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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飞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
君生早。 ”这是唐朝长沙铜官陶瓷上留下的古老而
优美的爱情诗。

铜官窑， 也许你是我前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
虽然近在咫尺，却总因时日的耽搁与你擦肩。 今天，我
来赴会，也许是与你前世约定。 在你昔日的时尚和繁
华里，感受化泥成陶、凤凰涅槃的快乐，找寻千年寂寞
的心灵与梦想。 铜官的陶片和瓷片，镶嵌在弯弯曲曲
的道路上，斑驳陆离，仿佛沉淀千年记忆的碎片，又仿
佛向我展示远去的岁岁年年。 沿着这条延伸了一千年
的路，我走进了铜官,走进了十里陶城。

那些被埋在岁月深处的、 肃穆的陶瓶、 瓷碗、画
罐、文壶，突然出现在面前，就像一个个久别的朋友一
样可亲可爱。 可它们是一个个历经千年的长者，它们
的厚重、古雅、沉淀、风度，在不动声色中，让人感觉它
们的伟大和崇高。 它们不是空洞的，即使默不作声，也
让人与它们对视而不敢轻慢。 那些静气的形体，那些
点缀了各种图案的器件，或安静或厚朴，或坐着或站
着，或躺着或跪着，都给人平和的、真实的、协调的感
观，将人带到久远的时空，历史的深处……

为什么会在长沙铜官？ 陶和瓷究竟有什么区
别？ 经过多少年的风化和演变，一块普通的泥土才
变成陶泥？ 那些有黏性、有层次、有厚度的黄色陶
泥，怎样演变成了神奇？

在长沙铜官窑，在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长沙
铜官窑陶瓷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望球的
作坊里交谈，让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来，唐朝为宫廷里作陶的陶匠，因战乱或其
他某种原因被驱赶出来，躲到了铜官，将这一手艺
在民间发扬光大。这当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是，
大家愿意相信它的真实性。

有人用人来比喻陶和瓷。 陶，好比中年男人，经
历了风霜冷雨的洗礼，变得成熟稳重，脸上开始长
出皱纹；而瓷，则更像刚长成的18岁少女，细嫩粉
脸，青春焕发，美丽可爱。 在现实生活中，陶是个干
体力活的男人， 承载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脏活重

活， 它被随处放置在家里的某个不显眼的地方，装
水、装油、装米、煲汤……而瓷就不一样，总是体体
面面的，或置于高阁或置于桌椅之上做摆设，插花、
茶壶、酒器、餐具……当然，在烧制过程中，除了泥
不同,温度的高低起了决定作用。瓷的烧制过程更讲
究，温度更高。 其实，陶的历史比瓷要久远，有人类
开始就有了陶的存在。

我向往千年前唐朝的阳光和树木，唐朝的明月
和花朵，唐朝的诗词和歌赋。 可以想象，长沙铜官的
能工巧匠将现实的、 非现实的事都付诸于陶瓷上，
那些花草、那些诗词、那些动物、那些神仙，栩栩如
生，活色生香。 唐朝的长沙铜官，生活浮华而不浮
躁，人们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陶匠更是有时间和
精力，有功夫和耐心，将一件陶器制作得如此精致
传神。 这些古老的画像和文字，储存了一个时代的
信息和密码，让我们如处千年前的人世间，与千年
前的人相遇，看他们的礼数，听他们劳作后品茗时
的笑谈。 而这一切，都源于深埋地下的陶瓷得以保
留下来，使那些流失的光景，存活在寂寞的陶器上。

可以想象，那些制作完美的陶坯，鳞次栉比地
摆放在木架上，像是等待出发的士兵。 陶匠将它们
涂抹化妆后再施上神秘的釉彩，让它们变得更加美
丽，让它们变得辉煌灿烂。 陶女总是小心翼翼地对
待每一件作品，像慈母育儿一样辛劳细致。 那些诗
意的文字和符号，如画龙点睛，一瞬间让泥土鲜活
永恒。 彭望球先生告诉我们，过去烧窑至少要六天
六晚，现在有了液化气炉，只要十几个小时就可以
了。 现代科技的进步，给制陶业带来了高速发展的
空间。

在荒芜的杂草里，我充满爱意地捡起一片褐色
的陶片，擦干净，放在手上，像拾起历史文化的一个
符号，感到特别亲切。 长沙铜官窑是唐朝留下的遗
梦，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
界的。 恍惚中，我的耳边响起了铜官制陶女神的轻
轻呼唤，那是我的制陶女吗？ 那美丽动听的声音，叩
动心弦，像一串串神秘的音符，流畅清脆，余音绕
梁。 那声音，来自唐朝千年遥远的时间隧道……

彭国元

好久没看农村题材电影了。 不是不想看，而
是没有好的想看。 那天我是怀着好奇抑或期待
看完《十八洞村》的。 尽管该影片也存在某些瑕
疵， 但作为原型广为人知的主旋律作品能拍得
让人叫好且也还叫座，实为难得。 宣战贫困、憧
憬美好的时代主题，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的故事
情节，美轮美奂、色彩斑斓的风景映衬，苗味浓
郁、情感充溢的散文诗意境，东方美学风格与诗
意化的艺术表达，成就了影片的独特与精彩。

小切口呈现大主题。 精准扶贫、尽快实现整
体脱贫，是当下中国的工作重点，也是一场硬仗。 而要加速脱贫
不返贫，扶志、扶智比扶“钱”更重要。影片开头，一组航拍镜头展
示了湘西山村的“风景独好”，令人心旷神怡、如痴如醉。 然而，一
方山水没能滋养一方人。 在不便的交通、破落的房舍、贫穷的生
活这些现实底色上，游手好闲的光棍杨懒、哑巴老汉杨英连、带
着脑残孙女的憨厚退伍军人杨英俊、因病且生育四个女儿的“蹲
门男” 杨金三等次第出场。 影片以上述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的
“杨家班”作为聚焦对象，通过散文化的电影语言，艺术地展示了
他们的贫困现状和从不配合到主动激发内动能的心路历程，记
录了杨英俊在扶贫队员小王指点下，带领“杨家班”兄弟改变传
统观念，扔掉“等、靠、要”思想，修路造田，发展经济，完成生活脱
贫和精神脱贫的双重嬗变。这一“特写”，不仅书写了当代中国的
脱贫奇迹，回应了当下关切，且具有可复制价值。

小人物演绎大情怀。除从机关下去的普通职员小王外，影片
中的主要人物全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道山村农民。 这些农民
兄弟纯朴善良，拥有本真的大爱大情怀，并对土地深怀敬意。 杨
英俊从部队复员后本可去大庆油田工作， 但因家里分了3亩田
地，便毅然回乡，不仅细心耕耘着自家的地，还替外出打工的村
民耕种了七八亩田土。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几十年一心一意
种田”，竟然“种”成了贫困户。他难受、困惑，老婆麻妹劝他“等国
家来帮我们嘛”，他怒道：“等国家帮，我一辈子都白过了。 ”他觉
得因“拖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后腿”，没有面子，有失尊严，“丢了
先辈脸”，压根儿没想凭此捞点好处。扶贫队员小王为了搞好“杨
家班”的帮扶，视英俊为己父，通过多次交心，动之以情，终于获
得了杨英俊的信任。而为了扶贫，父亲去世小王都没回家见上一
面，其执著与担当令人点赞。

小细节释放大功能。在叙事影片中，细节设置和运用至关重
要，它对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理、推动剧情发展等能起到
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影片中小细节的设置和运用可圈可点。 比
如，打鸣的公鸡多次以特写镜头出现，旨在强化湘西百姓骨子里
涌动的血性与刚毅，彰显其不认穷命、力图雄起的倔强品格。 乡
村公路开通仪式上，立志“重新做人”的单身汉杨懒看上了一位
心仪的姑娘，壮起胆子踩了姑娘一脚，姑娘会心地笑了，按当地
习俗，这一下便对上了眼，杨懒脱单在即，成家之梦就要圆了。村
部办公室堆积的棉被日益减少，寓意着返乡的村民越来越多，乡
村活力已被激发，乡村振兴指日可待。小南瓜独自一人跑到了屋
外山上，看到好多蝴蝶飞舞，手舞足蹈，笑得十分开心。这是对她
未来人生的美妙憧憬。 设置精巧，意味深长。

电影《十八洞村》的成功给影视文艺工作者留下了诸多启示
和思考。坚持文化自信，注重发掘本土优秀文化资源，聚焦现实，
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俯下身子深入生活，创作出
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高峰”之作。 这是时代的呼
唤和人民的期待，也是影视文艺工作者的担当与使命。

回应时代关切
彰显人文关怀

刘绍峰

潇湘电影集团摄制的影片《十八洞村》近期在全国上映。 影
片以湘西扶贫脱困的故事为载体，对精准扶贫作了生动鲜活的
艺术记录。

《十八洞村》以农村现实生活为描绘对象。 对贫困农村的现
状不回避、不矫饰，真实细致地描绘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 影片
中陈旧残破的房屋是贫穷的典型标志，掩映其中的是杨英俊式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杨英连为救一头小猪崽奋不顾身攀下
悬崖的廉价，还有小薇薇、施又成外出打工又折返的酸楚，更有
杨懒为了一顿饭、两口酒放弃颜面的无奈等等，都源自生活，带
着泥土的芬芳，就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农村生活，这种描绘高度
凝练地浓缩了中国贫困乡村的种种现实，在富有湘西地域特色
的秀丽景色、充满人性温情的传统习俗、粗犷激越的民歌山歌
映衬下，形成巨大的视觉和心理反差，令人无语心塞，牵肠挂
肚。 影片对细节的把握刻画值得称道，如杨英俊被识别为贫困
户，他却不能接受，深夜跑到田里去侍弄稻秧，一个自尊、倔强、
不离田土的农民形象跃然而出。

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切实解决的一个时代
课题，任务艰巨。 正如影片所展示的，贫困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环境造成的，没有党和政府的扶贫，像自然环境恶劣
的十八洞村，贫困就会是不可逆转的宿命。 扶持、援助才能鼓起
人们的信心，才能让阳光照亮共和国的每寸土地，让关怀温暖
每个人的心田。 在中国，贫困人群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身后，
有一个正在繁荣富强起来的国家支持。 小王作为扶贫工作的代
表，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始终作为一位参与者、见证者与人平
等相处，自己在扶贫过程中也成长成熟，获得新生。 让每个人摆
脱贫困，迈向小康，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决心、责任和义务。
影片牢牢扎根于贫困地区农民对幸福的理解，把脱贫致富与幸
福美好生活、中国梦自然衔接，这使影片超越了为扶贫而扶贫，
具有了更深刻的人文关怀，升华了主题，让人感悟到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不只有物质上的富裕，更应该有心灵和精神的富足。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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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严肃题材的剧集很有亮点。
比如央视一套热播的《黄大年》只有6集，将爱国科学
家的形象表现得生动真实。 央视八套播出的《爱人同
志》，其拍摄手法更让人耳目一新。 观众在这些题材
中感受到了赤子之心。

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黄大年》是以著名
地球物理学家、“千人计划专家”黄大年为原型，它只有
短短6集，但一位海归科学家“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赤胆忠心，绝不会被篇幅所限。 剧中黄大年的饰演者丁

勇岱是一个老戏骨，这
次他扮演的角色获得
不少好评，透过诸多细
节将科研工作人员的
形象和赤子心表达得
淋漓尽致： 火速回国、
顾不上叙旧就要开展
工作、 与孤灯相伴、在

电脑前啃玉米权当午餐，“演得精彩，儒雅有古君子风，
又不刻板”。

现实中，2009年12月，享誉全球的地球物理学家黄
大年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国，扎根科研一线、教育一
线， 期间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成就，2017年1月8日因病去世，被评为“时代楷模”。在剧
情上， 该剧主要围绕他回到母校吉林大学任教前后的
一系列故事展开。 另外，张凯丽饰演的黄大年妻子雪梅
也非常接地气，全力支持丈夫回国，这种勇敢付出也感
动了很多人。 同时，饰演他女儿彤彤的演员张佳宁同样
被评演技了得。 有观众评价说：“电视剧让黄老师的形
象更加生动，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赤子情怀。 ”
“作为科研工作者，还是要有信仰，才能沿着黄老师的
足迹，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

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的《爱人同志》由王雷和李
小萌夫妻档出演， 聚焦上世纪20年代人的青春和成
长。 剧中，在岭南小镇惠平，大户人家的小姐沈梦苏

因父母之命被许配给麦家大少爷麦秋实， 两个人在
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又因前尘往
事而解不开心结，但此后他们逐渐坚定理想，走上同
一条道路。 观众评价说，该剧剧情节奏很快、悬念环
环相扣，着重展现人性的真实，该剧取得了同时段收
视第一的好成绩。 大量长镜头的运用营造出的身临
其境感也获得点赞。 如男主角麦秋实去联络点被敌
人发现的戏份，从他半空中跳到联络点、敲门、被敌
人发现锁门、逃跑、敌人追逐、穿过一条街撤退到车
站、上车，是一个镜头完成的。

主旋律题材有很大的市场，这是《战狼2》证明过
的道理。 过去两年，无数看起来严肃的影视剧最后都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惊喜越来越多。 这也说明，拍什
么固然重要，但怎么拍更重要。 过去，不少创作者在
创作主旋律作品时，思维上有些保守，主观上已经认
定年轻人不会喜欢，更不去想要如何打动年轻人，最
后的结果是作品剧情生硬、表演僵硬，自然无法打动
观众，这类作品没有人看，导致创作者认为大家不喜
欢看，其实，观众挑的不是题材，观众想要了解的东
西很多，这要求创作者认真、真诚地讲故事、塑造人
物，才能让更多的严肃题材绽放光彩。

没有什么题材是绝对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一
切都看创作者怎么想、怎么做。 在多元化的今天，影
视工作者要做的是， 让每个观众在不同类型的作品
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艺苑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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