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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湘江

“《遍地书香》竟然这么好看！农民读
书，能读出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超喜
欢《遍地书香》里的刘世成这个人物，他是
实干家，浑身充满正能量！”“别看李化边
挺滑稽的，但他热情，喜欢学习，是《遍地
书香》里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还有老书
记张传勤、老妇女主任李焕荣等人物，性
格都特别突出……”5 月 28 日，《遍地书
香》迎来大结局，大家对剧中人物的评论
很是热烈。

今年以来，电视荧屏涌现出一批优秀
主流电视剧作品，收视率节节攀升。既有
礼赞时代楷模的《一诺无悔》，也有聚焦扶
贫与乡村振兴的新农村题材剧《我们在梦
开始的地方》，还有讲述跨国追逃的公安
题材作品《猎狐》。以北宋为历史背景的热
播剧《清平乐》，不仅其中的历史故事引人
入胜，还有频上热搜的“宋史图书”话题吸
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描绘扶贫路上的生动画卷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这一重大
时间节点上，影视剧行业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创作出《一诺无悔》《一个
都不能少》《绿水青山带笑颜》《我们在梦
开始的地方》等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主旋
律电视剧，挖掘各地脱贫攻坚“最后一公
里”的感人故事和时代精神，生动诠释精
准扶贫战略的重大意义。

改编自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先进事
迹的《一诺无悔》主要讲述了扶贫干部廖
俊波心系百姓，扎根基层，坚守脱贫攻坚
一线，夙夜在公的感人故事。《一诺无悔》
导演欧阳奋强说：“时代呼唤这样的作品，
观众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电视工作者有
责任去讴歌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

《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以城乡双重
视角为着力点，讲述以窦豆为代表的有理
想、有担当的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带领
下溪村村民脱贫致富的热血故事，切实反
映出城乡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在
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向大众传递正能量。该
剧导演汪锡宏曾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作

品讲好时代故事，展现火热的生活和青春
的奋斗。在带领观众感受泥土气息的同
时，看到使命和担当，看到希望和未来。”

反映现实社会多样人性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侦警察的

作用日益凸显。“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就
有了经侦警察这个警种。”《猎狐》制片人张
翼芸说，“观众虽然对公安题材电视剧并不
陌生，但经侦题材就少见得多。《猎狐》的出
现，算是对经侦题材一个很好的补充。”

《猎狐》以2014年启动的“猎狐行动”为
蓝本，将视角瞄准经济犯罪侦查，主要讲述
以夏远、吴稼琪为代表的经侦警察侦破经济
犯罪大案、开展多国跨境追逃的故事，在案
件的抽丝剥茧中展现正与邪的较量，塑造出
一批高智商、高素质的经侦警察群像。该剧
一经播出，不少观众为之点赞，“在没有硝烟
的经济战场上，默默守护14亿人的财产安
全，这些经侦警察真不容易”。剧中经侦警察
的破案过程，也获得无数观众感叹“剧情高
能精彩”“聚焦人性善恶引人深思”。

对观众来说，《猎狐》是一个了解经侦
警察的窗口，同时也是一个了解生活中各
种经济犯罪、引起警示、对周围生活进行
观察的窗口。

演绎一段历史，传递文化知识
一直以来，古装剧都备受年轻观众青

睐。《清平乐》的创作尊重历史，角色尊重
人性，细节尊重文化，收获了高口碑。该剧
从北宋皇帝赵祯的视角出发，讲述赵祯从
少年登基到“仁宗盛世”的故事，既展现了
赵祯的个人情感，又呈现了风起云涌的朝
堂大事。“映射到现实每个人，就是如何做
好一个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女、朋
友、上司、下属。求仁得仁，克己复礼，这些
道理在当下仍然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做
人。”《清平乐》导演张开宙对记者说，“宋
文化不仅存在于书籍博物馆中，还在我们
的思维意识中。”

剧中晏殊于闲庭信步间吟唱词作《浣
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让观众感受宋词
优美的同时，直呼“原来宋词是唱出来
的”；范仲淹被贬桐庐郡，却毫无被贬之
苦，随性、豁达的性格跃然屏幕；还有才华
横溢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因为锋
芒太露，殿试未能夺魁……宋仁宗一朝的
名臣名士、宋代文人的雅致生活，那些静
止在泛黄画卷里的北宋烟云，都在荧屏上
栩栩如生，因此这部剧被网友称赞为“语
文书里走出的场景”。

梁瑞郴

近日读楚石的
文章和诗联，继而品
其书画金石，竟终日
沉缅其中不能自拔。
或高屋建瓴，或见微
知著；或山阴探径，
或艺海拾珠……于
天地万物间偶有所
得，虽介末微尘，也
许可窥奥秘，探得秘
境。观楚石书画，于
尺幅之间，常常沉吟
不语，久久凝视，反
复揣摩，幸得心会。

楚石多以株洲
炎陵为绘画母题，展
示的不仅是炎陵山
水的雄奇壮美，更是
揽万山于一胸，抒发
自我感受。一个画家
穷尽一生，若能将一方山水的灵
魂毕现，可谓不枉也。炎陵，中华
民族始祖陵寝之地，罗霄山脉腹
地，千嶂万壑，飞瀑湍流，山环水
绕，古木参天。每一涉足，必起肃
然之情；每一凝目，必有遥想之
思。炎陵之地，不仅古木森森，邈
远幽深，而且人文古奥，高山仰
止。楚石揽炎陵山水于胸，撷神
而捕之，这正是一个学养充沛的
画家所为。

楚石的山水画，穿越时空，
古意盎然。他以密林峻石、深沟
大壑展示炎陵山水的自我世界。
他行走在虚与实、远与近、古与
今之间。他的画里，总透出一股
厚重的历史感，表现一种肃穆高
古、寥廓庄重感，这种感觉，很是
贴切炎陵山水的魂魄。林密，石
峻，隘险，泉泄，他打破画面留白
的窠臼，满幅密匝，山重水复。他
不追求写意的效果，而是在写意
与工笔之间寻求融合。无论是苍
松老藤，还是危石巨累，都毫发
毕现。他继承中国传统山水的表
达，冲淡圆润，以水墨泼洒，以我
心观山水，以我笔写山水。

由楚石的画，我想到画家应
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这种发现，
是善于从审美的高度，发掘与众
不同的东西。中国画要在传统的
基础上有所突破，这是重要的一
环。这种发现，最重要的是画家
学养和修为所决定的。画作的优
劣、高下，在学养的面前立判。白
石老人曾经说自己首先是诗人，
然后是书法家、篆刻家，最后才
是画家。这种自我评判当然不足
最终定论，但白石老人道出了画

家最需要具备的素养，
说明其在画坛数十年孜
孜求索，十分明了学养
为一切艺术之母。他衰
年变法，我以为不独是
技法上革故鼎新，而是
创意先行，在绘画中注
入强烈的审美意识，主
观意识，从而去匠气而
走向大师之门。

读 过 楚 石 不 少 文
章，其文简练精到，多有
会意，尤其是山水游记，
善移步换景，由景生情，
表面写山水，实则写心
境、情境。对株洲先贤的
研究，是楚石对书画研
究的另一课题。如对茶
陵诗派李东阳书法的研
究，就拓宽了李东阳研
究的范围。李东阳为茶
陵诗派的开创者，以文

名、诗名著称天下，其书法成就
少有问津者。然楚石从书法角
度，全面展示李东阳书法成就，
尤其是他的篆书成就，深入研
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种发人
之所未发，尤为可贵。其他如攸
县冯子振、茶陵李祁等，他均有
专文勘论，这种对地方贤达的研
究，具有开创意义。其学术上严
谨不苟，其文风扎实不华，都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文与画的关系，说到底是走
多远、攀多高的问题。绘画如果
缺少文思、立意、意境，岂不让位
于摄影？而能够支撑尺幅千里的
画作，唯有学养。楚石正是以文
养墨，将学养浸润于画作之中。
故他的画，即便是山水画，也让
人读出意蕴，见出性格。

楚石成名，起于书法篆刻。
他早年问鼎兰亭奖，可谓书法界
青年才俊。观他书法，真隶楷行
草，均用力甚勤。我们知道，书法
一道，对绘画的支持，是有力而切
实的，这是常识。中国画与中国书
法密不可分，如果溯源，则书为
源，画为流。故当今画家，凡书法
平庸者，难得在画界成大器者。汉
字，从象形发端，原本就是人类的
简笔画，点线撇捺，是绘画的基本
要素。而楚石在书与画上，相互帮
衬，相得益彰，使两者互为利器，
可阔步走得更远。

楚石走传统一路，多栖而稳
健。以多种学养的互相渗透，互
相融合，创造自己的艺术世界，
这种与古人的接通，必然会翻出
新的艺术世界。

奉清清

一本《世界当代公共环境艺术·
陶艺》，近年来让张玉山走进中外学
者和艺术家们的视野。张玉山的著作
中有这样一段话：“当陶艺作品介入
公共环境，与环境对话，相互融合，并
与公众形成充分交流互动，隐喻人文
精神的陶艺作品，都应当视为当代意
义上的环境陶艺。环境陶艺不仅是陶
艺原有意义上体量的扩大，也不仅仅
只是将陶艺小品搬到室外。陶艺从室
内走向室外，脱离文人墨客把玩观赏
的束缚，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成
为公共环境艺术的构成要素之一。因
而包含了更多社会、人文和大众的因
素，其意义已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由概念到最终成书，历时 3年时
间，张玉山曾向数百名艺术家联系征
稿，翻译、整理、编辑了50多万字的英
文原稿，对 4000 多张图片进行了注
解、整理，最终131位陶艺家及其作品
入选其中。其中最年长者卡尔·亨利·
彼德森，已是93岁的高龄艺术家。无
论从国家、地域分布的范围来看，还
是从艺术家的年龄跨度及其生活阅
历与艺术实践来考量，都呈现出一种
精彩纷呈、美不胜收的艺术多样性，
书中从实例的角度对陶艺的当代发

展作出了有益的集合式研究。全书展
示了 30 多个国家与地区 131位著名
陶艺大师与艺术家在公共环境领域
的陶艺新创作，1400多幅精美图片，
全面地反映了陶艺对公共环境的介
入。读者在这本书中将找到多数具有
国际声望的公共陶艺家以及一些令
人惊奇的公共陶艺作品，它表明陶艺
在公共艺术领域所扮演的更多的、重
要的角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陶艺协
会 常 务 副 主 席 韦 恩·海 格 比

（Wayne Higby）教授在该书的前言
写道：“脱离基座，融入环境，超越客
观对象，已经成为当代陶瓷艺术在
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展的方向。当
然，陶瓷艺术在家居和室内装饰之外
其他领域的应用并没有具有历史意
义的新发展，关于陶瓷艺术应用于家
居以外空间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很长
时间，陶瓷艺术在公共和半公共空间
环境中的应用是陶瓷传统应用领域
中不可少的角色。”

张玉山，1972 年 11 月出生于湖
南衡阳，2003 年获景德镇陶瓷学院
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陶艺工作室主持人、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其陶艺作品先后被中国美
术家协会陶艺艺委会、广东石湾陶瓷

博物馆、石湾世界建筑陶艺博物馆、
挪威莱弗格兰德博物馆、马来西亚国
家博物馆等收藏。他走访西欧国家的
陶艺坊时发现，当地很多工厂连产房
都没有，就一个设计部门。它们运营
的成功靠的就是基于当地传统文化
的新思维、新创意。

自秦汉以来，古称长沙郡、长沙
府的长沙一直是湖湘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湖湘数千年历史文脉在
此承续，流传，沉淀。但在张玉山看来，
长沙虽有历史文化名城之称，但面对

“国际”“古城”与“文化”三个词，有时
难免有点捉襟见肘。“论时代、论国际
影响、论文化底蕴，长沙窑可以成为继
岳麓书院之后的湖湘文化第二瑰宝，
它凝聚了唐代湖湘文化的精华。”

前不久，张玉山受邀以“丝绸之
路”为题，为中国邮政设计一套文创
类产品。其实一听到“丝绸之路”的主
题，在长沙铜官窑开有工作室的张玉
山，立马就想到了长沙窑茶盏。远在
唐代，长沙窑瓷器便随同古老的中国
茶叶，从湘江起航进入洞庭湖，顺长江
出海远达非洲。最终，张玉山用长沙窑
元素，对茶盏进行了组合创新，其最大
的两点突破在于“器形”与“纹饰”。茶
盏采用了宋代的器形，宋代清秀、小巧
的器形更符合家居的整体搭配。此外
茶盏的纹饰是一只大雁，它也并不算
是长沙窑的传统纹饰。“偶尔见到，加
以改之。”张玉山强调，大雁南飞一方
面象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与艰
辛，一方面又蕴含了中华传统“鸿鹄之
志”的美好愿望。含一套邮票、四枚长
沙窑茶盏、三饼黑茶的礼盒“丝路飘
香”推出，3000套成品很快售罄。

张玉山不止一次地以陶瓷业的现
状告诉学生们，中国是陶瓷制造业第一
大国，在企业、工作室的陶艺创作中，必
须要融入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创意。唯有
如此，我们的陶艺才会有价值，有国际
竞争力。

五月榴花照眼明 树间时见子初成
可恨此地无车马 颠倒青苔落绛英

龙燕清书法作品

谢宗玉

“潇影”著名导演韩万峰又推新作
了：《天边加油站》——两个男人的故
事，小男人与老男人。

一次任性且负气的选择，小男人
懵懂去了天边，他不是想去自我加油，
也不想给别人加油。他只想躲在天边，
与生活隔绝，与人类隔绝，把命运供在
别处，然后混沌度日。

一次艰难而慎重的选择，老男人把
半辈子扔在了天边，他不但要给汽车加
油，给生命加油，还要给汉哈民族关系
加油。他欠家庭太多，他一直想离开天
边，可根扎得太深了，已走无可走。

天边有美丽的风景，有善良的民
族，有热情的姑娘，可治愈不了爱情的
伤痛。天蓝得忧伤，雪白得忧伤，风吹
得忧伤，所有美好的一切，在小男人眼
里都格式化成忧伤模式，他寂寞地立
在天边的斜阳里，独行在雪野的黄昏
中，痴对于潺潺远去的溪流……有他
的地方，就有断肠的风景，就有悲伤而
孤独的民族音乐低徊。他像蚕茧一样
裹着自己，把天边过成想象中的天堂
或地狱，他的状态一直就不在人间。他
身上失去了必要的烟火气。

天边有太多需要关爱的人，有舍
不下的浓浓感情，有世俗火热的生活，
有各种牵牵绊绊，纠纠葛葛。退休前的
老男人，真的无法将自己从这个小村

庄摘离出来。油是希望，路是未来，雪是热的，心
是暖的。有老男人的地方，就有理不顺的柴米和
油盐，就有聊不完的日常与典故，就有喝不完的
奶茶和烈酒，就有欢快而民族风情浓郁的背景音
乐响起……老男人不想走，他以小男人业务不熟
悉为借口，一次又一次把归期推迟。

小男人的不在状态，差点酿成大祸。哈萨克
老乡即将临产的妻子，因汽车没油，被阻在了去
医院的途中。矛盾由此发生，并一步步升级，最
后，负气深夜出走的小男人与狼“共舞”了一回，
被老男人救了回来。小男人心灵的门禁被一点点
撬开，他开始透过现象发现本质，透过现在探寻
过去，透过笑容理解悲伤，透过圆满探知残缺，他
从自我的蚕茧中剥离出来，开始走向身边的细
碎。他开始有了人情和伦常的羁绊，伴随他忧伤
的背景音乐，渐渐地蛰伏了，消隐了……

他想用真情，回馈那些热情的边民。他想用
真心，抚慰那些曾受伤的心灵，他想用行动，解决
身边的些小问题，他想用智慧，去给一支长期烛照
他人的蜡烛，找到一个驱除孤独和寒冷的法子。他
成功了，他让归无可归的老男人，终于等到了一个
温馨的去处，回归到一个冰释前嫌的家庭。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这是
一部关于爱与奉献的电影，也是一部治愈系电
影。同时还是一部展示少数民族风情风俗的电
影。讲述的是爱与被爱，给予与被给予，施恩与被
施恩，需要与被需要，拯救与被拯救……它阐述
了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你不经意地给他一
点阳光，他可能会回报整个世界大团大团的灿
烂。那个为老男人孩子求医而摔下悬崖的哈力，
那个用情书疏通老男人与妻儿隔阂的小男人，还
有老男人身边许许多多的人，回过头来，都是他
一点阳光后，大团大团灿烂的回馈。

影片中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音乐起起伏伏，
时隐时现，所要表现的内容以及隐藏的思想，都
融生在苍茫大地的自然语境中。那些不动声色、
漫不经心的镜头，都呈现出诗意的张力。该片称
得上是一部精品佳作。

荧
屏
看
点

学
以
养
艺
，画
藏
高
古

张玉山和“环境陶艺”
艺林掇英

楚石作品《罗霄山居图》。

张玉山作品《岳麓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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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猎狐》剧照。

黄泽亮

“瑞士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
夫林（Heinrich Wolfflin）在他研究
艺术风格问题的名著《艺术风格学
——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提出一对
概念：“入画”与“不入画”。在他看来，
整洁美丽的东西，比如一间装潢一
新、纤尘不染的房间是“不入画”的，
因为缺乏生气；而不是那么美丽整洁
的东西，比如斑驳的墙壁、生锈的机
器、有裂缝的地板、缺损了一块的水
壶、老物件等等，才是“入画”的，因为
正是那些不完美的地方颤动着“生命
之光”。

生活中自然中存在着某些我们
称为“入画的”事物和情景。真正入画
的是一些破旧带有生命的东西，一些

带有时间痕迹 ，经过岁月打磨的场
景，看得到时间和故事、有余温、有人
情味的事物，或者富有诗意的有情趣
的情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入画”，即进入画境，多用于形
容景物优美的自然景观。陆游有诗
曰：“沙路时晴雨，渔舟日往来。村村
皆画本，处处有诗材。”清代陈梦雷

《建溪舟行》诗之三：“远村皆入画，
怪石尽为隣。”……由此可见，自然
原野，田园生活是入诗的，也是入画
的。在风景画和山水画的写生与创
作实践中，以名山大川、花鸟鱼虫、
乡村野趣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多。而
城市景色则不那么入画，与自然风
景相比，城市建筑相对单一呆板，是
相对不入画的，所以很多画家会离
开城市奔赴遥远的山村写生。

“入画”与“不入画”是相对的，依
附于画者的个人感觉，取决于画家的
才情。齐白石创作选题上极其宽广，
眼睛能观察到的，都可以拿来入画。
花鸟画的包含范围极广，草虫鳞介、
果蔬走兽都属于广义的花鸟画范畴。
在外人看来很多无法入画的题材齐
白石也会画，比如蝼蛄、老鼠、苍蝇、
算盘……让人大开眼界。

“入画”与“不入画”是相对的，
艺术家的情感态度和传统的审美趣
味是城市题材、其他题材不入画的
两个重要原因。随着人们的生活状
态、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将
有越来越多的画家涉足平常我们视
为“不入画”的都市题材、其他现代
题材，并在实践中积累很多“入画”
的经验。

“入画”与“不入画”
艺苑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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