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投稿邮箱：whbml@163.com

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李雅文周刊·艺风

郭佳

继“元宵一家亲”主题晚会之后，五四前
夜，湖南卫视再次创新推出主题活动《青春万
岁——五四接力大直播》，首次将舞台设置在城
市天台，组织青年榜样和优质艺人齐聚长沙、北
京、上海、深圳四城“云端”放歌，接力传承五四
精神，汇聚战胜疫情、复工复产青春力量，为观
众奉献了一台云端之上的视听大餐。

让榜样当主角，昂扬时代主旋律

中联重科复产工人、湘雅医院战疫夫妻、各
界青年女性精英、扶贫攻坚代表等各行业青年
榜样悉数登台，展现各自所在领域的别样风采，
传递出“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的五四精神新内涵。湘雅医院战役夫妻《与妻
书》一句“有我在，别害怕”令观众动容。何炅致
敬 90 后海归、湘西扶贫小伙陶品儒“You are
the best！”成为一大正能量记忆点。网友们点
赞湖南卫视用“青春化”表达践行了主流媒体的
使命。

以天台作舞台，激发城市新动能

作为节目最大亮点，城市高地天台的唱演
接力，让流光溢彩的夜景尽收眼底，带给观众不
一样的视觉美感。每个节目后，四城天台之上
相互呼唤，把沉寂已久的城市激活点亮。特别
是主会场长沙以“后浪”之势高调比肩北京、上
海、深圳等超一线城市，岳麓山、橘子洲、天心
阁、梅溪湖大剧院等地标闪亮登场，文和友、火
宫殿、太平古街等热腾烟火扑面而来，湖南卫视
这场家乡硬核“带货”秀必将为长沙夜经济注入
新动能。

化独乐为众乐，汇聚青春正能量

这一主题活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节目现
场未设观众，但通过“四城接力+跨界组合+云合
演+全民互动”等模式，打造出了全方位的互动
体验。跨界组合中，王一博与大学生合诵《青
春》篇章、王源与演奏家合作新歌、魏大勋与京
剧演员对唱戏曲RAP等等，艺术的多样化呈现
出青春的无限可能。周深与国外的中国留学生

“云合演”歌曲《关于青春》，产生全球大合唱的
试听效果。超过200 万网友参与微博话题#我
的天台就是舞台#全民互动。“青春万岁”声浪响
彻天台，带动了更多年轻力量汇聚到时代前行
浪潮中。

毋庸置疑，《青春万岁——五四接力大直播》
是湖南卫视践行主流媒体担当、引领青年文化、创
新打造的又一主题活动力作，但也存在历史纵深
感挖掘不足，经典曲目、主旋律歌曲呈现不多，及
湘韵湘情、本土名家推介不够等瑕疵；作为影响广
泛的城市接力唱演秀，未能成就一首类似《成都》
的城市主打歌或其他传唱歌曲，输出更为持久的
文化软实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当然也是
一种期待。

何打发

《肆式青春》是中日导演合作的一部动漫
电影，尽管风格日系，但内容却很亲民。自
2019年电影公映以来，我在网上已是二刷。
对这部电影，评价褒贬不一很正常。第一次
看，刚看完第一个小故事有点小惊喜，就想到
豆瓣上瞅瞅大伙对这电影的看法，结果发现
多是差评，仿佛跟风似的。网络影视剧点评
跟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看到吐槽湖南
米粉的评论，我就有点坐不住了。

我觉得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导演的成长记
忆，没有波澜壮阔的大故事，一个个温馨的小
章节令人感同身受：儿时早饭一起吃米粉的
奶奶慈爱的目光，长大了学校路边的米粉店，
毕业工作后，街边的手工米粉店变成了连锁
店，米粉成了流水线产品。

在这部电影里，我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共
鸣着湖南人一生对米粉的挚爱。小时候对米
粉的记忆就是家门口的三家粉店：一家炒粉
店，两家汤粉店（一清淡，一重口）。周末睡懒
觉起来，捧着自己的小铁碗按心情选择吃哪
家。还记得当时肉丝粉是 1.5 元一碗，多点
余钱会点个豪华版的加鸡蛋2元。碰到熟悉
的叔叔阿姨问个好卖个乖，长辈们会送我个
煎鸡蛋，让老板夹到我碗里，要不就是帮我结
账了。通常吃完自己的，还要给赖床的爸妈
拿大盆点一碗，带回去。

长大了一点，周六上午去老师家学钢
琴。下课的时间差不多是10点左右。老师
太忙学生不断，给老师打米粉的重任就交给
我了。每次下课，老师都会给我几块钱和一
个铁碗，告诉我要吃什么粉（一般是牛肉木
耳），然后我给他打回来。现在还记得，实在
受不了米粉罩子的香味，每次进门前都要偷
偷用手拿起几块木耳塞进嘴里，还不敢吃多
了，怕老师看出来。现在想想钢琴老师一直
以来对我这么好，估计也是看在我给他打了
那么多年米粉吧。

上高中后，早自习开始得特别早。我们
通常是把早餐带到学校，自习结束后吃。我
妈为加强营养，给我做了丰盛早餐：八宝粥，
大包子，有时候还有豆浆蛋炒饭，这就让我失
去了吃米粉的机会。庆幸的是，我同桌每天
都会用保温饭盒在校门口不同的粉店打包米
粉做早餐，当然有一大半落入了我的口中。
后来她都自觉到开吃前总是先把筷子给我，
让我猛吃两大口她再开吃。现在旅居国外，
每每听说有新的粉店开张，总要积极地前去
尝鲜。吃了这么多国外米粉，总觉得没有家
乡米粉的爽劲Q弹。每逢休假回国，下飞机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出门嗦碗粉才算完成了
一件要事。开心的是，在外地这么多年了，好
多粉店的老板依旧记得我。

谁说要有波澜壮阔、生死离别的故事才
能拍电影？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由这平凡的
一天天组成的，你要说有什么大道理吗，没
有。可能有人说，这也活得太肤浅了吧。爱
恨情仇呢？家国情怀呢？宏伟壮业呢？那些
是书里的故事，我们大多拥有的就是平凡的
生活。但这不等于平庸和肤浅：在一天天的
普通生活里，感悟与体会浓浓的人情味，感知
自己对家乡一方水土的眷恋与关联。多年后
这成为在千万里异乡最温暖而柔弱的温存。

食物是一种文化最原始和直接的表达，
包括它的质地、气味、烹饪手法以及人们的食
用方式。湖南人吃米粉都叫“嗦粉”（大家脑
补动作），显示了这一个地域人们的脾气、心
态与性格。反过来，食物本身又在塑造着这
一方水土与人民。就像《鱼翅与花椒》一书写
到的一样：我们吃的东西，代表了我们做人和
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看《肆式青春》，感觉美中不足的两点：一
是对暗恋女孩的故事处理有些生硬，二是配
音既不是湖南话也不是普通话，感觉有点港
台腔。不过瑕不掩瑜，画面唯美，故事真实温
馨动人。

“老板，我回来了。今天来碗排骨粉加个
蛋。”

张捷 薛晋文

《猎狐》是一部以重大经济案件的侦
查和破获为主要叙述内容的电视剧，与
一般的涉案剧存在较为鲜明的区别。特
殊的经侦警种和海外追逃叙事所带来的
陌生化审美，固然能吸引一部分观众，但

“一案到底”的创作难题显然需要更扎实
的剧作铺陈来破解。对此，编剧赵冬苓
给出了三个层次的关键词：“高智商的博
弈、人心的博弈，最后才是拳脚武力的比
拼。”

全剧以2007年的股市震荡为开端，
北江市克瑞制药集团董事长王柏林被昔
日好友钱程挟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刑
侦队长杨建群和他的得力助手夏远及时
赶到，虽成功救下了王柏林，却没能阻止
钱程跳楼自杀。这一突发案件引起了夏
远对王柏林的注意，并由此牵连出操纵
股市、金融诈骗、违规放贷、官商勾结、行
贿受贿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犯罪问题。面
对专业程度高、反侦查能力强的对手，如
何“智斗”便成为了该剧叙事的一大看
点。随着故事的展开，不同人物面对巨
额经济诱惑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仿佛
成为了人性的试金石。在经历挚爱沉
沦、师友堕落的双重打击之后，夏远依然
信念坚定，初心不改，并在 6 年后的“猎
狐”专项行动中，通过艰苦卓绝的跨境追
逃，将相关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从而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经侦警察。

《猎狐》在叙事上以一条主线贯穿到
底，舍弃了当今观众更为偏好的快节奏、
单元化的叙事手法，故事的悬念不在于
谁是凶手，而在于凶手是如何周密计划、
完成作案的，警察是如何抽丝剥茧、查明
真相的，以及一逃一追之间所触发的戏
剧张力。这些独特之处有助于在绵密的
叙事网络中，将盘根错节的内情及环环
相扣的复杂关系梳理清楚，每一个牵扯
其中的普通人或许都是一念之差，却就
此坠入无底深渊，金融泡沫中的巧妙话
术和行业规则被无情揭露，对观众有着
深刻的教育意义。全剧叙事时间横跨十
多年，叙事空间辗转三大洲，充分显示出
海外追逃的艰难和持久，同时也彰显了
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和信心，对于

出逃海外的犯罪分子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
人物是一部电视剧的灵魂，所有的叙事任务最

终必须依托人物来完成。《猎狐》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最成功之处，是对人性复杂性的充分挖掘，及对角色
转变过程的多层次展现。于小卉和杨建秋都被情感
裹挟，无知与贪婪使她们一步步突破了规则的边界，
逾越了法律的底线，最终与光明渐行渐远；郝小强满
口崇高理想，意图改变世界，殊不知自己的成功之路
正是由肮脏的资本铺就。这些人物自身的矛盾与挣
扎，使得他们很难被定性，同时赋予故事主题以更深
刻的反思意味。即使是在代表正义的夏远和吴稼琪
身上，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成长轨迹。无论是从英勇
无畏的刑侦警察蜕变成冷静机智的经侦警察，还是
从冲动感性的金融学高材生成长为智勇双全的“猎
狐”小组组长，都能看到本剧摆脱模式化正面英雄形
象束缚所做出的努力。作为一部以现实为依托的涉
案剧，《猎狐》的审美风格总体上偏向纪实性。剧中，
吴稼琪曾对王柏林说过一句台词：“我曾经听人说过
一句话，犯了错的人总喜欢躲在阴影里，我还年轻，
不知道真假，您觉得呢？”此时，太阳伞投射下的巨大
阴影正将王柏林笼罩，明暗之间的对比预示着正邪
双方的较量正式拉开帷幕。

相较于夏远的坚守，杨建群的陨落则令人唏嘘，
人性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他身上得以充分展现。杨
建群从警多年，立功无数，是当之无愧的警界楷模。
为了解决妹妹杨建秋的工作问题，他求助于时任北
江市副市长的岳父王伟达，成功将杨建秋安排进入
北江市发展银行北江支行工作，殊不知这一举动日
后彻底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农村出身的杨建秋
迫切地想要证明自我价值，改善生活环境，一步步落
入了贪欲的圈套，最终将哥哥拉下了水。重情重义
的杨建群感念妹妹曾经为自己做出的牺牲，亲情与
法律的天平逐渐在他心中失衡，为了保住妹妹而放
走了王柏林，酿成大错。6年后，为了防止当年的事
情败露，他暗中作梗干扰“猎狐”专案组对王柏林的
追逃，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犯下了更多的错。从世
俗层面来看，杨建群或许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
父亲、好哥哥，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知法犯法，最
终滑向了公平和正义的对立面。“法不容情”是剧中
角色常常挂在嘴边的台词，也可视作该剧所要传达
的价值观。

作为第一部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海
外追逃行动“猎狐行动”的电视剧，《猎狐》的新探索
和新收获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彰显出“天涯海角，
有逃必追”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昭示了依法治国、科
技强警的现代理念，对塑造全新的警察形象、弘扬正
义的时代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亦红

看到虢筱非先生的《新晃侗
家》时，感受着浓墨浅染之力，领略
出凝重恬静之美，犹觉耳目一新。
这幅画创作于 2018 年暮春，画家
和同事赴新晃走访侗家结对扶贫
户。侗家，即溪峒之民，自有史料
记载以来，“潜居岩穴，觅食维艰”
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欣，人
民对新的生活充满期盼。《江山如
此多娇》《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等名
作面世，说明一切艺术首先是时代
的。清代石涛曾言“笔墨当随时
代”，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异曲同工。
走访峒家扶贫结对贫困户，画家既
感受到山水之大美，复感怀民生之
多艰，进行深入的体验与思考、研
究与审视，归来铺笺泼墨，转化成
为自己的艺术语言，让他的作品充
满了大自然的气场和人文关怀。

“品其味，会其意，明其志。”虢
筱非先生将扶贫工作纳入山水题
材，尺幅之间有景有人，有情有事，
既拓展了新的创作领域，又彰显了
新的时代精神。画作上，画家于浓
墨淡彩之中，起云峰、见奇树，有僻
径、出清溪，瓦檐木柱，人影风声，
纷至沓来，用笔有内涵、富变化，布
局更是疏密有致、层次分明，既对
传统精神有所继承和发扬，也对现
代美学充满创新与探索。画上题
有小诗：“山上白云岭上霞，春风伴
我访侗家。百年树下千年峒，糙手
奉茶靥山花。”虢筱非以独具匠心
的笔墨精神，画出了山水的气氛、
气质、气息、气势和气韵，并涵纳当
下事件，用画笔记录扶贫工作的同
时，更延伸了画幅的内涵与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风华正茂的
虢先生因仰慕著名金石书画家李
立，独自坐船从靖港乡下来到长
沙，拜在李立先生门下潜心学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三次进京瞻仰
齐白石故居，并问学于齐良迟先
生。得从名师，复游天下，笔耕不
辍，著述颇丰，渐自成家法。“大道
纵横，放胆行去。”是齐良迟老人赠
予虢筱非先生的，也是他一直以来
的艺术追求。

荧屏看点 艺林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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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林

5 月 11 日, 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众志
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一套2枚。该套邮票
采用连票的形式，邮票图案中“众”字将两
枚邮票紧密连接，寓意着面对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
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消灭新冠肺炎（COVID-19）的图案置于

“众”字之下，进一步强化战胜疫情的视觉
效果，寓意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战胜疫情
的坚定决心和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效。
此套邮票为我国发行的“特”字头（特别发
行）系列邮票的第11套。

“特”字头系列邮票，是我国为具有特
别纪念意义或者突发事件而特别发行的

纪念邮票，此前中国邮政已发行过10套。
分别是：2000年1月1日发行的特1《港澳
回归 世纪盛事》；2001 年 7 月 14 日发行
的特 2《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纪
念》; 2001年12月11日发行的特3《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3年5月19日发
行的特 4《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 2003
年10月16日发行的特5《中国首次载人航
天飞行成功》邮票; 2007 年 11 月 26 日发
行的特 6《中国探月首飞成功纪念》邮票;
2008 年 5 月 20 日发行的特 7《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 2013 年 5 月 3 日发行的特 8

《齐心协力 抗震救灾》; 2014 年 1 月 1 日
发行的特 9《中国首次落月成功纪念》;
2015 年 7 月 31 日发行的特 10《北京申办
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

新晃侗家 虢筱非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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