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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也是秋收起义90周年。众多红色献礼剧中，湖
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秋收起义》令人印象深
刻。该剧还原了“秋收起义”的始末，从革命史
的角度，揭秘了中国为何革命、如何革命、革
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 鲜活展现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先驱的青春时代，谱
写了一曲蓬勃向上的“红色青春之歌”。

《秋收起义》打破了以往革命剧“大而全”
的全景式创作套路， 转为聚焦改变中国革命
命运的重大事件秋收起义， 通过跌宕起伏的
“寻路故事”， 展示了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中国工农革命军，探索中
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壮丽画卷。 该剧是对中国
革命起源的一次全面追溯，呈现了众多“第一
次”：通过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高举
工农革命的伟大旗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创
立新型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确立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也展现了伟人毛泽东人
生中唯一一次背枪上阵，“背上驳壳枪， 师长
见军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电视剧《秋收起义》
既真实再现了历史事件， 又揭秘了“历史传
闻”， 真正做到了革命历史剧的严谨化创作、
通俗化表达。

在剧中，“秋收起义” 不是一个概念化的
事件，而是一系列连环事件推动、一步步发展
演变的结果，既讲述了一个关于“秋收起义”
的革命故事，又呈现了“秋收起义”前后的中

国革命历史。剧中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
二政变” 作为整个故事的导火索， 进而引发
后续一系列事件和思考： 是继续北伐还是挥
师东征？ 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 中国革命是
照搬苏联模式， 还是走符合国情的土地革命
道路？ 面对未知的革命前途， 是依赖汪精卫
的武汉国民政府， 还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力
量？ 这些事件和思考推动了故事发展， 也深
刻解答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 革命
道路的正确性，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真理。

《秋收起义》探秘中国革命起源，记录红
色青春，以青春昂扬的格调，再现了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先驱风华正茂、挥斥方遒
的“青春之气”，是一部关于年轻革命者的史
诗，表现出了“青春中国”的特质。 剧中，年轻
的毛泽东据理力争， 在黑暗中为中国革命寻
找正确的道路； 卢德铭率领年轻的战士用大
刀、梭镖与敌人拼杀，气壮山河；目睹“四一二
政变”的工程师陈水庚经过革命洗礼，从畏惧
炮火的胆小鬼蜕变为抱着手榴弹冲向敌人、
用生命开路的革命英雄……一群年轻人用鲜
血染红军旗、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
明，做出了“挽救国家，造福百姓”的大事。

剧中青春化、 故事化的表达拉近了革命
剧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给广大青少年带来了
一次精神洗礼， 用伟人青春故事荡涤娱乐化
时代“信仰虚无、娱乐至上”的腐气，引领“趁
年轻、干大事”的青春风潮，弘扬了积极向上
的主流价值观。

全峻

虾灯舞在洞庭湖区流传已久， 尤其在安乡
县三岔河、 安丰等乡镇广为流传， 已有上百年
的历史。 安乡县三岔河镇艺人胡海梅说， 他家
祖传的舞虾灯， 已传好几代人了。 他在当地授
徒有十余人。

安乡县紧靠洞庭湖， 过去不少人以捕鱼为
业， 农民耕种之余， 多从事渔业捕捞， 对鱼虾
等水族生活习性特别熟悉， 这是安乡流传虾灯
舞的基本条件。

虾灯舞有一人举着玩的小虾灯， 也有双人
或三人舞的大虾灯。 春节期间， 虾灯与鱼灯、
蟹灯、 牌灯等作为龙队的仪伏灯队， 与龙队一
道活动， 给人们带来节日的欢乐和吉祥如意的
祝愿。 有些技艺高超的虾灯也可单独进行表演
活动。 舞蹈表现虾在水中尽情游弋嬉戏的各种
动作， 在夜幕的衬托下， 虾灯头尾亮光闪烁，
栩栩如生地展现虾子的动态， 生动可爱， 悦目
动人。

安乡虾灯舞以双人虾灯居多， 动作幅度大，
速度快， 因此表演者要有一定的功夫、 体力和
经验， 才能准确地掌握分寸。 如幅度过大， 将
虾子绷得僵直， 虾子灵巧之态全无， 有时还全
将虾灯扯成两截； 幅度过小， 不仅人的舞姿不
大方， 虾子蜷成马蹄形， 也会失去虾的形态美；
所以必须熟练地运用道具， 准确地掌握动作。
“搓杆” 是虾灯舞的基本功夫， 表演者持虾灯杆
时， 要能用手指搓动木杆， 通过“搓杆” 牵动
虾身微微颤抖， 并使它跳动起来，才能把虾子舞
活。 正如艺人们所说的：“虾子舞得转，搓杆要苦
练。要想练搓杆，十指都起茧。”艺人还有“虾子舞
得活，前后要配合”的艺诀， 要求舞者配合默契，
相互间距离适度。

安乡虾灯舞表演时须用唢呐吹奏“得胜令”
等曲牌， 并辅以打击乐伴奏， 有时仅用打击乐
伴奏， 所用只有头钹、 二钹、 小锣三件， 当虾
子表现出精彩的造型或亮相时， 配上清脆的小
锣声， 颇能加强舞蹈的感染力。

安乡虾灯舞现已列入安乡县第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早寒

一年一度的综艺节目必争的暑期档，“真人
秀”又一次成为各个频道的主打。 除了老牌的《奔
跑吧，兄弟》《极限挑战》《花儿与少年》之外，全新
的节目，如赵薇、黄晓明加盟的《中餐厅》也同样吸
引了不少观众。 但有一种声音是不可忽略的———
目前林林总总的真人秀节目， 真情少了， 套路多
了。

如果说电视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那么
电视节目才是这扇窗外真正的风景。 电视节目是
人们精神追求的一种折射， 与电视观众互相成
就， 色彩斑斓的荧屏对应着现实中热烈的五颜六
色。

真人秀或热热闹闹， 或煽情感人， 或启发心
智， 为人们的休闲带来了不少新的内容， 让朋友
聚会有新鲜话题。 无论是明星偶像的真情流露，
还是平头百姓的舞台演绎， 都打破了“任凭你在
台上挥汗如雨， 我在台下无动于衷” 的传统收看
模式， 拉近了荧屏人物与电视观众的距离， 容易
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亲近感、 代入感和共鸣感， 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

不过， 一些真人秀节目的制作偏离了方向。
一种是“套路” 观众。 这样的桥段， 你一定很熟
悉： 为了追求梦想， 住地下室， 得了病也没钱
治， 终于一展歌喉一鸣惊人。 即使设计得再好，
若内容上粗制滥造、 偷工减料， 观众也会“控制
不住自己”， 自觉换台。 另一种则是粉丝经济。
有的节目内容不行， 阵容来凑。 不管是当红艺
人， 还是过气的老演员， 甚至是跨界选手， 似乎
有了“迷弟迷妹” 们的鼎力相助， 收视率就有了
保证， 制作起来就可以随心所欲。 长此以往， 明
星片酬水涨船高， 剧情脚本越来越离奇， 真人秀
也就只有“秀” 而没有“真” 了。

真人秀节目要有长久的生命力， 还得靠有诚
意的内容、 有质量的创新。 模仿或者抄袭， 即便
换个新名字， 换一拨新面孔， 恐怕也难以持久。
而明星自带的流量也非可持续之道， 观众总会审
美疲劳， 打打闹闹、 唱唱跳跳难免让人厌倦， 怎
样不断推陈出新， 是真人秀成功的关键所在。

有句话讲得好： 走得太远， 容易忘记当初为
什么出发。 说到底， 真人秀节目的初衷是为了给
人们带来纯粹的快乐。 它即使无法承担复兴传统
文化、 描绘文明图景之重， 但也应该屏蔽庸俗乃
至低俗的打趣， 摒弃物质乃至拜金的“倾心”。
如果能让观众们在“有意思” 的感观印象之外，
多一层“有意义” 的感悟， 那么久违的笑声和泪
水也就不会转瞬即逝。

彭崇谷

艺术作品无论从内涵到形式，要追求境界高尚，有
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才能动人心弦、滋润心灵。 一件
艺术作品是否是精品， 首先应看它有无高尚的艺术境
界。

真正的艺术精品应是神情显露、意境高雅的作品。
诗词界有种观点，认为诗词作品质量如同金字塔，最底
层是技术层面，中间是艺术层面，最高层是意境层面。
诗词创作如只停留在技法和艺术层面， 那便属平庸作
品。 只有到了意境层面，才是上乘之作。 书画创作有如
禅学所提倡的，认识事物必须经历三重境界：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为第一境界，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为第二
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第三境界。绘画如果停
留在画山即是山、画水即是水阶段，属于低端作品，只
有上升到看山不是山又是山、看水不是水又是水，这才
进入了高的境界。 国画作品的精就在于要有“画外之
境”，即古人绘画所提倡的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齐白石认为中国写意画的评审标准是“不
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吴冠中先
生也主张国画创作应追求意境之美， 认为意境比技法
更重要：“一切技法都是奴隶。 ”

艺术作品超于技法之上的意境或精神内核是什么
呢？这就是“能让人动心，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的精神
气韵。有艺术家甚至认为：为文艺打分的标准应当是陶
冶心灵的能量。这是非常中肯的观点。所以古人作画既
不轻视技艺，更重视精神的彰显。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除了女史形象典
雅端庄、神情温顺柔和、线条细劲连绵、色衫明丽秀润这

些技艺特色外， 更突显了这幅画的精神对人的教诲作
用。顾恺之所处的西晋时期，西晋皇帝司马衷是个弱智，
国家大权为皇后贾氏独揽。贾氏嫉贤妒能，玩弄权术，又
心狠手辣，荒淫无度，朝中大臣张华便收集了历史上各
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了九段《女史箴》，以劝诫和警示
世人。 顾恺之便以此作素材成画。 作品中有汉代冯媛以
身挡熊保护汉元帝的故事， 有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
车，以防成帝贪恋女色而误国政的故事……每段故事都
以精美文字和书法作注释说明。这幅画蕴涵了当时中华
女性应当遵守的道德理念，具有典型的引导意义，所以
不仅技艺精湛，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高尚的思想境
界，能达到规劝教化世人之功效，是真善美统一之精品。
郑板桥的《柱石图》别具一格地画了一块昂然孤立但气
势凌云的石头，题诗“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
霄。 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 此画以石头的
精神赞美了陶渊明刚直不阿、不为五斗米放弃人格向权
贵屈服的高贵品质，精神境界的成就远大于技艺法度的
成就，观之使人心灵受到震撼。

前不久，我创作了一幅《打篮球》。 画4个青年分两
组比球，其中两人合手去抢对方手中的球，对方拍着球
后退以避其攻势，画上题诗:“我抢你夺狼虎天，攻防进
退巧周旋。为得胜券操吾手，退后原来是向前。”以打球
为例说明人们在谋事做人中应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讲
究方式方法，才能长久处于不败之地，从而追求画外有
意、以画言理的奇妙效果。

好的艺术作品，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
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当然，创作艺术精品也不能不讲究技艺。技法之上的境
界，是永不过时的追求。

王志坚

红日水库是湘乡境内大片良田灌溉的水
源，水库在一群高山环抱下，共占有两个自然
村的面积， 进出该地是曲曲弯弯的小道盘着
山往上延伸，真所谓山路十八弯。 山里树木丛
密，植被丰茂，生态平衡。 行走其间，鸟鸣声和
高山上的流水声汇成一首协奏曲。 阳光从树
林的缝隙中透过，山雾立即撩动起来，并发出
多彩的光来。 鸟声的提醒， 不禁使你回过神
来，这不是仙境，但最诱人。 尝有“举头红日
近，回首白云低”诗句描写其景致，恰如其分。
周易就出生在这美丽的红日水库库区内。

周易早年从河北艺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
湘乡印刷厂，那时已值改革开放，企业转型，
周易便选择做了职业艺术家， 在省会长沙的
文艺与经济风浪中陶冶。 长沙与湘潭相邻，加
之我们又是老乡，彼此同行，交往较多。 进入
新世纪，我们相逢在齐白石纪念馆，他携着一
摞书到了我办公室， 恭敬地用双手递给我一
本，我顺势展开，书中辑了他为当代许多名家
所写的评论文章，图文并茂。 我将视线定格到
某篇文章时，即刻被他那秀丽的文笔所吸引，
他的艺术观点让我欣赏。 周易在长沙十多年
可谓大有收获，当记者、编辑，写字画画，还写
艺术评论，如此这般，游刃有余。 看来，当年他
不想呆在一个县城印刷厂是对了。

经过多年的历练，周易成为艺术圈熟知的

一员了。 他近距离与艺术名家接触，与艺术家
的沟通、采访或探讨创作，也有机会观摩书画
家现场挥毫，心摹手追默记于脑，储存于心，得
到了一些书画名家真传。 他在理论上先入一
步，有理论的支撑，加上勤学苦练，画艺大进。
他承受着工作上与生活上的压力，曾一度自以
为是、急功近利地创作书画作品，但后来他自
觉反省，为了在艺术上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再
追求大笔一挥的痛快，而是脚踏实地回到理性
上，与古人、与传统对话。 近年他怀揣着自然物
象与传统精神，一头扎进中国传统绘画，进行
一次次梳理，真正认识到了中国画传统对自己
走进艺术殿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他的艺术创作轨迹中， 我窥视出他的
几点妙诀：他走曲线从艺之路。 他先是学习专
业美术，走出校门后较快地适应了社会，让文
学作铺垫，理论作包装，结交画坛名人，进入
文艺圈，且一度在美术学府教授专业课，使一
颗漂浮的心重回艺术园地。 他醉心书画收藏，
心眼渐高，有心以收藏养画，在收藏艺术品的
同时，积累修养，揣摩名家作品，提高艺术鉴
赏力，为从事书画创作找到了捷径。 他在交叉
临写中找出路， 将临摹消化到写生和创作中
去，使自己的笔墨有法度，很快在水墨画创作
中找到了一条通往艺术彼岸的路。

周易的画，以清雅小品见长。 诗和画雅集
于方寸之间， 艺术美感和文化底蕴皆跃然纸
上，赏心悦目。

影视风云

《秋收起义》：
谱写一曲红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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