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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移风

自 2015 年始，湖南当代中国画创
作院的几位画家曾两次赴湘江流域采
风写生。2018年，湖南“国鼎文化”董事
长黄作先生策划中国画长卷《千里湘江
图》创作项目，并约请我与邹力农、吴金
球、秦晓等几位画家共同来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文艺工作的
论述中，一再强调要为中华民族的文
化复兴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要求艺
术家敢于担当，努力深入生活，走进人
民，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美，表现美。为
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在原
来采风写生的基础上，再次赴湘江流
域深入生活，现场写生，详细收集第一
手资料。

千里湘江，经数千年奔腾流淌，养
育了三湘大地的一脉豪气，沧浪之水
引出厚重的湖湘文化。剽悍，吃苦，霸
蛮，无惧无畏，成为湘人之个性。因此
我们在画面结构，笔性掌控，墨色处理
乃至线条勾勒等方面都尽量能对这种
个性给予一定表达，努力追求厚重、沉
着、粗犷、大气的创作风格以表现潇湘
山水雄浑苍茫、郁郁葱葱的自然风貌。
湘江流经数座历史名城，如何将随时
代而发展的城市群和新农村建设的美
丽风貌在这幅长卷中描绘出来，无疑
成了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且有一定难
度的课题，既要用中国画的笔墨来给

予写实的表达，也要避免刻板的描摹，
由数易其稿再到水墨效果草图都经过
了反复的推敲，我们试图在长卷的情
景叙事中构建一幅有着勃勃生机和充
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画面，希望通过长
卷的创作，表达我们的心愿，赞美湘
江，热爱湘江，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最初计划，长卷的规格为 30 米
内。后在不断深入的创作构思过程中，
大家激情澎湃，画意盎然，涉及的内容
越来越多，一步步加长到了 90 多米，
同时，为了画面的整体气势也适当加
高了尺度。

《千里湘江图》的长卷创作得到了
众多同道朋友的关注和帮助。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鄢福初先生为作品题写标题，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广文先生热心
参与策划，并书写由我所撰写的《千里
湘江图》赋，湖南省书法院副院长倪文
华先生参与策划，并特意为“潇湘画卷·
时代史诗”撰文并书《潇湘八咏》，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教授苏美华先生热心对
词赋提出了中肯的修正意见。

我们原计划在 2020 年春节之后，
将面向公众展出这一百米画卷。然而
疫情的暴发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举国仍在进行着这一场浩荡而悲壮的
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待到乌云散尽、
疫情解除之日，请您来看我们历时 10
个多月，精心绘制的《千里湘江图》。我
们期待潇湘人民的评判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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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漫漫历史长河的不同时期，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用他们的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精美

的潇湘画卷，尤以北宋山水画家宋迪创作的《潇湘八景》影响极其深远，马致远的八首《寿阳
曲》小令，如八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画，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潇湘胜景的旖旎风光，也使
潇湘胜景享誉海内外，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潇湘风景也随之慢慢变
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湖湘大地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赞美湘江，热爱湘江，保护我们的
母亲河，是康移风《千里湘江图》创作的宗旨。《千里湘江图》百米画卷展开情景叙事，抚今追
昔，勃勃生机和现代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康移风所作《千里湘江图》赋，是对这幅鸿篇巨制的
最好诠释。

这个被延长了的寒假，爸爸妈妈们
有没有想过和孩子一起看一部好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教育部 2019 年公布
的第 39 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优秀
影片，爸妈们可以找出来陪孩子一起
看。

《妈妈你真棒》：这是国内首部以校
园安全教育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青春励
志轻喜剧，用 90 分钟的时间，展现了应
对火灾、野外求生、交通意外、医疗救
助、食品卫生安全等多种安全状况的知
识和应急技巧。影片讲述了初二学生梓
明和小伙伴儿一起，帮助“仿生人妈妈”
适应真实生活，应对生活中各类危险，
最终成功通过克隆公司考验，留在人类
社会生存的故事。

《流浪地球》：根据刘慈欣的同名小
说改编。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太阳急
速衰老膨胀，短时间内包括地球的整个
太阳系都将被吞没。为了自救，人类提
出一个名为“流浪地球”的大胆计划，即
倾全球之力在地球表面建造上万座发
动机和转向发动机，推动地球离开太阳
系，用 2500 年的时间奔往另外一个栖
息之地……

《烈火英雄》：由真实事件改编而
成。滨海市海港码头发生管道爆炸，整
个罐区的原油都顺着 A01 油罐往外流，
化成火海和阵阵爆炸，威胁全市、全省，
甚至邻国的安全。慌乱的市民们四处奔
逃，一辆辆消防车却逆向冲进火海……

《一生只为一事来》：19 岁的支月英
怀揣梦想来到大山深处支教，以董大山
为首的顽劣孩子处处作对，乡亲们漠视
教育，让支老师灰心离去，幡然醒悟的

孩子们一路追赶。几个孩子最终截然不同的命运
走向，两代学生的悲欢成长。支教老师用一生的
时光温暖了这座大山和所有的残酷与遗憾。

《港珠澳大桥》：影片以港珠澳大桥最后一节
沉管 E30 沉放安装过程为叙述主线，全面回顾了
港珠澳大桥自 2009 年开工建设以来，中国桥梁
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将大
桥主体工程桥、岛、隧三大部分的设计理念和领
先世界的关键技术，如万花筒般呈现出来。影片
聚焦普通劳动者的奉献与担当、智慧和汗水，突
出人文情怀，强化故事性，着力塑造了新时代中
国桥梁人的群体形象。

《奔跑的少年》：故事发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的一个新疆村庄里，主人公帕尔哈提是一所
小学的教师，幼年时的足球梦想被父亲扼杀。沙丘
上，一只破足球被风吹到他的脚下，唤起了他对足
球的回忆和热情。他将足球带回家缝好，这只“天
赐”的足球改变了帕尔哈提和他班上十几个孩子
的命运。

《第一次的离别》：艾萨是新疆沙雅一个农村
家庭的孩子，朴实善良，他的妈妈身体有病，不能
说话，有时还会从家中走失。艾萨深爱着自己的
妈妈，一边上学一边帮父亲照看她。凯丽比努尔
是艾萨的好朋友，两人共同抚养着一只小羊，从
葡萄架下到美丽的胡杨林和沙漠，到处是他们自
由自在、天真烂漫的身影。在四季的流转和不期
而至的离别中，孩子们会经历怎样的成长，又会
从中收获什么？

《毡匠和他的女儿》：故事描写技术精湛的擀
毡匠人巴特尔努力寻找擀毡技艺传承人，并将这
项技艺传给女儿宝迪，宝迪通过自己努力学习，
最终成为了优秀的擀毡匠的。

《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该片讲述潜水
艇阿力发现大家追击的海怪，竟是拥有神奇动力
核的潜艇鹦鹉螺号，为了保护海洋，阿力和伙伴
们一起经历了海底两万里冒险之旅。

《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该片讲述了无良商
人万老板不择手段想要侵吞富饶渔村，最终被捕
鱼少年满江和村民使用计谋打败。

《昆虫总动员 2》：为给好友黑蚂蚁 Mandible
解围，瓢虫父子 Cox 和 Junior 不幸从法国流落至
加勒比。他们结识当地瓢虫并协力赶走来入侵的
人类。经过重重险阻，Junior 收获爱情，Cox 则同
法国赶来营救的黑蚁返回法国。

《天慕》：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通往西藏的
运输成本高昂，“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带队，在
高海拔的艰苦自然环境与艰难困厄的人文条件
中修筑青藏公路。

《天渠》：黄大发在草王坝恶劣的自然条件和
因严重缺水导致的贫困状况下，带领群众自力更
生，迎难而上，以 36 年的不懈努力，靠着锄头、钢
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地凿出了一条绕三重大
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主渠长 7200 米，支
渠长 2200 米，跨三个村 10 余个村民组的“生命
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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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浩浩湘江，千里流长，源起南野，旷岁洪荒，曲曲连环，滔滔北上。汇山溪流响，
集数水同襄，潇湘合韵，江天同畅。走洞庭，入长江，静则平和温婉，动则雷霆万丈。
育三湘浩气，养百世苍茫。曾记否？金戈舸载，烽烟江上，挥斥论兵，折腰多少好儿
郎。水韵山灵，丹青会意，引无数墨客著华章。当年舜帝葬九疑，二妃泪洒斑竹伤，
浯溪碑刻中兴颂，回雁峰寺沐江阳。南岳地圣，麓山雄张，橘子洲头见少年风采，昭
山峰顶显日月同光。江上渔歌，与君同唱；梦里泛舟，醉月飞觞。洞庭波涌千层雪，
岳阳楼记巴陵壮。看今日，中华崛起，物茂人欢，江涛起舞，千舸竞航。四乡绿野荣
祥和，新城新貌立江畔。砥柱坚强，谁惊浊浪？政通景明，初心不忘。千里湘江，清流
万世，芙蓉国里，永驻春光！

《千里湘江图》赋
康移风

木华

2 月底，开年大剧《新世界》迎
来收官。自 1 月 13 日开播以来，该
剧始终保持高关注度、高话题性，
以精良的制作和广泛的共鸣，在卫
视主阵地与互联网主战场上形成
跨屏共振，一路领跑电视剧收视
率。该剧以历史的厚度、情感的温
度和精神的高度，让观众深刻感知
到生活在当今时代拥有安全感、幸
福感和获得感的可贵，是一部构建
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传承红色基
因的精良之作。

演绎时代变迁百姓故事

《新世界》呈现了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前夕，北平城里22天内发生
的时代洪流变迁。该剧尽管展现了
大时代主题，但区别于战火纷飞的
正面战场视角，聚焦生活在北平城
中的金海、铁林、徐天三兄弟的命
运流转，刻画了田丹、刀美兰、小耳
朵、柳如丝、沈世昌等不同背景、不
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乱世人物群
像，以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时代气
息演绎了时代变迁中的百姓故事。

剧中，三兄弟在北平城都有各
自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寻找
杀害徐天未婚妻贾小朵凶手的过
程中，把彼此的个人命运之轨铺陈
在国家命运和时代命运的大道上，
以他们的觉醒和抗争来窥见自下
而上探索、自上而下推动的大时代
的来临。大哥金海是监狱长，在变
革前夕，他一心想带领二弟铁林、
三弟徐天南下谋求生路，虽不平易
近人，但却重情重义。他在协助徐
天找杀手时一再延迟南下计划，甚
至改变行程留守北平。“怂包”铁林
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惜扣押刀美兰
和金海妹妹，胁迫杀害田丹、枪击
金海和徐父的戏剧转变，又让人唏
嘘。怕老婆、攀附权贵、残害手足等
细节将铁林欺软怕硬的性格刻画
的入木三分。

《新世界》里饱满鲜活的人物
形象，吸引观众走进生动、立体的
历史深处，感受一个个生动的历史
现场。

追溯情感根脉下的文化
认同

尽管着眼大时代、大主题，《新
世界》却能够直击人心。原因在于
历史洪流激荡着旧社会老百姓的
民族情感、内心需求与精神向往，
在洗礼和冲刷中更能显现民族文
化认同，营造出巨大的情感张力。

除了兄弟情，剧中还揭示了夫妻
情、父子情、母女情、战友情等真实
而复杂的多样化中国情感关系，细
腻而绵长的情感脉络不仅有力推
动了故事的发展，也描绘出中国式
情感的长卷。田丹逃狱时，保密局
棍打徐天，金海立即开枪逼退他们
进行营救，展现了热血兄弟情；刀
美兰为了保全田丹，换了女儿贾小
朵尸体让反动派拉去火化，这份不
是母女却胜似母女的情感感人至
深；当面对徐天与金海的矛盾时，
徐父一面教导儿子相信兄弟，一面
又跑去向金海道歉，体现了传统里
可敬而不可亲的父子情。

《新世界》也以江湖道义、伦理
纲常体现生而为中国人的生命底
色，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传递中华美德。其中，徐父供养关
老爷的情谊、刀美兰保住田丹的侠
义、金海为徐天挺身而出的仗义等
等，都深受观众的普遍认同。这些
做人做事的底线，也折射出优秀的
传统文化精髓。从这一角度来说，

《新世界》在鲜明民族特色故事基
础上，深入挖掘、展现深厚的民族
情感与内涵，让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人文情感与生命流转得以延续、弘
扬、传承，赋予作品以情感温度。

展现信仰的力量

作 为 国 家 广 电 总 局 2018-
2022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片（第二
批）作品之一，《新世界》以富有情
怀和质感的创作,探身于北平和平
解放这一宏大的画卷与历史景深
中，展现了红色文化里信仰的力
量。该剧没有喊政治口号，也没有
讲空洞的道理，别具一格地将大量
政治、经济、思想意识范畴的内容
进行了形象化的艺术表达。

剧中，旧社会藏污纳垢，沈世
昌、柳如丝、冯青波代表的权力阶
层奉行不考虑大局和人民的利己
主义，他们纸醉金迷、沉迷权谋造
成了社会的无序混乱，百姓苦不堪
言。在这种世道下，像徐天这样的
人迫切期望新世界的到来。在这种
期待中，田丹的到来成为他们的希
望。在田丹的启蒙下，老百姓逐渐
有了担使命的自觉和行动的自觉。
最终，北平在老百姓的反抗和斗争
中换了人间，他们迎来了真正当家
做主的新世界。

《新世界》充分挖掘红色内涵、
传承红色基因，凸显历史红色文化
印记，唤醒当下民众的时代记忆与
情感共鸣，鼓励人们开创更好地未
来。这才是《新世界》要传达的家国
情怀。

《新世界》：
用小人物视角构建家国情怀

荧幕看点

周诗浩

这个春天，长长的宅家日子
里，不妨来看看《朋友请听好》，进
入一段“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美好
时光。

正在芒果 TV 热播的慢综艺
《朋友请听好》，借助广播直播和真
人秀的方式，带我们重回那些用声
音沟通的朴素生活。看着何炅、谢
娜、易烊千玺在节目中创办广播小
站，分享并倾听受众的故事。很多
观众都感慨“这是一种很温暖的感
觉”。

全家人围坐在收音机面前，收
听广播节目的记忆，还是在上个世
纪七八十年代吧，的确离我们十分
久远了。但《朋友请听好》的出现，
似乎又拉近了我们与久远回忆的
距离。节目中，每一位打进热线电
话参与直播或是来信抛出心中疑
惑的观众，其实就是我们寻常生活
中的“路人甲”，他们的困惑也代表
着不同群体的心声。比如，有年轻
听众“吐槽”父母唠叨，何炅则以

“过来人”的身份说道：“在父母身
边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烦恼，孩子会
有一个阶段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空
间。”何炅说，当我们真正离开家，
走向社会，“特别是离家距离远、爸
妈年龄大了以后，再想听到父母的
唠叨，想让他们严厉一点，可能都

没机会了”。还有位听众询问：生活
压力大，无暇照顾老人，要不要送
父母去养老院?这一问题其实道出
了很多在外打拼的子女们的心声。
对此，谢娜为听众暖心解惑：“对老
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感，不
论你做什么决定，只要他心里有安
全感，他就知道你一直是最贴心的
人。”被问到如何和“熊孩子”打交
道，易烊千玺也站在同龄人的角
度，阐述了自己的思考。

节目中，那些真诚、真实的对
话与交流里，既有欢声笑语，也有
温润治愈，更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味
思考的生活味道。疫情的阴霾还未
褪去，这些用温暖声音包裹的治愈
糖果，正是我们的单调生活所缺乏
的。他们诉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用声音慰藉那些孤独、焦急、迷茫
的灵魂。虽然听众的心事，无法在
节目里获得教科书般的标准答案，
但每一次表达，能够被倾听，能够
感知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即使是
远隔千山万水，也有了比邻而居的
温暖。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朴
实而细腻的情感陪伴，似乎早就离
我们越来越远，在这段特殊的日子
里，能够停下来，陪伴家人，沉淀心
灵，听一听久违的广播，找一找被
治愈的感觉，无疑是一种更美好的
幸福。

《朋友请听好》：慢综艺，治愈系

《千里湘江图》创作团队（左起）：秦晓、邹力农、康移风、吴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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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钟南山
山的名字
山的精诚
山的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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