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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珉

公安经侦题材电视剧《三叉戟》最近在
国内几大卫视和几大网络平台同步播出。
感人的剧情和全员精彩的演技，让它冲上
了热播剧排行榜首。

《三叉戟》根据吕铮同名小说改编。这
位“80后”警察2000年参加公安工作，20
年警察生涯，他一边破案一边写小说，共写
了12部长篇小说。该剧取材自中国最大的
金融诈骗案。吕铮坦言：“我希望通过《三叉
戟》，让大家看懂警察是什么。”警察的生
活、状态、信仰、初心，那些曾经的金色盾牌
誓言，都在剧中得到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
色的刻画。

公安题材电视剧的主角往往是年轻群
体，但《三叉戟》不走寻常路，三位北京“老
炮儿”警察，依旧宝刀不老：陈建斌饰演的
性格沉稳、头脑敏捷的“大背头”，董勇饰演
的雷厉风行、擅长抓捕的“大棍子”，和郝平
饰演的情商颇高、伶牙俐齿的“大喷子”。他
们曾经一起叱咤风云，站在高山上望海呐
喊“我们是四大名捕”。“四大名捕”数十年
前曾携手破案，智勇双全，一度成为警界的
传奇。剧集伊始，就由“四大名捕”之一的夏
春生牺牲，引出一连串的故事。三位老警察
本已退居二线，但因为兄弟老夏的意外牺
牲，他们又聚在一起用自己的经验智慧，抓
住杀人凶手，为兄弟老夏报仇雪恨。

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老歌在剧中
不时响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峥嵘岁月
何惧风流……”这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
主题曲，时至今日这首经典老歌依旧被广
为传唱。特别是那句歌词“峥嵘岁月何惧风
流”，配合“四大名捕”之一的老夏参加最后

一次行动不幸牺牲的画面，感人至深。
警察，是在和平年代惩恶扬善的职业，

但和平年代公安队伍也是一支牺牲最多、
奉献最大的队伍。该片写实了“烈士子女”
这个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不仅是老夏牺
牲后黑压压的警队战友送别时举的横幅

“为牺牲的夏春生同志默哀”，还有小吕这
个角色塑造。小吕是当年劫持案牺牲的警
察吕振明的儿子，现在的“郭局”就是吕振
明当时的战友。当年吕振明牺牲的时候只
有 40 岁，小吕当时还是个 13 岁的孩子。

“郭局”照顾小吕，像父亲一样培养他长大
成人。小吕如今也投身警队，成了“三叉戟”
的徒弟，子承父业薪火相传。

历数高分的国产刑侦剧，从《白夜追
凶》身为刑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
峰，大义灭亲追查在逃通缉犯弟弟关宏宇；
到《无证之罪》警察严良在危机四伏的陷阱
中与犯罪分子博弈；到《征服》警匪之间追
捕与反追捕；到2001年上映2010年集齐
四部剧集的《重案六组》……这些生动感人
的警察形象跃然荧屏。《三叉戟》更是高性
价比构建了警察世界，塑造了警察特质。

“三叉戟”探组不仅是正义勇敢的经侦警
察，也是会为家长里短操心的丈夫和父亲，
贴切还原了有血有肉的英雄，他们也有难
以言说的委屈和困惑，但是当他们与犯罪集
团作斗争、守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时，他们
又是坚不可摧的。公安民警常常要面对人性
最阴暗的角落，这些阴暗面越真实，便越凸
显英雄的无私光芒。无论是上世纪那些以侦
破命案为主题的刑侦剧，还是在当下这个瞬
息万变的时代以破获经济犯罪、信息犯罪和
反腐为主题的影视剧，始终不变的，是人民
警察爱人民、最是平凡砺初心！

老后

七月里，山外的世界还是个火辣辣的
炎热时节，而素有“小高原”之誉的隆回县
虎形山瑶乡，艳丽的太阳却格外的和熙与
妩媚，青山拱着，蓝天衬着，白云托着。微风
轻轻荡过，满山坳满山脊的沁凉。

七月初二这天，是花瑶山民一年一度
的传统节日“讨僚皈”，汉话中称之为“赶
苗”。一大清早，花瑶山民便携手结伴，兴高
采烈地走出各自的寨子，说着笑着从四八
五路的弯弯山道上扯起线线涌向茅坳，涌
向茅坳溪旁的那块大坪坪。

搭在坪坪西侧的一个蛮大蛮大的戏台
子，今天特别抢眼。后面悬着的一块鲜红的
天幕上，赫然闪烁着“隆回县瑶族佳丽服饰
风采大赛”金色的大字，虽然难以讲清“佳
丽”这个字眼的准确含意，大家却注意到
了，与往年一样，用百十根树木和数百块木
板临时搭起的戏台子，这回却在台子前沿
正中央还伸出去一条五尺来宽、两三丈长
的木板板路台。这台子的架式，在城里人们
叫它“T型台”，做时装表演用的。

“我们在电视里也看到过，就是选些乖
呔（漂亮）的妹子家，穿起乖汰的衣裳，爬到
台子高头，走起过去又走过来，看哪个妹子
的衣裳最乖呔……”一位略显羞涩、腼腆却
也打扮得乖乖呔呔的瑶妹，三言两语就把
这场表演给释解了。

这回，我协同县、乡政府一起策划，破

天荒地搞了一回“瑶族佳丽服饰风采大
赛”。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相关部门的积
极支持。于是，这项新鲜稀奇的赛事，便由
县民委、旅游局、文化局和乡政府默契配合
着敲定了。

山里的妹子，每逢见到生人，顿显羞
涩，迅即躲到屋里去了。这回要让她们在光
天化日之下，单独爬到那个古怪的台子上
去走来走去，她们肯吗？赛事通告张贴出去
好久了，却没有一个姑娘前来报名。难道这
一颇具创意的群众活动就要流产？虎形山
瑶族乡党委、政府临时召集有关人员紧急
商讨对策，把参赛人数按指标分到各个村
组，广为发动，保证村村有人参赛。接下来
就有瑶家妹子三三两两地赶几十里山路汇
集到乡政府。仅剩三四天时间了，前来报名
的竟达200多人！赛前的两天，众多瑶家妹
子三五成群地相约在晒谷坪、堂屋里、山坎
上、屋檐下，认真地按照文化馆辅导老师的
样子，苦苦学着时装模特走台步，汗水把漂
亮的衣裳都湿透了，硬还不肯歇下来。寨子
里的人们都说妹子们这两天发癫了、着魔
了。

比赛这天，简易“T”型台的前前后后，
黑压压地挤满了看热闹的山民。身着艳丽
民族服装的女人们掺和在人群中、点缀在
山坎上，万千个状似葵花、大过斗笠的火红
头帕，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耀眼，偌大的一
个赛场早已成了女人的世界、成了花的海
洋。随着阵阵浓烈的鞭炮、鼓乐和震耳欲聋

的三眼铳响起，整个瑶山都给撼动了。
第一位参赛的瑶妹走上台来，羞涩中

透着自信。洁白的上衣、洁白的挑花裙，裙
的前页和百折的腰带却又五彩缤纷，火红
的头帕映衬出少女脸上特有的红晕。似也
训练有素的步履，和着轻柔的乐曲，款款向
前，沿着“T”型台的中线，径直行到台前观
众的额头边。几番摩登俊俏的转体造型，向
同胞们尽情展示新奇艳丽的服饰和自身迷
人的风采。然后，她又动情地演唱了一曲地
道的瑶山情歌，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瑶
家妹子们轮番上得台去，走台步、亮服饰、

摆造型、展才艺、考知识……
庙山年仅17岁的小妹子奉回香，她的

母亲和姑姑都曾是瑶山的民间文艺好手，
兴奋中稍一合计，更是制胜有方。她们为妹
子着一袭亮丽抢眼的新娘装：头戴吊有串
串珍珠的火红花头帕，身穿镶着红布边、缀
有红布扣的绿色缎料对襟长衫，脚蹬一双
箭船形的红色绣花鞋，胸前还佩戴着造型
古拙的银镜和银饰，好不靓丽潇洒。待到
上台前刻，回香的母亲沈茶妹突又从兜里
掏出一大串闪亮耀眼的银铃，拉过女儿迅
即挂在她身后的腰间。一挨走上赛台，倏地
亮了一方。随着她轻盈的脚步在台上悄然
移动，那串银铃发出阵阵鸽哨般清脆悦耳
的回响，把个水灵灵的小回香烘托得更显
清纯可爱。在一片赞美声中，她和一个叫
沈燕希的女孩一道赢得了这届赛事的最高
分……

整个赛程紧张、热烈、公正而有序，高
潮迭起，掌声不断。台上台下的瑶家山民，
都沉浸在狂热和亢奋的氛围里……

蒋正杨

每次外出写生，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水彩带领我出发
的旅行。手眼心获得的解放感如出走到另一个世界一般，
释放出无尽的意趣。每到一处，都是让人兴奋的新鲜对象，
妙不可言而又尽在眼前。

水彩带我走过北方的深秋，大地并不是我想象中一派
萧瑟肃杀的荒凉。闭上眼睛全是温暖的调子，金黄的玉米，
紫褐色的油葵，橙红的梨树，连杨树林在阳光下也闪烁着
斑驳的暖色。那些颜色是喜悦的，是欢愉的，是丰收的。对
于画画的人来说，那一定是一种高明度的诱惑和想去表达
的冲动，刺激着潜伏在潜意识中的创作欲望。

水彩带我走过隆冬的苗寨，灰绿色的阴天调子是属于
这个季节的，清晨的薄霜在地面上漫步显得空灵剔透，宁静
的寨子里升起袅袅青烟，山林高处墨色的老屋在雾霭中若
隐若现，神秘悠远的深山野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置身在清
冷的空气中，一边画一边忍不住搓搓手哈口气，虽然艰苦，但
获得这种当时当地现场感的快乐却十分让人着迷。

水彩带我走过盛夏的中原，黎明和黄昏是最美的时
分，天空有时是粉红色的，有时是紫红色的，有时是橙红色
的，金色的阳光照在干而坚硬的黄土高坡上，显出蓬勃的
力量感。窑洞里的人家过着平静的生活，老人在树下跟我
们聊着天，院子里的枣树在七八月的时节已经挂上了果
实，热情的老乡搭着梯子把它们打下来请我们吃，于是画
面上的那棵枣树也变得充满了人情味，烟火气和山岚气交
织在一起，香甜就要溢出画面一般。

水彩带我走过初春的南方，湿漉漉的水汽里，那些风
景也变得诗意起来，闪闪烁烁的细雨，渗透出新芽泛着萤
光的嫩绿，还有被雨浸润后粗壮树枝显出固有的深黑。在
朦胧的空气中，每一个不同距离的观看都能带来惊喜，铺
开画纸，那些雨丝打在纸上落在身上，不知不觉地画着，竟
也有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奇妙感受。

水彩写生总会在不经意中牵引出大脑中天机感性的
部分，还有那可遇不可求的妙笔翻澜的瞬间。当我们面对
无限开放的对象时，可以从任何角度中进入，又可以从任
何角度中出逃，而每一笔却都在截取最打动自己的部分，
这种面对自然对象的漫游和对话，常常带来意外之趣，微
妙不测。在我的体验中，复读对象时竭尽全力去感觉的那
些微小细节和独特气息，最后一定都会转化成画面中可见
或不可见的内容。即便是偶有来不及深思熟虑画下的几
笔，倒又显出几分天真自由的生动。

每每念起水彩带我走过的旅程，只觉所有相遇过的风
景都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都是有迹可寻的创作体验，画笔
下时空中的一瞬便成永恒。每每收起返程的行囊，心早已
在去往更远的远方，迫不及待的去追赶那些未知的风景。

一方水土

晓迪

疫情阻隔，身在纽约，跨国旅行
和制作都受限。但湘妹子章壹维并
没有闲着，一直在筹备一个品牌的
跨国创意制作——在全球范围内联
动自然风光、人文、纪实、极限运动、
动物、天文等各方面的顶级摄影师，
各自在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
拍摄他们擅长的题材。

从长沙到北京到纽约再到世界
各地，这位有着一股子闯劲的“辣妹
子”曾担任股神巴菲特慈善午餐的
独家制片，在视觉艺术和跨国创意
制片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

章壹维的故乡在娄底，“敢为天
下先”的湖湘文化基因渗透到了她
的骨子里。父母从小给予她在教育
学习上非常大的自由度，性格火辣
的她排斥灌输式的教育，习惯于跟
着问题和兴趣去自主学习，喜欢打
破砂锅问到底。在北京服装学院求
学时，她不仅系统地学习摄影，更接
触到当时国际上关于视觉艺术、表
演艺术、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电

脑科学的前沿知识。在美国取得娱
乐商业硕士学位后，她对多元文化
以及跨国项目的执行和优化有了更
深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在商业、制作
和艺术之间有许多未曾被探索的领
域。她不再满足于重复，而是将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创新。

作为创意制片，她的职责是用
高效的制片方法，把一个创意想法
变成最终成品。而每次和不同创意
领域的人才合作，她都会去寻求新
的突破。激发所有参与者创造出超
越自己的作品，这是在每个项目中
她最享受的过程。

2019年，章壹维为美国室内交
响乐团在纽约迪曼娜中心卡里厅制
作了“艺术家之旅”音乐会，邀请到
法国小提琴家维吉尔·鲍泰利斯·塔
夫特演奏。在这场独特的沉浸式古
典音乐会中，她让 250 名观众置身
于45人的交响乐团之中，观众与世
界顶级音乐家们比肩而坐，在音乐
的环绕中零距离地享受每个音符的
呼吸。由提琴组、管弦乐组和打击乐
组等不同乐器组发出的强弱不同节

奏交错的美妙乐声，从观众双耳的
四面八方传来，令他们体验到了来
自各个乐部声音细腻而丰富的环绕
立体之声。

多年来在欧美的制片经验，让
章壹维探索出一套独有的高效跨国
制片管理方法。对于传统制片方法
的挑战、高效的跨国制片经验及
对互动影像方面的创新，为她赢
得了众多知名品牌客户。她与各地
创意人才的成功合作不仅跨越文化
的差异，在多元文化之间搭建了“桥
梁”，同时也强化了品牌的国际化形
象。

接下来，她计划和纽约知名音
乐制片人合作一系列音乐视频制
作，作品将适用在电影院播放。“希
望给观众带来全新的电影院
体验。”同时她表示：“未来还
会继续利用我在创意
制片领域的实践，
进一步优化制片
方法，完善多
元化的全球创
意产业链条。”

艺路跋涉

与水彩的远行 湘妹子章壹维：

用视觉艺术
构筑多元文化“桥梁”

艺林风景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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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建华

距离上一次
在衡阳市博物馆
看到馆藏书画精
品，又有好几年时
间了。这是初夏一
个风和日丽的上
午，再次目睹六百
年来往圣先哲的墨宝，依然心潮难平。真是应着了那句话：
看到的人太有福了！

据说衡阳市博物馆收藏了四五千幅书画作品。此次以
“墨湘”为题的展览，意在为大众提供高雅艺术和公共文化
服务。逐一检索三个展厅的作品，共展出16副对联，20幅
画，两幅书法，还有书画四条屏各一。都出自什么样的人物
之手呢？说出来骇你一跳：晚清湘军四大领袖曾左彭胡悉
数到齐，曾国荃、郭嵩焘、杨岳斌、李鸿章、曾纪泽相随出
场；又有明代三大才子之一解缙的书法，王问、仇珠、恽寿
平的画；清代四个有名的状元，岳麓书院老山长罗典，“南
曾北李”曾熙、李瑞清，清末民国名流巨公邹一桂、朱鹤年、
杭世俊、铁保、张世凖、许钧龙、吴大澂、陆恢、汤世时、粟谷
青、夏寿田、杨度、张聿光、汪亚尘，道州何绍基的书法与孙
子何维朴的画，衡山陈嘉言的字与儿子陈少梅的画，还有
萧俊贤、符铸、姚尊、王祺这些出自衡邑风云近世人物的真
迹。明月清风与墨香，皆在等候我们的悉心品鉴。

进门第一幅即是解缙草书中堂：“殿上衮衣明日月，砚
中旌影动龙蛇。”语出北宋名相、著名文学家夏竦《廷试》，
此诗后面还有未书两句：“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
斜。”史载其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用笔之精妙出人意表，大
草则开明代狂草先河，显示了书风极端的两面性。我所见
这幅中堂，“整幅作品大气磅礴，纵横无边，笔势劲逸飞动，
婉转流畅，变化多端，大胆狂放而又法度严谨，大有张旭、
怀素之风，章法经营别具一格”。（《衡阳市博物馆馆藏明清
进士书画作品精选》，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明代三个画家均是江苏人，那时分南北两京，故江南
人物自是与众不同。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王问、仇珠，前者是
嘉靖进士，后者是“明四家”之一仇英的女儿。先说王问，书
法类米芾，又似黄庭坚，点染山水、花鸟皆精。这幅设色花
卉图轴，画面主体花型看上去是绣球花，其实是两枝属于
蔷薇科的绣线菊，那一朵朵洁白无瑕的花瓣，如同镶嵌
在绿叶中的珍珠，所以它还有一个好听而富有诗意的名
字——珍珠梅。隐绘桃树，枝干曲折，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再说仇珠，画风继承其父，在吴门女画家中，画品可与文俶
媲美。而文俶是祖籍衡山大画家文徵明的玄孙女，精于花
草虫蝶画的工写，画史称其“明朝第一女画师”。这幅《蝴蝶
图轴》，仇珠用青灰绿黄红褐诸色，描绘形态各异、大小不
同的蝴蝶，令我想起曾经在常宁大义山瀑布前，所见翩翩
飞舞于眼前蝴蝶群的情景。

自号南田的恽寿平名头可就太大了，明末常州画派的
开山祖师爷，后来成为“清六家”之一。他的山水画初学元
人黄公望、王蒙，深得冷澹幽隽之致；又以没骨法画花卉、
禽兽、草虫，创作态度非常严谨，自言“惟能极似，才能传
神”。他的画法是“点染粉笔带脂，点后复以染笔足之”，创
造了一种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的“恽体”画风。这
幅《嶙石菊花雁来红图轴》，拟北宋名家徐崇嗣《东篱丛逸
图》笔意而作，图中石头嶙峋，苔意斑斑，石缝之中各色菊
花争奇斗艳，竞相怒放，石旁土坡有两株雁来红，一红一青
交错而生，与菊石相映成趣。

谈到清末民国时期的书画，都无法回避曾熙与李瑞清
这两位宗师级的艺术家。作为近代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
他俩都是前清进士，曾熙是衡阳县石头桥（今石市镇石狮
村）人，江西临川人李瑞清则生于湖南长沙。他俩青年时代
相识于天心阁，晚年同在上海鬻书，交称莫逆，情同骨肉，
张大千《记我的曾李二师》一文有深情回忆。康有为则将曾
熙的书作与何绍基并论，得出的结论是：“道州（何绍基故
乡）八分体峻，农髯先生体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
情，所谓阴阳刚柔，各有其妙者也。”我所见李瑞清这副对
联“砥行蹈前矩，悦书闻古香”是真正的墨宝，气势恢宏，以
碑之笔法入帖，碑帖并举，视觉冲击感迥异常品。

悬挂于前辈何维朴山水画两边的曾熙对联“六朝山色
今犹昔，百世人伦我所师”，联语意境高远，胸襟磊落，与其
一贯为人相似，令人肃然起敬。观其书风流利畅达，刚柔兼
济，亦如谭延闿所说：“下笔高逸穆静，直逼晋贤。”1920年

9月12日，李瑞清中风病
逝，曾熙与诸弟子出资操
办其丧事，遵照其遗愿卜
葬牛首山梅岭罗汉泉，亲
自扶柩至山顶坟地。两年
后的阳春三月，曾熙抱病
再赴南京，在李瑞清墓旁
种植300株梅花，筑室数
间，题名“玉梅花庵”，以
志其号。而写给弟子杭松
这幅庵联则在1929 年正
月。再过一年半，即 1930
年七月初一凌晨，临终前
四日，曾熙回到衡阳故
里，后强撑病躯在《思归
图》上题诗赠老友吴锜

（剑秋），诗曰：“自濬溪流
常绕阁，手栽园（杨）柳已
成堤。劫余尚有敝庐在，
惆怅年年归未归。”殁后，
张大千扶曾熙柩归衡，邻
墓结庐守灵一个月，并为
恩师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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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何维朴《山水人物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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