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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风云

冷凇 张丽平

近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装台》，再次掀起了全民追
剧的热潮。半个城中村，一群装台人，一幕幕
细碎的日常，满肚子哀愁喜乐，这些浸透着烟
火之气的“原味儿”生活构成了电视剧《装台》
的艺术底色。

用日常美学弥合艺术与生活
的“分离”

艺术应该走进人的世界——真切而又混
杂的生存世界。然而，长久以来，生活经验与
审美经验的“分离”，致使人们常常忽略日常
生活本身的美感体验。在艺术创作中，弥合日
常生活与审美经验的“分离”，回归生活本身
找寻动人的美感，是现实主义创作应当长驱
直入的领地。

《装台》抛弃了电视剧中“高知高产”供人

“慕富”的群像，回避了仙侠眷侣给人浪漫玄幻
的遐想，将镜头对准了一群在社会底层摸爬滚
打、灰头土脸的小人物——为舞美装台的农民
工群体，他们也许没有光鲜亮丽的形象，却是幕
后的平民英雄。《装台》围绕装台人刁顺子（张嘉
译饰）和蔡素芬（闫妮饰）这对半路夫妻的细腻
情感展开，呈现西安城中村里的众生相。

电视剧《装台》用最大的力气还原生活真
实，代入感极强的城中村环境、地道粗粝的陕
西方言和人物性格、目不暇接的地方美食，每
一个细节的描摹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性震
撼，让整部剧作在没有程式化的大起大落的
同时，也让人沉浸其中，深受感染。《装台》诠
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内涵，摒弃了过度
理想化、标签化和模式化的创作偏误，让现实
主义题材重拾了温暖、正面的内生力量，让平
凡的人间生活散发出了日常的美感。

用烟火人生剖白蓬勃生命的肌理

装台，对一般百姓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行当，装台人架起的台、搭起的景、亮
起的灯，人们再熟悉不过，然而在舞台背后这
群默默付出的装台人却鲜被人了解，这样一
群人却恰恰是社会的大多数。《装台》又一次
将平凡人的群像纳入主流视野，让这些平凡
人张扬出可贵的生命感。

“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
事”，平凡才是生活的本色，不凡乃是生命的
追求，一切伟大也皆出于平凡。刁顺子这些城
中村的人们，是万千平凡人的缩影，他们隐忍、
坚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遇都凭借生命深处
的野生感迎头而上。正如刁顺子的口头禅：“其
实这人呀，就是你给我装台，我给你装台”，为
人“装台”何尝不是一种绝妙的人生表演。

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正是由这些平凡
的涓滴之水汇聚而成，在飞速发展的都市生
活中，普通人对自身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越来
越需要被确认。《装台》就是为平凡人奏起的
凯歌，剧中这些有着鲜活灵魂的小人物从自

己搭起的舞台中退去，却成了自己生活舞台
上的主角，他们潇洒、敞亮，闪着生命的光。

用文化创新彰显深远的时代格局

电视剧《装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陕西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电视剧的成功
离不开原著小说过硬的品质，小说为电视剧
创作输入了深厚的文学力量。《装台》保留了
小说中地地道道的陕西风味和多元文化，丰
富了电视剧的内容层次和表现形式，用文化
创新拓展了电视剧创作的视野和格局。电视
剧将陕西风俗文化进行了圆融的植入，同时
也探讨了陕西地方戏曲艺术的兴衰沉浮，记
录着现代生活“平地起高楼”的变迁和进步。

《装台》在展现平凡生活的同时，不乏丰
富鲜亮的时尚元素。陕西风味的说唱音乐调
和了电视剧的气氛和节奏，地道的方言话语
拉近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电视剧力图全方
位的贴近实际生活，用灵动不拖沓的剪辑节
奏，让这日常生活充满律动的质感和持续的
吸引力。《装台》用沾满生活气息的笔触摹写
这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大时代，安稳、时尚，充
盈着发展前进的力量。

现实主义表达不是跟在现实后面亦步亦
趋，需要创作者真切体悟生活，深谙社会和时
代的需要。《装台》用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将
人与环境和谐相融，内容表达贴近时代风貌
和人民生活的现实，让观众产生油然而生的
生活认同感。

《装台》开启了“央视一套+芒果 TV 台
网”合作的先例。该剧与芒果 TV“青春、正能
量”的底色相得益彰，成功的用小切口扩大主
流价值观的传播出口，用对小人物和平凡生
活的成功刻画，让日常生活显示出了不可抗
拒的吸引力，让艺术创作回到了生活的“此
岸”。平凡的生活虽不是每天都如田园牧歌，
但却会像顺子们一样，在不断的选择和奋斗
中，在和时代同频律动中，仍能体悟到生活的
美感，收获活着的喜悦。

李雪

12月13日晚上8点，《巡回检察
组》在芒果台黄金档播出。虽然零宣
传开播，但看过几集发现，这部剧老
戏骨云集，演出和制作精良。该剧每
日更新两集，网络平台由优酷视频
全网独播。

吴刚、许亚军、张志坚、丁海峰、
侯勇、冯雷、张晞临、许文广、李学
政、侯天来等多位主演，集体从《人
民的名义》穿越至《巡回检察组》，带
大家一起解读新时代检察官的职业
精神，坚决捍卫法律尊严。还有一众
实力派演员、老戏骨也强势加盟，宋
春丽、成泰燊、韩童生、闫学晶、王丽
云、潘斌龙、孙越、高曙光、于震，每
一个都是实力派戏骨，阵容堪称“顶
配”，不要说在十二月是独一无二的
豪华阵容，就是放眼整年，也找不到
阵容如此豪华的影视作品。

一开篇，老戏骨宋春丽就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在剧中，她
是位为儿子申冤的母亲，出现在政法
系统进行表彰大会之时，表现如同疯
子，人物形象很是贴近事实。韩童生
饰演政法委张书记，无论讲话、神态、
举止，都不失一位老领导的风范。吴
刚、许文广、许亚军、冯雷等人戏份都
不算太多，但表现让观众称赞。

该剧主要讲述“身经百战”的巡
回检察组组长冯森（于和伟饰），在省
委政法委书记张友成（韩童生饰）的
指挥下前往橙州重启调查“930杀人
案”，联手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然（韩
雪饰）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
暗访揭开层层迷雾，多方合力最终挖
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法律的神
圣和威严的故事。通过展示公检法人
忠诚履职、匡扶正义的斗争过程，向
社会公众呈现善与恶、是与非、法与
情之间的冲突，力求在荧屏上真实还
原新时代检察官的鲜活形象，诠释人
民检察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
畏艰难勇敢担当，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司法权威、
捍卫公平正义的初心与决心。

首度聚焦巡回检察制度的《巡回
检察组》，用生动的故事让高深厚重
的政法系统整顿、巡回检察改革等

“贴地飞行”，更加贴近普罗大众。而
背后主创可谓费尽心力，编剧余飞耗
时两年精心打磨剧本，通过大量实地
走访和采风，探讨巡回检察改革过程
中的热点问题，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思
考和浓厚的人文关怀。导演李路在读
完剧本后深感振奋：“这个故事值得
挑战！”为了让观众真实了解一线检
察官的办公状态与办案模式，主创团
队还一比一复刻检察院、公安机关等
场景，以期为观众打造一部“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司法题材
现实主义精品力作。

剧中不仅生动再现了新时代检
察官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塑造
了公安干警、监狱民警等高素质法
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的良好形象。相关法律知
识、司法程序的融入，引导观众在追
剧同时收获法律知识，平易近人地
向观众宣传法治精神和文化，对于
描摹新时期中国检察官精神，帮助
社会公众深入了解新时代检察工
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康学

常德上河街，有个麻质画女子
画师，名叫李健鹰，每日于一栋木楼
中绘画。

被父亲取了男孩名的李健鹰，
小时就特别喜欢“鬼画桃符”，并渴
望像鹰一样展翅翱翔。1989 年，李
健鹰进入常德工艺美术学校美术专
业，后考入湖南广电学院装潢设计
专业，在校获得过用麻质画包装设
计的特等奖。毕业后她进入常德麻
纺厂下属的工艺美术厂工作，参与
并主创了大型麻质画《清明上河
图》，曾引起轰动。麻质画，起源于春
秋战国时的夏布印花，以麻为颜料撒
出来的画，属非遗文化。1988年7月，
常德麻纺厂成立时，厂里请市文联的
毛国保、李香君夫妇为该厂设计了以
麻为主的工艺美术品，得到中央工
艺美术学会的刘恪山、省文联副主
席黄铁山、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汪为
义、省湘绣研究所罗梓斌等著名艺
术家的肯定，并给了许多建议与指
导。历经无数次的探索攻关，才形成
了现在的现代麻质画创新画种。

1997 年，常德麻纺厂倒闭，企
业改制，员工散伙，李健鹰却仍不忘
麻质画，在老厂长贺用显的材料支
持和技术指导下，她于2004年完成
了一幅《孙中山戎装像》，后被澳门
国父纪念馆收藏。此画的成功制作，
坚定了她从事麻质画继承和创作的
决心。此后，从黄麻、染料的购进，到
联系机械加工麻粉颗粒的成功研制，
她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2015 年，李健鹰找到另一麻质
画师张双慧，联合6位同道挂牌创办
了“九层麻质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
先后创作了《桃花源记图卷》《德艺双
馨图》《卧虎》《牡丹四条屏》等画作。
但该团队创业过程中，遇到资金、技
术、销售、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困难，有
几位合作伙伴打了退堂鼓。这时，一
个偶然参展机会，李健鹰和张双慧遇
到了有当地“木雕王”之称的张雪翔
先生，张雪翔对她们俩说：“人一辈子
其实做不了多少事情，但是，你如果
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两件
属于真善美的范畴的事情，能够对人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个人价值实现
都有意义，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有
所成就。”两个女子听罢当场向他拜
师，并告知了办公司过程中遇到的种
种困难。张雪翔从资金和技术等方面
支持她们，帮助她们传承制作和推广
营销麻质画作，介绍了一些书画家给
予技艺指导。李健鹰和张双慧经营
的麻质画因此得以复活。

2018 年 1 月，李健鹰和张双慧
趁着常德市非遗一条街河街开市之
机入驻河街。同年 10 月 29 日，麻质
画作为常德文化名片，参加了为期4
天的“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
国”活动。李健鹰携带的 7幅花鸟麻
质画作品，在德国艺术名城杜塞尔
多夫市展出，获得许多德国民众的
关注和赞扬。这次参展后，麻质画声
名鹊起，前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

2020年从初春到初夏，李健鹰
都在构思和完成一幅作品——钟南
山院士。她和张双慧商议，最终选定
一幅钟南山院士表情坚毅的半身照
为蓝本，开始艺术加工创作“为苍生
而忧临危不惧”的麻质画作品，几易
其稿，终将作品完成。钟南山的坚
毅、深沉、睿智、忧思、担当等精神内
涵表现很传神。画作完成，通过社会
各界热心人士帮忙，她联系到钟南
山院士的秘书苏越明，表达了要寄
赠此画之愿望。苏越明收到作品后，
用 4 个字表达了对该画的感受：非
常震撼！至此，李健鹰才放下心来。
她感言：艺术作品要注入思想和情
感，才有灵魂，才会受到人们喜爱。

常德麻质画集百画之长，既可
以工笔白描，精细入微，也可以泼墨
写意，酣畅淋漓；可以仿刺绣、仿油
画，也可以仿国画，具有防腐、防水、
防晒、防虫、防霉变、不易龟裂、可揉
折、不褪色、可永久收藏等特点，放
置的时间越长，颜色越显得厚重古
朴。李健鹰坚守“中国麻质画”非物
质文化遗产，带领她的团队不断研
发创新，躬身麻质画 20 多年，在麻
布上描绘着诗和远方。

徐典波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
光明。”这是我一次次读一川的油画后，总挥
之不去的印象。

一川是个表现主义者，画作介乎写实与
意象之间。黑夜中的高铁，呆呆的共享单车，
古老的屋脊塔，颓废的老房间，不知名的树
林……在他笔下变得神秘莫测，有种隐隐的
莫名惆怅，是世间风物，更是人间风月——那
是诗化的表现。一川的画作不能仅用眼睛去
看，而是要用心灵去感悟。他笔触一点点刻
画，能描绘出灵魂深处的孤独、怀旧、伤感，勾
住人的眼神，直抵心灵深处。比如《夜·归》，取
材于高铁站，画面上头很大一块暗色，中间是
白色的火车，下面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可以
说是构图的需要，里面也有红色点缀，但感觉
寂寥。是心处他乡的无奈，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惆怅。老旧物件题材的表现，一川更趋向于
写实，在纷繁复杂的构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一
些矛盾的色块，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怀旧
主题。它属于共同的记忆，精神的家园，那是
从暗淡的画面中射出的一道光芒。

一川的画作也有不少明艳的，他也擅长
画风景，颜色要么极尽艳丽，要么满幅皆一
色，那是线条与色块的交响。比如他喜欢画湖
边的风景，堆积如山的自行车，茂盛的树林，
红黄蓝绿的颜色极尽绚烂，可你几乎感觉不
到轻松，画家正用手中的画笔“花非花，雾非
雾”，对现实进行观看与思考。于我这个外行
人而言，从一川的作品中能读出大胆夸张，个
性鲜明，越往深处欣赏，越能发现画家已经完
成从图式化走向精神诉求的自由表达，感悟
到作者艺术创作的坚定信念，在浮躁功利的
社会环境中，能够耐住寂寞，守住初心。

平常里，一川总是笑容可掬、温文尔雅，

根本与表现主义、孤独、忧伤挨不到边。可跟
一川交往久了，特别是听说他阴差阳错求学
画的故事、与同班同学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还知道他也留过齐肩长发、穿过破洞牛仔裤
等等，你就会了解他在艺术探索中的艰辛，更
多是不断创新的冲动。这大概是真正艺术家
的共同特征吧！

一川，本名柳一川，1978年出生于汨罗，
现工作生活在岳阳，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岳阳市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岳阳市青年美
协副主席，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在《美术》

《油画艺术》《艺海》《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等刊
物上发表，作品被国内多家美术馆、博物馆和
藏家收藏。

我和一川是汨罗同乡，我说他是汨罗人的
骄傲，他马上面带愧色：“可不敢这么说。”我说
他是低调做人、高调作画。他笑笑，那双清澈而
明亮的眼睛里充满阳光，单纯得像个孩子。

苏高宇

1938年5月26日，齐白石第七子齐
良末出生。9月，比齐白石小32岁的徐悲
鸿从近数千里之外的桂林画了一匹马寄
给齐白石，以示祝贺。在题款的时候，徐
悲鸿乐呵呵地写道：白石翁七十八岁生
子，字之曰：良末。闻极聪慧，殆尚非最幼
之子，强号之曰“末”耳。故人固无长物，
且以远方，因写《千里驹》为贺。

算是戏谑了一回。在徐悲鸿看来，您
这位忘年交都已经78岁高龄了，竟然还
能出人意料地“末”一下子，真行啊！而齐
白石呢，将这番话默念了几遍，笑笑，就
接受了徐悲鸿的玩笑。没过多久，还欣然
回赠了一本册页给徐悲鸿。

原来，齐白石以小学的学历、木匠的
出身初漂北京，许多的势利眼连正眼都
不愿瞧他一眼的时候，少数独具慧眼的

人物就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比如樊
樊山、王森然、陈师曾、林风眠、徐悲
鸿、梅兰芳等，尤以陈寅恪的哥哥陈师
曾 与 徐 悲 鸿 最 知 心 于 他 。他 60 岁 那
年，陈师曾将他的画带往日本展览，结
果竟以高出老名家吴昌硕的价格被抢
购一空。他见了陈师曾带回来的真金
实银和日本报纸追捧他的文章，便开
心得不行，写诗夸自己“海国都知老画
家”。其实呢，从他艺术的生涯来说，他
那会还实在是“老”不起来，才刚刚起
步呢。所以徐悲鸿后来说，如果齐白石
在 60 岁就走了的话，中国的画坛就没
有他这一号人物了。

遗憾的是，从日本办展回来，次年
(1923)的秋天，出生于湘西凤凰的文人
画领袖陈师曾就以 47 岁的英年过早地
离世了。虽然去世时，梁启超说“师曾的
死，乃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可真地

震了又有什么好处呢？齐白石当然是非
常伤心的，于是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又
一首的诗哭着喊着悼念年轻的恩人。

陈师曾去后，在余下的时日里，向
社会推介齐白石，就数徐悲鸿用心最苦
了。不用说，这份苦心对于生性敏感的
齐白石来说，自然是感受极深，更是铭
记于肺腑的。所以他在赠给徐悲鸿的诗
里就写道：“……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
倾胆独徐君……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
衰颜满汗淋……”又道：“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徐君。”特别是“最怜一口反万
众”，明摆着说，在当时的北京的圈里，
不认可齐白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真的
得好好感谢这位又有胸怀又有眼光的
徐悲鸿啊！

那么，既然彼此之间都莫逆到这个
份上了，偶尔玩笑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
的呢！

《装台》：

以平凡写实为人民艺术“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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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路跋涉

知己相谑

柳一川作品《夜·归》布面油画（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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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拾贝

徐悲鸿赠齐白石的国画《千里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