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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涵

《觉醒年代》之后，下一部党史献礼剧将以何种

方式与观众见面，一直颇令人期待。同为国家广电

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策划组织创作的

主题重点作品，正在热播的《大浪淘沙》与《觉醒年

代》一脉相承，但又各有千秋。

时间轴上，《大浪淘沙》承接《觉醒年代》中，陈

独秀创刊《新青年》，确认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之路

的故事线，继续讲述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

1945 年“七大”召开这 20 多年间中国共产党以改造

中国、救国救民为己任所进行的不屈不挠、艰苦卓

绝的奋斗史故事。剧作风格上，两部作品“花开两

朵，各表一枝”。用观众的话说就是：“看完《觉醒年

代》再看这个，能连贯起来。”

正面、完整呈现第一代共产党人群像

整个故事，就是一部以毛泽东为代表，陈独秀、

李大钊、董必武、何叔衡、李达、陈潭秋、王尽美、李

汉俊、邓恩铭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图鉴。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

期的一段佳话，更是百年党史的起点。《大浪淘沙》

的故事，正是从陈独秀、李大钊这对“红楼巨人”的

革命友情开始写起。党早期的核心领导人物——

毛泽东，是《大浪淘沙》的重要书写对象。从出场时

一袭长衫教育学生“公理不可丧，公权不可辱”，到

进京请愿“驱张”，再到与陈独秀的历史性会晤，《大

浪淘沙》中的毛泽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群像塑造，演员的表演能否立住，让观众入戏，

非常关键。保剑锋、成泰燊等主要演员的表演，都是

可圈可点，各有风采。扮相上，服装化妆上最大程度

还原角色原型，给了演员不少信心，表演起来，更能

说服观众。在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史重要人物的群

像描写中，1919—1945 年 20 多年间广阔历史横截面

中的重大党史事件，也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与时代的有效对话

献礼剧需要年轻化表达，是共识，也是难点。

《大浪淘沙》叙事是宏大的，主题是严肃的，审美是

年轻的，受众是宽泛的。在表达上，它做出了积极尝

试，力求实现与年轻观众的心跳共振。

与其它党史主题献礼剧不同，《大浪淘沙》的故

事，是在现代青年陈启航的讲述中展开的。整部电

视剧，其实是这位 90 后视频博主的“教学讲义”。除

以全知视角讲述这段劈波斩浪的党史故事外，他更

不时以党史学习者的视角，分享从党史重大事件中

得出的启发。某种层面上，《大浪淘沙》更像一部可

视化的党史教育学习教材。在身份上，陈启航并不

是党史的亲历者，但他提供了一个普通年轻观众便

于代入的学习者视角。在陈启航与百年前革命先烈

的双时空对话过程中，年轻观众对党史的了解更上

一层楼。党史教育的目的，潜移默化中达到了。

阵容上，保剑锋、成泰燊、海清等实力派演员担

纲主演，是《大浪淘沙》稳固熟龄电视观众的保证。

陈若轩、孟子义等青年演员的加盟，则是引流年轻

观众的有效之举。

4年 4万人的一次献礼

历时 4 年筹备，前后进行 4 次研讨会，参阅近亿

字史料，1:1 还原上海渔阳里、嘉兴红船、北京北大

红楼、新华门、延安窑洞等标志性建筑，搭建摄影

棚 3 万平方米，横跨横店、嘉兴、上海、延安多地实

景拍摄，取景地超 600 处，定制服装 5000 余件，角色

超过 500 个，群众演员达到 40000 余人次，拍摄历经

122 个工作日……《大浪淘沙》，是一部努力还原真

实党史情境的献礼之作。

在此，点赞前几集中的几处细节：陈独秀入狱，李

大钊送来毛泽东创刊的《湘江评论》，镜头带过，陈独

秀扮演者成泰燊手中的那份《湘江评论》，版面、版

头、字体，与保存下来的《湘江评论》原件基本无二。

毛泽东扮演者保剑锋的旁白：“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

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毫

末。陈君原自说过，出了实验室，即入监狱。出了监狱，

即入实验室……”一字一句，都找不出与《陈独秀之被

捕及营救》原文的出入。在陈启航还原历史的讲述中，

一些穿插画面引用了当年的真实黑白影像资料，与电

视画面两相对照，震撼力一点不输给历史纪录片。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是《大

浪淘沙》剧名的题解，也是第一代共产党人革命精

神的注释。但或许，它也是送给这部电视剧，乃至后

续党史主题献礼剧的一句格言。“井喷”的党史主题

献礼热潮之下，需要更多这样淘下来的“金品”。

伍益中

近日，革命现代京剧《向警予》在

长沙首演，收获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

赞誉——该剧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部用信仰

和青春凝成的生命绝唱，用初心垒起

的精神丰碑。

革命是文艺书写不尽的主题，不

仅仅是因为其中有激烈的矛盾冲突

和令人钦佩的英雄人物，更在于革命

所蕴含的巨大思想价值和精神力量。

《向警予》聚焦向警予人生最后一年

时光，截取了码头送别、组织女工运

动、主办党刊《长江》、驳斥法国公使、

狱中斗争等惊心动魄的片断。无论是

在江汉码头，与蔡和森达成“与反动

派枪对枪来刀对刀”的思想共识，还

是在纱厂领导女工开展“罢工罢市谈

条件，不涨工资不复还”的运动，还是

担任《长江》主编，秘密传播马列主义

进步思想，“让民众看到希望，让敌人

魄落魂惊”……都展示了向警予对革

命的信仰、对党的忠诚。为党的事业

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惟一光明惟一希

望”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是向警予

铭刻进生命的誓言。由于叛徒出卖，

向警予不幸被捕。面对法国公使陆公

德的盘问，她不卑不亢，一身正气，令

其刮目相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

刑逼供，她毫不畏惧，坚毅顽强，宁死

不屈，最后英勇就义，年仅 33 岁。

革命题材的戏曲仍对观众具有强大吸引力，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固然是原因之一，在该剧导

演、中国戏曲导演协会理事王青看来，更重要的

是“观众在欣赏戏曲中得到了红色精神的洗礼”。

这正如向警予的扮演者、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国家一级演员张璇所言：“向警予像火一样的

性格，能点亮人心中的渴望。她的执著、热情、牺

牲 ，她 的 信 仰 与 坚 定 ，让 我 们 的 灵 魂 得 到 了 洗

涤。”

戏剧打动观众的是“传情”。一部戏，情节跌

宕需要借助情的挥洒，人物刻画也需要捕捉情的

焦点。该剧除了表现她追求理想、忠于信仰的革

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外，还展示了她与蔡和森的革

命情谊及其对家人的无限眷念之情。“你……身

体好像越发虚了，这几个月不见，好像又瘦了不

少”，他们在码头依依惜别，殷殷关切。特别是当

向警予被捕在狱中时，该剧还运用蒙太奇的手

法，让她与蔡和森在舞台上隔空对唱，这不仅表

现了她生离死别之际的悲痛、视死如归的无畏，

还生动地展现了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作为

母亲，当她看到自己与孩子们的合影时，对儿女

的思念和担忧之情油然而生:“他们都好吗？博儿

会走路了吗？妮妮呢，还记得我吧？”“孩子啊，娘

和你永别阴阳两相看，永别后手难再牵情长牵，

愿我儿无灾无病无忧患，愿我儿留取正义在心。”

戏剧舞台上的向警予，既是个革命者，又是

个普通母亲。当革命母亲的超越性和平凡母亲的

普遍性通过艺术表达在舞台上交汇融合，向警予

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印刻在观众脑

中了。

如何激活革命曾经赋予我们的激情，如何寻

找信仰曾经给予我们的那种无悔，如何理解英雄

与理想，是新时代革命题材戏曲创作需要重新思

考和重新定位的。京剧《向警予》定格革命激流中

的青春之花，书写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为当前

革命题材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李辉武

我以为，罗攀先生的绘画不仅写下了他对艺术彼岸的无尽向

往，也彰显了他作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格调与文化理想。婆

娑的竹影，野逸的兰草，嬉闹的鸦雀，翔游的鱼虾，这些生机盎然的

笔墨意趣，于泛游都市商海中的罗攀而言，牵动的或许不仅是他醉

心的田园记忆，还有明心见性般的文化自省和人格锤炼意义。

罗攀，湖南安仁人氏，早年毕业于湖南省轻工业厅电大全日制

工艺美术专科班。此后数十年游走于文化艺术行业，现为湖南舵手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掌舵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你会立刻被一股强

烈的文化氛围所笼罩。案台上被染成花白的画毡，笔架上各色型号

的竹管笔，还有书架上鳞次栉比的字帖画集……这里并不像一位

企业家的办公室，而更像是一间艺术家的工作室。

曾文正公将“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八字箴言作为修身齐家的

训诫，而从罗攀工作室里的布置陈设里，暗示出某种类似的精神力

量，这种精神力量可以链接起他的个人选择与人生境遇相互依仗

的联想关系，同时也传达出罗攀在个人心性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纠

缠与坚守。

事实上是家庭氛围的熏陶埋下了罗攀钟情于艺术的种子。他

的双亲是故乡里受人尊敬的乡村教师。父亲罗萱筠是新中国成立

后湖南唯一一所艺术高校——湖南艺术师范学校（华中艺专）招收

的首批学生，与著名画家陈白一、黄铁山、朱辉、李习勤、李立、易图

境、欧阳笃才等为同学校友。在 1957 年出版的《湖南省第一届全省

美术作品展览目录》上亦可找到罗萱筠的名字。耳濡目染的他从小

便对绘画充满了兴趣。中学时代背着绿色画板，在青山古树旁，碧

波杨柳岸作画的背影业已成为他的同学发小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印

记，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更让他成为同龄人艳羡的对象。

时至今日，虽商海浮沉，依然初心不改，钟情于笔墨纸砚间点染出

的田园记忆。

“幼年时代父母单位还未分房时，罗攀一家寄居在村民刘大叔

家中，土砖砌成的农房挤着十几号人，显得有些拥挤，好在青山绿

水环绕，门前的永乐江，屋后的大山，总是能看到罗攀和孩子们下

江游泳抓鱼，上山打鸟摘果的愉快身影，儿时的花鸟鱼虾也都成为

了如今跃然在罗攀创作中的经典元素之一。”如果说每一位艺术家

都可以找到一个思维的起点，那么罗攀的创作起点就蕴藏在这段

友人撰写的文字中。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罗攀的画面里总是出

现那一尾尾活泼的鳜鱼，一只只神奇的公鸡了。

在我看来，罗攀的笔下，笔墨不能成其问题，造型也无伤大雅，

构成法则更显羁绊，最关键的是以最为直观的语言抒发出他内心

的情绪和故事，就是那种如身临其境的画面情境性。看，那几尾水

草间的鳜鱼和那群呼朋引伴的雏鸡，不正如乡间嬉闹的儿时玩伴

吗？还有那幅墨竹图，与文同墨竹里的清高文气、郑板桥墨竹里的

照壁清影相对照，显出的是一股强烈的生活气息，否则，竹根旁那

几株带着露珠的笋就不会出现在画面里了。齐白石曾说：“作画妙

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我想，从遵循内心的

性情与追求来讲，罗攀的画面意趣诚不欺世也！

革命家张闻天曾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在我

看来，罗攀的绘画和生活情境，充满了这种生活理想主义的情怀和

追求理想的现实主义色彩。这种二重奏的人生状态，造就了他这种

在商海喧嚣中向往艺术彼岸的人格造型和文化禀赋，从而让人能

在其画面笔墨里爽利地感受到他那种人生事业里的人文温度。

从画面感受罗攀的人文温度
艺苑掇英

参杨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 《悬崖之上》仍

在热映。此次“五一”档，能看到久违的国

产 谍 战 片 ，且 出 自 张 艺 谋 ，观 众 趋 之 若

鹜，好评如潮，票房大卖，一切都显得顺

理成章。

老谋子带着张译、于和伟、倪大红、

秦海璐等老戏骨，以全勇先老本子原创

故事为基础，捣鼓出这样一部新片子，当

然不乏新意，可谓“旧瓶装新酒”。从剧作

的创意、聚焦红色特工“乌特拉”行动，到

新人的推出、新晋谋女郎刘浩存与老戏骨

同台飙戏，还有就是，影片采用了章回体

结构。该片分为暗号、行动、底牌、迷局、险

棋、生死、前行七个小节，直接在银幕画面

上蓝色字体依次分段标明，惹人注目。

张艺谋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称采用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中国观众不陌生，章

回体是我们的传统。分段式的小标题给

观众一个引领、期待、暗示，也是带给观

众一个“错判”。笔者在此，不禁要问，有

必要这样“章回体”，把片子分割成一段

又一段？

《悬崖之上》整体意象就是片名，即

“悬崖”，虽然片中并没有出现悬崖的具

体画面。影片讲述的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

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

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秘密任务的故事。

影片甫一开始，因叛徒出卖，四特工从跳

伞降落之初，就已置身敌人布下的罗网。

分开行动的两组特工，一组识破假冒我

方前来接头的敌人；二组则一时被蒙蔽

与敌特结伴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而

一组二组在同列火车同一车厢碰面了，

刚刚奋力搏杀脱险的一组旋即又陷入险

境……

无论是一组张宪臣和小兰被一路追

杀，还是二组楚良和王郁被“幽禁”在老

宅子里；无论是张宪臣被捕遭严刑致幻

吐出“秘密”，还是我方卧底周乙在敌环

视下举枪朝楚良射击，情节发展波澜迭

起，步步惊心。场景的设置，镜头的转换，

节奏的把控，气氛的渲染都处理得从容

流畅，老辣到位。应该指出，故事展开本

是环环相扣，行云流水。而又将影片分为

七个段落，并逐一标识，如此一来，不是

画龙点睛，反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显而易见，银幕方才还是刀光剑影、

险象环生，霎时静音跳出“标题”分段，自

然就形成了短时间停顿，一下把正看得

“入戏”的观众拉了出来：哦，这是在看戏

呢！影片喘口气，也让观众喘口气了。这

种人为间隔的造成，无疑影响了观众的

观影体验，影片的代入和共情当然也就

打了折扣。

在笔者看来，整个这部《悬崖之上》

就一个“章回”：生死。章回体本是中国古

典小说的一种叙述方式。张艺谋此次在

银幕上“写”章回体，别开生面。但毕竟形

式得服务于内容，毕竟他是在拍电影而

不是写小说。影片结尾，任务完成，茫茫

雪原，一片曙色。周乙与小兰有这样一段

令人怦然心动的对话：“你知道乌特拉是

什么意思吗？”“俄语里是黎明的意思。”

周乙点点头。小兰：“老张最后对我说，天

亮了就好了。我们能看到天亮吗？”周乙：

“那药片呢？”小兰：“在。”周乙：“给我。我

要你活着，看到天亮！”浴血，坚韧，信仰，

希望，一切尽在其中。而在这之前跳出来

的标题“前行”，岂非多此一举？

张艺谋是不是“错判”了观众呢？导

演固然很高明，可观众也不是傻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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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运焰

夏天一日，电话铃响起，一看来号，是李潺先

生。话筒还没到耳边，那熟悉乡音就传了过来：“运

焰，我想定个时间回到家乡，搞场笔会，顺便和老朋

友聚会一下。”

彼时，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乐观，住了几个月的

医院，后虽有好转，身体还远没有恢复。更何况，天气

热得很啊，哪能逆向而行，远距离奔波呢。于是，我建

议他过一段时间再兑现吧。他答应了。一过就是两三

年，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他突然去世的噩耗。

遥望蓝天，百感交集，种种场景，浮现眼前，怎

么也拂之不去。是的，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长

期担任湖南省书协副主席的李潺来说，书法是他诸

多特长中的特长，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而这一

特长就是来源于他的少年时的首次逆行。

他读小学时，也不知从哪整来一本破烂的书法

字帖，他感到很稀奇，一个汉字还能这么写，写出来

还这么好看哪，捧着这本字帖，他舍不得放下，竟一

笔一划地照着字帖描摹起来。时间，就在他描摹中

溜走了，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还没动笔做啊。突

然他异想天开，何不就用自己的“书法”顶替作业上

交呢。第二天在课堂上老师直接点名要他站到讲台

上高高地举起双手，将书法作品打开，面对着全班

同学，老师将他作为不按要求完成作业的反面典

型。一堂课 45 分钟，他就这么地举了 40 分钟。下课

铃响起，老师对他的平生第一幅书法作品进行了点

评：“鬼画符”。他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字写好，

给老师看看，给同学们看看。一年以后，他的毛笔字

成为全年级公认的第一。

摸爬滚打，坎坎坷坷，对命运一次次冲刺，对人生

一次次逆行。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李潺终于成为湖南

省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而从“鬼画符”起步的书法作

品，也早已登上了国家级的书法报刊和杂志，也频频

获各种大奖。凭着这些硬件，他也成了湖南省书法家

协会首届常务理事，后来又当选为协会常务副主席。

1988年，他邀集书法界的同仁，搞起个“龙年书法大奖

赛”，集稿、收稿、联络、评比、颁奖，轰轰烈烈，又扎扎实

实，硬生生地把个书法界闹了个风生水起，让一大批

书法新人一个台阶上升到又一个台阶。整个大赛，耗

资 30多万元，国家没有拨过一分钱，所有参赛作者不

交纳一分钱的参赛费，全凭李潺筹集，而且所有获奖

作者还收到了一册精美的获奖作品集。作为赛事的主

持者，他却不从中揩一点油，家里的生活硬件没有一

点提升，做饭用的还是煤球炉。而煤球的来源，至少有

一部分是武冈当年与他搭过伙的穷哥们，利用来到长

沙出差的空闲，打着赤膊一个一个地做的。事隔多年，

这位老兄对我说起这事，还恨恨地说，要在他富贵以

后，去他家大吃几餐赚回来。可我却发现他从来就没

有富过，他抽的烟，都是5元钱一盒的翻盖“白沙”。

作为书法家，如果说他之前的“逆行”还与书法

有关，而他的又一次逆行，却是和书法挨不上边。他

竟然把远在天南地北的一些武冈人，或者打电话或

者写信，硬是集中到武冈，说是请大家为家乡作点

贡献，共同编一部武冈的文史集出来。当我在长沙

市定王台新华书店以 32 元钱一本的价格买到这本

名为《都梁文钞今编》的书一看，好家伙，一百多万

字的厚厚一大本，囊括了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直到

当时还健在人物，内容为诗词、楹联、散文、小说，剧

本、人物传记等等。我没有向他投过稿，但也不知他

从哪里将我在地方报刊发过的几篇民间故事搜罗

进去了，可见作为主编的他，宏观之大，微观之细。

自然，社会对这本书好评如潮，更有相关专家称，这

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部县级文史的集大成。

他对我说：“其实还是匆忙了一点，出现了一些

不应有的失误。”我说：“你何不写篇成书记，其本身

就是一篇蛮好的史料嘛。”他说：“别急，等我退休以

后再写不迟。”退休以后，他又对我说：“趁着我现在

的身体还可以，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相信他的话，更相信他的身体。想当年李潺

作为电视台记者回到武冈，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机

和器材，从云山北麓步行而上，一直拍到山顶，拍出

了一部视角独特的电视片《武冈云山》，这部片子和

另两部在武冈拍的《法相洞天》《故城记俗》电视片，

先后在湖南电视台和中央台播出。

“那次，我没有从大家惯常走的秦人古道去，而

是扛着摄像机从刺蓬窠里上去的。”多年后重游云

山，他疲惫不堪地坐在双华亭喘息着说。

李潺先生，在大限到来的时候，你怎么不一如

既往地逆行而前？除了你和我相约的那场笔会，还

有多少未完成的事在等待着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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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的李潺
翰墨飘香

罗攀作品《家乡的葡萄园》

李潺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