民主集中制，
不搞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确立了国家政权组织的
基本形式。在修改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时，他
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把建立新中国提
上日程；在双清别墅，他仅用两天时间写出《论人
民民主专政》， 奠定新国家现代治理理论实践的
坚实基础；为筹备建立新中国，他与社会各界人
士广泛讨论，充分听取吸收大家的意见，几天几
夜没合眼，修改《共同纲领》达200余处。他是这个
新中国的奠基人、设计师，也是那个一生从未停
歇为她添砖加瓦的建造者！

真实还原领袖的个性风采

该片在重大革命历史的背景下， 把毛泽东还
原成一个普通人、人民的一分子，从人之常情的角
度寻找极富个性的工作、生活细节，不牵扯复杂的
人物关系，集中笔墨，通过细节透视历史，展示他
的真实性情和人格魅力，让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
情感丰富的毛泽东。

他勇于承担，对人民一往情深。当敌军压境逼
近延安时，从来作风民主、从善如流的他却力排众
议，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持留在陕北，与敌人
周旋一年， 直到陕北转危为安， 他才安心东渡黄
河。 目睹自己的小青马掉到河里， 游回陕北对岸
时，他触景生情，一句“马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友爱同志，待人以诚。把专门安排给他的
宽敞新房让给朱德，自己找两间旧平房住，夏天

热得透不过气来，四处找树荫办公。指挥解放战争，
“帆布躺椅、热水瓶、茶缸子，再加上文件、材料和纸
笔”就能工作到夜暗。在筹建新国家的日理万机中，
到柳亚子住处看望，在屋外等半个小时，“主动地跑
上去握手。毛主席是两个手握着柳亚子，柳亚子是
一个手”。 这种尊重和谦恭代表着一个即将诞生的
人民国家对每个个体平等相待的姿态。他有人之常
情，请堂弟上北京，帮他治疗眼疾，置办生活用品，
嘱咐他做一个普通公民。他尊重人民，谦虚谨慎。当
人民由衷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还以“人民万
岁”……

纪录片忠实地记录这些生动感人的细节， 在确
认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中， 详尽地展现毛泽东的个
性品质和精神境界， 以艺术的形式树起了一个永不
褪色的精神标记。

客观平实的叙述直击观众心灵

对于中国和世界，毛泽东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一万个人有一万个评价。 爱戴他的人认为把世界上
所有赞誉都给他都不为过。 但真正道出他与这个国
家关系的，还是那句大白话———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也就是这部纪录片的片名。

在片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决胜千里
之外，发往战场的命令中却不时有“究竟如何？望斟
酌电告”“以上意见妥否， 望复” 等询问； 他彻夜工
作，“无人能及”；他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划江而
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土地改革、英国军舰
挑衅、军人误闯民宅等保持高度敏感性，圆熟处理内
政外交。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赛福
鼎位次的安排照应， 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
一个侧影，升华了主题，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这些都
通过历史亲历者、 知情人、 研究者的叙述， 娓娓道
来，客观呈现，把思考、判断留给观众，适应当今人
们的审美心理和期待。

片中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
语句点染穿插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中， 看似随
意，却让人体验到毛泽东的诗家风采和过人胆识。每
集结尾也多采用生活化场景，平实自然，不事雕琢，
使作品在艺术上臻于化境，充满感染力。

龚旭东

姜坤先生举办八十新作展， 是湖南艺术界的
一件大事，可敬，可贵，可喜，可贺！

姜坤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一辈艺术
家，我们交往很少，但他的创作常在我的关注中。
我敬重先生几十年来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 除外
出写生， 他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亦不理会他人臧
否，每常静居于画室，潜心专注于创作。人曰其性
情独致，而不知其甘享艺术孤寂独幽之境，不愿沾
染俗尘、浪费光阴。此非心志坚定、品格超拔、眼界
高蹈、趣味深致者所不能为也。

先生一生热爱美，痴迷美，发现美，表现美，在
一个甲子的人生艺术历程中， 殚精竭虑地探寻适
于自己艺术感受与意趣的笔墨语言与艺术表现方
法， 在浓淡干湿疏密虚实等对立统一的艺术关系
上， 铺展出深富艺术意趣的想象创造空间， 在山
水、人物、花鸟等各个方向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个性化特征和风格。展读先生画作，感受其构图布
局、笔墨变化里造境、传神、得趣的欣然翩然陶然
悠然， 可以洞悉先生华滋清丽的沛然文气与超逸
心性。

先生为艺术而追索一生， 年八秩而上高原写
生，归来情不自禁而挥洒笔墨，成就巨幅大画，可
谓壮心不已。近年来，先生能够在自己已经形成的
风格程式基础上不断继续开拓新的艺术题材、笔
墨技法、意境空间，实在可敬复可贵；本次展览部
分地展现了先生在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三个方
向上的新探索、新成果，可喜亦可贺。

姜坤先生涵养文心艺格，起柔弱之躯，行坚
定心志，修持久之功，以人物为基，山水、花鸟并
进，全面而自然地展现出自己的胸襟学养，此中
蕴含了许许多多人生与艺术的启示。本次展览，
宜乎成为深入了解先生人品艺格、 领略感悟艺
术启示的一个入口。

（由湖南日报集团联合利国文交所主办的“姜
坤八十新作展”11月1日在新湖南大厦举行。 本文
为展览序言。）

周实

姜坤有画《烟波江上》。
画面上，一只鸟，湿漉漉地蹲伏在一根

风中的芦苇上，颈脖向前探伸着，眼睛死死
地盯着下面，尖喙利得像把匕首，翅膀欲张
未张的，仿佛就要一冲而下。它下面有什么
呢？不用说，就是鱼。妨碍它的是什么呢？当
然就是烟波了，“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
上使人愁”。我细看着这只鸟。看着，看着，
渐渐的，我觉得我在变小。一点，一点，一瞬
间，小得那么一冲而下，竟变成了这只鸟。
那鱼呢？没捉到。跑掉了。或者说是消失了。
于是，我又飞起来，落到那根芦苇上。我的
心，好沮丧，沮丧得都忧郁了。

我一边放眼这个世界， 一边将小小的
自我锁进了自己的内心里。 我等待， 等待
着，就像人们仰望天空，看有没有暴风雨。
随着树叶由绿转黄，太阳躲进寒冷的云中，
我的心也变得忡忡忡忡的。忡忡我和你，看
上去虽没有隔阂，实际上却隔阂很多。这隔
阂也算得是世间的一种存在吧。 当这存在
超越肉体是否就变成精神了？ 隔阂是否也
是精神？

记忆在我眼前闪烁，一切模糊而寂静。
我的脑子这样寂静，心却像那葵花绽开，亲
昵的动作和皮肤，散发太阳一样的光芒。

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如何才能如意呢？
每个人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多少爱？ 爱的
质量，还有数量，你说怎样才能衡量？这个
世上无人知晓。 我曾反反复复想过与你见
面的各种情形。早晨，傍晚，还是夜深？结
果，最终，还是朦胧，心里有的只是郁闷。郁
闷得难过，郁闷得想哭，在我心里哭。哭是
与生俱来的，不哭是后天学会的。

爱可使你的生活更好， 也能使你的生

活更糟。爱虽然甜蜜，而且很美好，但也并
非如人所说那么的稀罕和重要。爱确实能
孕育一切，但其中也包括了与你愿望相反
的东西。

城市的天地是白色的，同时也是灰色
的，绿色还是很少的。在那戾气飞扬的钢
筋水泥的大楼上，晨光每天都在努力露出
它的那张脸来。太阳呢，则悄悄，一眨眼就
无踪了。

也许是难以忘却吧，你要继续前进的
话，只有善于忘却才行。

在我看来，人的如意，还有爱的那种
到来，最好是不知不觉的，也是无需思量
的，就像有人穿过烟波，猛地一下扎进江
里，扎进滚滚的漩涡里。

有些事情不可改变，就像雨。只要树
上的树叶还在，那么雨打树叶的声音就会
照旧，不会改变。斯人已去并不意味他的
故事就已结束，爱情突来又预示着新的矛
盾正在开始。

能做某事和想做某事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

有水滴到我的头上，是落雨。心里想
到雨，马上就有雨。雨珠在那地上跳着，院
子里面热闹起来，仿佛一群人，大声惊呼
着，往那屋里跑，身后留下一串问号。

在问什么呢？屋外有什么？
只有暴风雨。有人在回答。
天空一下雨，地就不明了，天地也不

磊落了，烟波就更厚重了。雨就像是一道
帘幕，拦在人与万物之间，隔在物与万物
之间，之间除了之间之外，还会有些什么
呢？

屋外怎样了？有人又在问。
风暴过去了！有人又回答。
风暴过去了，雨却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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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瀚潞 周红泉 周林熙 彭璇

还记得国庆期间网络上刷屏的“彩车对歌”
视频吗?视频中，吴碧霞与廖昌永两位著名歌唱
家在两辆国庆彩车上，隔空对唱《我的祖国》和
《我爱你中国》。没有话筒与伴奏，清唱便已艳惊
四座，被网友称为“神仙对歌”。

10月15日晚，湘妹子吴碧霞回湘，来到“唱
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音乐会，献唱《苗
岭的早晨》《心中的桃花源》，再次用歌声演绎湖
南金曲。

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吴碧霞，听这位大
眼睛、笑盈盈的湘妹子说说她的回湘感悟。

“非常激动！”吴碧霞说。“举办这样一台别
开生面的音乐会来推荐我们湖南金曲， 我觉得
格外有价值。”此次音乐会上，吴碧霞演唱恩师
白诚仁的作品《苗岭的早晨》，以花腔女高音来
描绘一幅苗岭晨曦的秀丽景色。吴碧霞回忆，最
初唱这首歌时，她才20出头的年纪，如今再唱
起这首歌， 早已物是人非：“白老师待我如女儿
一般，每每聊天总离不开音乐话题。”

吴碧霞说自己是“从小听着父亲唱花鼓戏，
听着常德丝弦长大的。” 童年时期受到的音乐教
育令她受益终身。而湖湘文化给予她的，还有那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我之所以能在专
业道路上有勇气去尝试自己未知的领域，也是因
为在我的身体里有着这种湖湘精神的传承。”

如今，吴碧霞是享誉国内外的抒情花腔女高
音歌唱家，她创新性地将中国民族唱法与西方美
声唱法结合，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她带着家
乡人民的期望， 走上了全国和世界的大舞台。她
说，“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上永远流淌着湖南人
的血液，有了湖湘文化的滋养，才有了我今天的
成绩。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忘不了家乡文化给予
的滋养，希望湖南金曲能够唱响世界。”

吴碧霞说，我们湖南是音乐大省，也是音乐
强省。她希望能通过不同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宣
传湖南音乐， 引领青少年一代更深入地去了解
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 让他们热爱家乡的音乐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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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风云

吴碧霞 ，湖南常德人 ，抒情花腔女高
音歌唱家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青年长江学者，全国优秀模范教师，中
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 ，中国音协理事 ，中国声乐家协
会副主席。曾获1996年“全国声乐比赛”民
族唱法一等奖 、第一届 “中国国际声乐比
赛”第一名、第八届“西班牙毕尔巴鄂国际
声乐比赛”第一名等。出演中外歌剧
《弄臣》《贾尼斯基基》《小二黑结婚》
等、清唱剧《蝶恋花》《一个法国女
人的梦》等、声乐协奏曲《蝴蝶双
飞》《格里埃尔声乐协奏曲》等，多
次担任德国“新声音”国际声
乐比赛、中国音乐“金钟奖”、
中国文化部“文华奖”和“国
家艺术基金”等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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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上春晚》首次亮相是在2010年9月，节目
初衷是为央视春晚选拔优秀的民间节目， 近十年
来，节目大环境一再变迁，但节目理念始终如一：
致力于更广泛、更深入、更直接地触达普罗大众，
以寻找民间不同类型的文艺表演和创意才艺。

首期节目为陕西专场，谢娜担任主持人，由刘
敏涛、苗阜、林允、宋宁、周笔畅、冯雷6位明星组成3
队春晚推荐官，向节目推荐6档文艺表演。专家评
审团由方芳、张晓龙、徐子崴3位嘉宾组成，来自央
视的主持人海阳、演员熊梓淇以及“快手”达人杨
三金则以融媒体互动观察员身份参与节目。

欢快而年轻化， 是节目带给观众最直观的
感受。在首期节目里，嘉宾、主持人和选手们不
仅呈现了精彩的表演， 还诞生了不少笑料和表
情包。 比如主持人谢娜与蒙古族舞蹈《蓝色印
记》的女舞者比拼蒙古族舞蹈的一幕，瞬间带热
节目氛围； 还有嘉宾苗阜与来自陕西的本土艺
人合作的相声曲艺秀，金句和段子频出，也成为
网友们二次创作的“素材”。

节目特别设置的融媒体互动观察区同样让
人眼前一亮。来自“快手”短视频的观察员，为节
目带来互联网用户的真实反馈， 也吸引了不少
来自“快手”App的网友前来打卡围观。“网感”
十足的设置， 可以看出节目组颇为看重与年轻
人的沟通和互动。

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直播，到
《我要上春晚》，央视与“快手”App已经不是第一
次合作。《我要上春晚》整体到细节都融入了很多
“快手”元素，借助“快手”的高互动性和对民众的
高覆盖，节目准确而高效地掀起了年轻受众的参
与热情。可见，央视接地气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

经过几年的市场运营，“快手” 已经拥有超
过7亿的用户，对年轻人的高覆盖，让快手成为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短视频平台之一； 而央视是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之一， 在传统用户
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

从“快手”为《我要上春晚》拓展的选手渠
道，以及在内容上用“快手”元素来加强与网友
的互动可以看出， 受众思维不仅仅是互联网内
容的开发驱动， 也应该成为当下所有内容开发
方都需要正视的创作模式， 它能对内容产业的
进化提供来自市场端的创意灵感。

事实上， 短视频对内容方和平台方的商业
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营销层面。以“快手”来说，平
台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为各种形态的内容商业变
现均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随着更多短视频平台
与内容方的合作， 这部分的变现价值也将越来
越显著， 这也是短视频的商业前景被业内看好
的重要原因之一。

艺
林
风
景

姜坤作品《高原之春》。

姜坤作品《烟波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