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大河》播完了。 这是部

在播出期间话题不断的电视剧，

尽管话题多指向演员的表演、制

作的精良，还有时代感的营造等，

且多以琐碎的花絮形式传播开

来， 但这已经是社交媒体对一部

影视剧独有的最友好的 “示爱”

方式， 它标志着剧作走出了浮皮

潦草的娱乐消费， 开始与观众建

立深层次的心灵共鸣。

哪怕放在 10 年前，《大江大

河》 也必将引起来自知识界的关注

与深度讨论。 这部剧罕见地触及到

了过去 40 年人们走过的道路，真

实，深刻，理性。 剧作如同一个长镜

头，通过创作者的不断调焦，终于使

得那 40 年，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漫

长浓缩为几天时间就可完整领略，

使得匆忙中无意看到这一电视剧的

观众，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么

多年， 原来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

《大江大河》没有让人“感恩”的意

图， 但它让人产生“今日成就与幸

福，来之不易” 的念头，心潮激荡之

后，心平气和。

《大江大河》的成功，在于

它强调了 3 个字，“向后看” 。

当所有人都在意 “向前看”“加速

跑”“时不我待” 的时候，这部剧一

反现实题材突出矛盾、 强化焦虑的

惯性手法，以刻意沉稳的节奏，对关

键词与关键节点进行重点描摹，先

让观众紧绷的神经缓和下来， 通过

剧情与人物的吸引，再度进入历史，

重返现场。

《大江大河》 是个大题材，想

要把它拍得好看， 必然要面对大

历史、真问题。 捆绑创作手脚的锁

链必然是存在的， 而它的解锁方

式很简单，只有两个字，“真诚” 。

第一集就牢牢吸引了观众， 正是

因为观众从第一组画面里， 就感

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气息。 真

诚地面对历史机遇到来时， 不同

群体因不同认知而产生的对立，

也真诚地向走过的弯路、 犯过的

错误抱有反思态度……想象中的

创作难度， 并没有在剧作上体现

出来，相反，《大江大河》却剧如

其名，给人以一种敞亮、奔放、坦

诚的观感。

格局框定好了，创作立场坚定

了， 剩下的就是填充活生生的人

物。 比起同类型电视剧，《大江大

河》 在塑造人物性格的立体性方

面，堪称丰富。 它稀有地让观众感

受到了，剧中人物就是过去时代的

真实的人，呼吸的是那个时代的空

气，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局

限，却与当下的观众，也建立有一

种看不见却切实存在的血肉联系。

我们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揪心，为他

们的奋斗与坚持热血沸腾，为不公

与狭隘愤怒，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

经历的一切，在现实中仍有存留的

影子，或多或少依然在我们的身上

上演。

优秀的现实题材剧，不能缺乏

对社会的广角呈现。 此前的一些

现实题材剧， 在切入角度上的自

我收窄，叙述技巧上的精明取舍，

使得它们只有“题材” 没有“现

实” 。 《大江大河》没有这方面的

缺憾，它的表达涵盖一切，几乎没

有死角，政治、生活、人际、人性，

等等， 在剧中都按照一定的规律

实际发生着、变化着、运转着，渴

望变得美好———这一集体愿望，成

为驱动一个复杂社会自我聚力、自

我清洁的巨大动力，不管剧情如何

发展、人物如何转变，剧作始终给

人以不灭的“希望感” ，它让人坚

信一些事物的亘古不变， 尤其是

在“怀疑” 扰人耳目的时候，它能

驱散一些或许并不存在的忧虑。

以前经常说到 “平民史诗” ，

《大江大河》的内容指标符合这一

定义。 虽然整体看来《大江大河》

先是由历史感开路， 喜欢对 “机

遇” 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但它的

表达重点仍然是“平民” 在前、“史

诗在后” 。 通俗地说，《大江大河》

还是清晰地表达出了“历史是人民

创造的” 这一价值观，在电视剧中，

对个体价值与尊严的表达，才是它

的重中之重。也正是因为如此，《大

江大河》才真正解决了“选择性失

明”“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鸵

鸟心态” 等现实虚无主义的问题，

成为一部经得起各方推敲与时间

考验的作品。

讲述改革开放 40 年的电视剧

佳作有不少，为何《大江大河》独

占鳌头？ 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了：

它在改编时的广度扩幅，在创作时

的纵深推进，在价值取向上的坚定

与朴素， 才是它被拍得好看的保

障，再加上演员的优秀表现与制作

上的精良，受欢迎便顺理成章了。

观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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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心潮激荡之后，心平气和

韩浩月

《贵州 90后诗选》

出版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百余位 90 后

诗歌作者的 《贵州 90 后诗选》 正式出

版。 该书由诗人、诗评家赵卫峰，贵州师

范大学教授颜同林主编， 诗人西楚执行

主编，并邀约了李寂荡、徐必常、姚辉等

诗歌名家进行分类点评， 集中展现黔籍

青年诗歌的创作现状。

据悉，《贵州 90 后诗选》属《21 世纪

贵州诗歌档案》书系。 该书系是贵州省新

世纪来首部全省性持续性诗歌、诗论及诗

文化资料选集工程。 书系自 2011 年启动

以来，已先后展示和介绍贵州诗人及诗歌

作品逾 300 位，陆续对新世纪以来贵州诗

歌出版、贵州诗歌研究资料、活动、评论等

进行了收集整理，对“诗乡”“代际” 等专

题进行梳理收录， 成为全国了解贵州、贵

州面向全国的诗歌文化窗口，具有文化及

学术参考价值。

（本报记者 郑文丰）

《大江大河》海报。 视觉中国 / 供图

我唤一山，山山应

———“吟唱故乡的歌” 青年版画家赵江华覃桂燕作品展侧记

本报记者 赵红薇

一幅幅黑白或彩色的木刻

作品上，苗乡侗寨、山地小溪、禾

架水车、 草木牛羊……美好如

诗， 宁静中又像在诉说着什么。

画面上，山水有情，似乎与创作

者、与观众有着心灵感应，正如

其中一幅画的标题：“我唤一

山，山山应。 ”

2018年末，从贵州大山走出

去， 在中国原创版画重镇———

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工作 10

余年的青年版画家赵江华，与

妻子覃桂燕携百余幅版画作品

回到家乡， 在贵阳美术馆举办

题为“吟唱故乡的歌” 画展。 展

览由贵阳美术馆、 贵州省美协

主办，中国·观澜版画原创产业

基地、中国版画博物馆、贵州版

画学会、 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

院承办。

无论何方 不忘来时路

与赵江华面对面，第一印象

是朴实。 尽管在沿海工作多年，

在专业上也取得了令同辈画家

艳羡的成绩， 但他与人交流却

显得有些拘谨且不善言辞，更

觉得他是靠“实力圈粉” 。 回顾

他至今不长的艺术之路， 正应

了那句 “机遇从来都是给有准

备的人” 。

赵江华生长于贵州铜仁思

南县， 那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

方。 在这里长大的他，希望用画

笔将家乡的美告诉世人。 2002

年，赵江华考入贵州民族大学美

术学院版画专业。 学院良好的氛

围，影响、感染着赵江华，他刻苦

学习，磨砺自己的技艺。 时任贵

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王

建山教授，也看到了这位年轻人

身上的艺术潜质， 对他悉心培

养。 2006 年，赵江华顺利完成了

学业，毕业创作《春临》入选第

十七届全国版画作品展。 因才华

初现，赵江华毕业后成为刚成立

的深圳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

的一员。

在基地高水准的平台上，赵

江华见识到来自全世界的版画

观念和技法，开阔了视野；与中

外版画家朝夕相处切磋技艺，拓

宽了艺术创作的维度。 他不断研

究版画的新技术、新材料，敏锐

地捕捉生活中的新气象、 新变

化，探索创新表现手法。 基地负

责人、 中国版画博物馆馆长、中

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秘书

长李康很看重这个淳朴的小伙

子，毫无保留地帮助他进行版画

创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赵江华

创作了 50 余幅版画作品。 身在

异乡，记忆中仍是家乡秀美的自

然景色、丰厚独特的民族民间文

化， 这些都是他创作的源泉，让

他获得无尽的灵感。

赵江华在版画创作上的努

力，使他渐入佳境，多次参加全

国专业大展和国际版画双年展、

三年展等重要展览，而立之年即

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内

外专业美术机构也开始收藏他

的作品。

在观澜除了版画创作上的

成果， 赵江华的另一大收获是

与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版画

系、 同在基地工作的版画家覃

桂燕认识并结为伉俪。 覃桂燕

多次随赵江华到贵州， 是贵州

版画艺术活动的常客， 她跟赵

江华一样喜欢这片土地， 是他

艺术上的知音。 此次夫妻俩带

着一双可爱的儿女回贵州办

展，一家人幸福满满。

情与景偕 吟唱故乡歌

展览吸引了众多赵江华的师

长、朋友及美术爱好者。 无论是作

品展示出的版画的魅力、 贵州的

美好， 还是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

画家优异的成绩， 都令家乡父老

赞赏而欣慰。

夫妇俩的作品都以黑白木

刻为主，题材与风格则不同。 从

赵江华的作品中，能看到贵州的

山川风物，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

情，禁不住被感染被感动；覃桂

燕的作品尺幅较小，题材多是稚

童、牛羊、溪水、花卉，有着童稚

天真的意趣、 母爱天性的温情、

抒情宁静的美好。

“江华的作品刀法钝拙 ，

情绪饱满， 语言质朴， 运用象

征寓意的手法，将山地、景物，

有机统一在画面构成中， 呈现

的刀痕、 版痕、 印痕达到冲突

性的和谐， 黑白构成和刀法线

条书写出了一幅幅动人的山地

风物画卷， 体现了对家乡高原

热土的情怀； 桂燕的木刻构成

丰富、刀法精炼，隽永清新。 常

以大块的黑色， 单纯的白色，

丰富的灰色， 构成画面， 表达

主题， 将黑白木刻的艺术语言

发挥得淋漓尽致。 ” 中国美协

版画艺委会委员、 贵州省美协

副主席王建山说。

李康特地从深圳赶来参加

这次展览 ，观展时 ，他指着赵

江华 2007 年创作的构图开阔、

色彩强烈的《侗寨印象》说，

那时候江华惯用比较写实的

手法来表现客观的风景，展示

出对画面的把控能力和较为

娴熟的绘 、刻 、印技巧 ；到了

2011 年， 其创作的 《有风掠

过》， 一改过去的艳丽色彩和

粗犷之风，采用精炼而细腻的

刀法， 排线成组的灰色调子，

表现了故乡大山的冷峻苍茫。

“从此幅作品开始， 江华展现

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大山旷

远清醇的意境之美。 他之后的

一系列作品多以三角刀刻画

微妙变化， 画面隽永清新，艺

术语言日渐凝练，把故乡的大

山大地作为创作题材，运用黑

白木刻语言来渲染大地、大山

的气概 ，单纯的诗意 ，情与景

偕，乘物以游心。 江华故乡情

怀的回归构建了他作品不俗

的品质和风格。 ”

在李康的印象中， 贵州苗乡

大山不仅赋予了赵江华艺术的灵

感，还给了他倔强的执着。“我与

江华相识共事十年， 十年没有改

变的是他苗族人的直爽与桀骜的

个性， 十年有所变化的是他艺术

创作的不斐成绩和他日渐的成熟

和稳重。 对于艺术创作他有自己

的标准和要求， 从作品之中我们

看到他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充

盈。 他在版画艺术上的才华和对

故乡的眷恋情怀， 会引领他的艺

术创作之路走得更远。 ”

离开展厅，再回头看那一幅

幅画上，山山相连，蕴含着画家

的深厚情感，又如同画家与这片

土地割不断的联系。

我唤一山，山山应。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溪咏》 赵江华

《童趣·集》 覃桂燕

关注本土文化

时讯

覃桂燕与赵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