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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我国历代传世的名画中，以“端午”为主题
的画作为数不少。欣赏这些传世名画，你会体味
到独特而又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以及中国历
史上那些流光溢彩的艺术奇葩。

元吴廷晖《龙舟夺标》：端午节最重要的活
动之一是龙舟竞渡，这幅作品画了三艘龙舟在
河中竞渡，主龙船装饰华丽，舟中设有一亭，亭
子内有许多侍女环侍着一名贵人，前后两舟则
摇旗吶喊，锣鼓喧天，溪流两旁，林霏朦胧，侍卫
仪仗游行于其间，场面十分热闹。画中线条好似
游丝般的细致柔和，人物精密生动，龙舟工整华
丽。吴廷晖是浙江吴兴人，擅长青绿山水和花鸟
画。

明陆治《端阳即景图》：此图所画是端午节
时花木的芳姿。图中的湖石是背景和衬托，仅用

淡墨干笔渲染造型，复加以苔
点，颇显意趣；而萱草、蜀葵、石
榴等花叶均以勾花点叶法重点
刻画，勾笔细劲如铁线，而点叶
则用笔较拘谨，但温润沉着；野
草灌木则直接以没骨画法用色
彩点染写出，显得生趣盎然。

清余樨《端阳景图》：该画作
以挺秀细润的工笔画法，将菖
蒲、蜀葵、豆娘、蟾蜍和青蛙等动

植物生动逼真地刻画出来：在日丽水暖的郊外，
野花竞相绽放，各种植物蓬勃生长，青蛙、蟾蜍
等动物在明媚的阳光中跳跃、飞翔，一派生机盎
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此图既以“端阳景图”为
名，画中的动植物自然与端午风俗有关。

清黄慎《端午钟馗图》：画中钟馗正与孩子
嬉戏，他手中以及背景的花瓶中都可以看到菖
蒲和艾叶。挂钟馗像，是汉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的
习俗。

明代郑重的《龙舟竞渡图》：描绘端午时节
洞庭湖区景象，台北故宫藏品。此图继承了唐代
华美的青绿山水画风，画面整体气韵瑞丽生动，
敷彩勾勒工丽细致，具有明代工笔绘画的风格，
构图布局灵动，画面充满动感，人物细节精致，
描绘风俗情景生动写实。

明代陈洪绶以屈原《九歌》为题材制作了一
系列木版画，并绘画了《屈子行吟图》。屈原的造

型是以他在《涉江》里的自我描写为根据：“带长
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表现了《渔父》中
形容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
槁”的形象。著名画家萧云则创作了一套《离骚》
版画。

清代画家郎世宁的《午瑞图》是一幅近似
欧洲静物画的作品，青瓷瓶内插着蒲草叶、石
榴花、蜀葵花，托盘里面盛有李子、樱桃等时
令水果，几个粽子散落一旁，散发着浓浓的节
日气息。构图上，画中物品聚散有致，三角形
布局带给画面稳定感，色彩深浅及光影明暗
变化展示了花叶、水果和瓷瓶的立体感，尤其
是瓷瓶肩部有见于欧洲绘画而中国画绝无的

“高光”手法，能令观者清晰体会到西方油画
的技巧。

现当代书画大家也多有端午题材作品。傅
抱石至少创作了7帧《屈原像》，尽管每件作品的
风格都有所不同，但都以屈原《渔父》为刻划基
础，透视了屈原投江前的情绪和外貌。齐白石也
有多幅端午节时令画，画中可见家家挂艾叶菖
蒲以辟邪驱瘴，简单几笔便微妙地表现出粽子
的棱角转折，浓墨干笔写出粽绳，搭配造型简洁
的酒壶、酒杯。张大千的《端午习俗》作于 1979
年，其上款识为：“雄黄大蒜千年俗，簪艾悬蒲万
户欢。只有老夫枵腹坐，画符吓鬼近来难。古来
午日俱画赤灵符，今无复见矣。六十八年午日戏
作，八十一叟爰。”

翰墨飘香

传世名画里的端午节，
有更多你不知道的艺术

元 吴廷晖绘《龙舟夺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锐

前不久遇到尹昌平，与前次和他见面又过去
了数年。我走进文联办公室的时候，他正伏案写
着小楷，每字长宽各约两厘米，一幅字写下来一
百多字或数百字不等，其间不能漏字不能错字也
不能写坏一字，是很见功夫的。

我回乡少，偶尔回一趟也是匆匆来去，与昌
平见面少。昌平见我进门，略略站起来，微微欠
一下身，算是打过了招呼，又坐下写字了。不见
太多的热情，也没有高声的寒暄，还是一如既往
少言寡语、略显木讷的样子。作为朋友，你来或
不来，走或不走，我估计他不会有过多惊喜也不
会有过多挽留。和他交往最好的状态，就是他坐
着，你站在旁边，看他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写
字，间或与你只言片语地聊上几句。昌平每天伏
案写字六至八小时早已固化成习惯，若没有20多
年如一日的勤奋练习，也不可能成就如今的昌平。

20多年前，我在县城工作，在一次县里举办
的书展上，作为书法爱好者和观赏者，我遇到了
昌平。那时他还在县客运汽车站工作，第一次接
触具体聊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书法爱好者尹昌
平的名字却记在了我心里。几年后再次得到昌平
的消息，已令我十分惊讶。昌平调到县文化馆成
了专职书法家。此时的昌平已不是我初见时的他
了，在书法艺术造诣上有了更多骄人的成绩，已
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书法专业本科学历的文凭，成为了中国书协会
员、湖南省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德市书
协理事。他的书法作品早在2006年就入展西泠印
社首届国际艺术节全国扇面书法展，2011年入展
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2013年入展全国首届楷
书展、全国第七届楹联书法展等，获得省市级书
法大赛荣誉的次数更多。

2016年下半年，我将曾经刊发的一些小小文
字归档并结集，取书名《醒着的村庄》。在书名请
谁写这个疑问映入脑海之际，我第一个想到了昌
平。这本写家乡物事的书，书名理应请家乡书法
家写就。托朋友找到昌平信息，一个电话打过
去，尽管多年不曾联系，昌平无半点陌生感立即
答应下来。过了些时日，昌平将他在宣纸上写就
的小楷“醒着的村庄”寄来，横的竖的一共 5
幅，供我挑选。

生活工作中，我十分敬重那些持之以恒的
人，比如昌平。凡事一天一月坚持易，年年月月
持守难，而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更是难上加难。昌
平习字有章可循，他自唐楷入手，上溯魏晋，下
追宋元明清，广泛阅读，博采众长，勤奋练习，
入则有古意，出则够时尚，点画间起承转合无痕
迹，字与字间细微变化耐琢磨，偶尔的连笔运用
在规规矩矩的字里行间生发了些许飘逸和灵动。
前几天的微信朋友圈里，一位朋友发出了昌平几
幅小楷新作《陶庵梦忆选录》，并附言：“欣赏尹
昌平的小楷，可以断除烦恼，不信请一试！”

我深以为然。
（尹昌平系中国书协会员、常德市书协理

事、安乡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明代陈洪绶作品
《屈子行吟》

齐白石的《五日吉祥》

傅抱石《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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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路跋涉

小楷昌平

聚焦“闪耀”背后的
平凡身影

木华

从杂交水稻的扬帆出海、援非医生的无私
奉献，到人工智能的技术攻坚、国潮设计的惊
艳世界……湖南卫视最近热播的《闪耀的平
凡》系列短视频，通过 15 集、每集 10 分钟的篇
幅，以外籍体验嘉宾的独特视角，呈现和分享
了众多平凡又闪耀的中国故事。《闪耀的平凡》
正让越来越多值得分享的中国故事大步走向
国际舞台，让全球共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成
果。

向平凡致敬

“我来到了贵州山区，虽然这里远离喧
嚣，却有着人类最伟大的太空探索项目——
中国天眼。”在《闪耀的平凡》第五集中，新加
坡电视节目主持人欧生·优丽，在看到世界最
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后，发出阵
阵惊呼。接着，她跟“中国天眼”项目调试组控
制专业组组长孙京海一起，回顾了这样一个
超级工程是如何被“编织”出来的。在拜访“中
国天眼”背后的“中国天团”后，他们还特别致
敬了为这个项目付出一生心血的已故天文学
家南仁东先生。

另一集中，欧生·优丽走到湖南的水稻田
中，拜访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的研究团队，这支特殊的队伍在确保中国的粮
食安全外，也为全球的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
献。其中，优丽拜访的李建武是一位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的栽培师，同时也是袁隆平的门生，正是
他在老挝努力种植水稻时的黝黑面孔，打动了
导师袁隆平，在本科毕业后被袁隆平的研究团
队破格录取。他的身上，有着中国人勤劳勇敢，
坚毅不拔的精神。

这样的致敬在片中多次出现：中国杂交水
稻产量已经超过 6 亿吨，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
20%左右，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养活7000万人。
这样的成就背后，有许多像李建武一样的人，他
们常年在炎热的稻田里工作，测试和试验数以
万计的杂交水稻品种。

“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从稻田梦想家、幸福带头人、熊猫繁育员，
再到超级工程师、未来建筑师、海洋义工等，《闪
耀的平凡》以外籍体验嘉宾的独特视角切入，将
镜头对准了中国的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农业科
学、天文科学、援外医疗等领域，以及默默奋斗
在这些领域的普通中国人，以他们身上在“平
凡”岗位上的闪光点，讲述着其背后独特的中国
故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家医院里，一批来自
非洲的学员正认真学习专业医疗技能，以期回
国帮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在有“中国硅谷”之
称的深圳，年轻工程师设计的人形机器人有望

影视风云

《闪耀的平凡》：

肖亦翅

重看电影《战狼
2》，依然非常激动，常
常不能自已。

《战狼 2》讲述了
一个精彩的故事。作
为电影，一个最重要
的 任 务 就 是 讲 好 故
事。但是近年来，许多人
诟病我们的电影编导不会讲
故事了。在故事越来越淡化的国
产电影银幕上，出现了这么一部
故事非常精彩的影片，无疑是叫人眼
睛一亮的。整部片，紧凑的情节结构，
激烈的打斗场面，精彩纷呈的异国风
情，让人热血沸腾，目不暇接。

《战狼 2》塑造了一个硬汉的形
象。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
都需要塑造人物形象。《战狼2》塑造
的形象性格鲜明、突出。主人公冷锋

就是一个硬汉形象，他勇猛刚强，不畏强暴，充
满正义感。这场激烈的战斗，非常充分而鲜明
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硬汉，刚强勇猛、救助同
胞和弱小的个性特征。但是，影片并没有把他
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他也会犯错误，最
突出的就是违反军纪并因此而被开除了军籍。
在本片中，他就是四处寻找杀害他女朋友的凶
手而被卷入到这场非洲战乱中来的。总之，男
人身上的优点他有，男人身上的缺点他也有，
只是优点更加突出。

《战狼2》表现了非常好的主题，就是爱国
主义。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主
题。虽然影片中有许多激烈的打斗场面，但这
些场面都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冷
锋的拼死搏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保卫祖
国的同胞而战，这就把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愫充
分调动了起来，从而产生共鸣。特别是影片末
尾，当冷锋带着营救出来的同胞乘汽车返回港
口时，沿途要通过一段战乱的区域，我们看到
冷锋把五星红旗绑在手臂上凌空飞舞，战乱参
与者看到五星红旗就马上停止射击，让他们顺
利通过，大家都深深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自
豪，为这些为祖国而英勇战斗的战士自豪。

《战狼 1》比较多地展现的是冷锋单打独
斗的场面，而到了《战狼 2》，则出现了多人的
配合。比如，华资工厂里的老侦察兵和年轻军
迷等人的配合，港口停靠的我国海军军舰在舰
长“开火”的怒吼声中万炮齐发的场面，都更进
一步体现了冷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
集体、一个国家在和他一起战斗。在这里，影片
把集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
了起来，家国情怀进一步得到了升华。

观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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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许多都市人家中的家庭助理；香港西贡，一
群海洋义工自发清理近海垃圾，做起了海洋生态
保护、珊瑚保育的工作；在几代治沙人的默默耕
耘下，曾经黄沙漫天的库布其沙漠，成为了绿进
沙退、生机勃发的奇迹之地……

这档节目通过生动的案例故事，讲述着中国
人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和
为人类生存发展做出的努力，立意明确地展现出
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作为
外宣短视频，节目的每集设定，都是以两位不同
职业的外籍人士为体验嘉宾，来探寻某一领域里
中国人的故事。安东尼·莫尔斯与欧生·优丽深入
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车间工厂、都市大楼，带

着观众去观察每一处细节。采访稻田梦
想家时，嘉宾需要脱下鞋子，挽起裤脚，
踩进滚烫冒蒸汽的水田里，去记录叶龄、
水稻分蘖情况；在贵州直播采购农产品
时，外国嘉宾也出现在镜头中和农产品
主播一起直播卖货。

国内外主流媒体关注

对海外观众而言，当面对陌生的
中国行业与中国故事时，能有一个熟
悉的话语视角去引导、去探索，理解异
域故事就会容易得多，而作为故事底
色的整套中国文化体系，也在不知不
觉中被传达和讲述。作为有着特殊讲
述角度的短视频，《闪耀的平凡》在传
播策略上走出了一条“内外兼具+本土
化传播”的路线。

节目在国外主流电视台、全球化流
媒体平台播出后，引发了许多海外受众
的讨论，并被多家国际媒体关注：福克斯
有线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法新
社、朝日新闻、马来西亚新闻社等多家国
际媒体刊登转载节目报道；美国中文电
视台、美国天下卫视、马来西亚Astro全
佳 HD 台（卫星电视）等海外电视台播
出；Facebook推送节目片段触及率更是
近 700 万。加入全媒体矩阵传播阵营，

《闪耀的平凡》努力放大中国声音，让更
多海外观众看到了中国为世界科技文明
建设做出的贡献，和为人类生存发展做
出的努力。

目前，这档短视频节目广泛覆盖
人民号、微博、抖音、头条、百家号等。
节目不仅登录学习强国、人民网、新华
网、人民日报客户端、光明日报客户
端、新湖南客户端等超 50 家权威媒体
平台，还受到中国科学院，中国扶贫基
金会，中国科协，以及多省市宣传部、
新闻办、共青团等机构的新媒体平台
推广。截至目前，该节目已经覆盖超
1.4 亿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