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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宝山印纽工作室成立

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热播

宏大命题下不乏“烟火气”
天津交响乐团新年家乡首演

“老柴”三部曲听醉观众

“提纯”女性友谊展现美好生活
——导演沈严谈《流金岁月》创作初衷

■本报记者张帆

兄弟三人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剩下两
人只能在炕上躺着；父亲为了一头驴，竟然能
卖了亲生女儿；扶贫干部一心想当“网红”，机
车皮衣成了贫困村的一道“风景”……近期，
两部风格鲜明的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和
《江山如此多娇》正在卫视热播。前者“打怪
升级”式的叙事模式让观众欲罢不能，后者则
以轻松戏谑的轻喜剧风格打开了扶贫剧的新
视角。
《江山如此多娇》描绘了2016年至2019

年，发生在澧水市庸城县碗米溪村的一场乡
村巨变。剧中，满腔热血的年轻村支书濮泉
生（罗晋饰）与电视台记者沙鸥（袁姗姗饰）携
手，谱写一段筑梦绿水青山的扶贫故事。剧
中濮泉生的“摩托书记”形象来自于真实故
事，而他希望通过“直播带货”改善村里经济
状况的做法也引来很多年轻观众的共鸣。许
多网友表示，“《江山如此多娇》是这几年拍得
最好的扶贫剧，可看性还挺高的。”“作为农村
长大的孩子我觉得很有共鸣，就不知道城里
娃觉得怎么样？”“台词很有代入感，角色也都
太接地气了。”

《山海情》以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
行的“东西协作”扶贫为背景，讲述了宁夏西海
固地区的农民们在国家政策的帮扶下，群策群
力，努力建设新家园、走向康庄大道的故事。

自开播起不仅在东方卫视掀起了一波收视高
潮，也在全网引发热议，接地气的台词、年代感
还原、人物塑造等多个热门话题均备受关注。
“浓浓的生活情，宏大的命题之下也不乏烟火

气”，这是《山海情》播出后，收获最多的观众反
馈。全剧以展现“东西协作”扶贫下的“闽宁模
式”为创作命题，不仅阐述一个地区的物质发
展、精神发展历程，还聚焦放大了其中“人”的故
事。“我真的要向这些兢兢业业的基层扶贫干
部致敬”，正如黄轩所言，为了早日兑现“塞上江
南”的承诺，马得福的道路走得艰难而坚定，这
样一个纯粹、积极、一心扑在脱贫致富工作上
的人，正是现实中很多基层扶贫干部的缩影，
值得所有人为之鼓掌。

在近期播出的剧情中，热依扎所饰演的
李水花一直牵动着观众的心。她原本与马得
福青梅竹马，却被父亲“卖”到邻村，丈夫意外
残疾后，她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水花的
精神力量不仅能打动观众，其承载的女性能
量也是剧中“烟火气”的关键，更是现实生活
中真实的扶贫工作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
海情》正通过深挖角色的多面性和生活经历，
更多维、更接地气地讲述这片戈壁上宏大且
温情的脱贫攻坚故事。

■本报记者张帆

电视剧《流金岁月》近日收官，伴随着剧
集的落幕，对于剧中情节和人物的探讨却并
未停止：剧中的一些男性形象是否过于“美
好”？蒋南孙与朱锁锁之间的完美友谊又是
否脱离了现实？近日，该剧在京举办了研讨
会，导演沈严也表达了他的创作初衷以及对
外界评价的一些看法。

女性话题是近年影视创作中快速升
温的一个创作类型，作为创作者，都要面
对“是迎合还是引领”的命题。“我自己的
感受是既不迎合也不引领。目前这个戏
的状况我想差不多达到了我的创作初衷，
因为我总觉得目前的这些年轻观众，尤其
是女性观众，她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非常
强，我们要强势地向她们输出一些高大上
的价值观比较难。”在沈严看来，一部热播
剧，就是给予创作者一个和观众交流的机
会，“因为需要沟通，需要交流，需要坐在
一起好好地聊聊——只要我们在创作的
根源上是积极向上的，是热爱生活的，就
不怕在个别问题上触及一些毛毛糙糙的
东西。这个交流的过程是认识生活的真
谛的过程，如果把这些毛糙的东西全剪干
净，就失去了生活的感受。只要我们的主

题是热爱生活、赞美生活，只要这个根不
变，其他的都可以探讨。”
沈严还特别提到了参与拍摄主旋律

题材电视剧《功勋》的感受：“《功勋》更像
是浓郁醉人的老酒，端给观众之后让观众
品尝其中的醇厚，赞美英雄赞美祖国；《流
金岁月》则是五味杂陈的鸡尾酒，可能更
年轻化，让观众在味蕾当中体味酸甜苦
辣，再探讨生活的真谛。现在的年轻人有
极强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的文艺作品也
该提供多种多样和年轻人交流的样式。”
在谈到剧中关于女性友谊的刻画时沈严

表示：“女性之间的友谊很美好，每个女生的
心中都有一个蒋南孙或朱锁锁。按照现实主
义的拍摄方法，两个女性之间可能会产生矛
盾，之后‘失散’，但她们对彼此来说仍然非常
重要。我觉得，已经有其他作品拍出这一层
面的含义了，所以《流金岁月》没有这样设定，
没有完全展现残酷的现实。我想为她们的友
谊‘提纯’，美好、持久的友谊给她们带来了力
量，两人互相支持、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翟志鹏

今年87岁的津门老画家杜明岑是艺坛
的一棵常青树，近期，他独立创作的《山清水
秀 小康家园》与合作创作的《绿水青山小康
家园》《三春图》等新作相继完成，用画笔抒发
了一名老艺术家对党和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
艺术不变的创作激情。昨日，杜明岑接受了
本报记者采访，谈起他的新作和今后的创作
计划。

杜明岑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中
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企盼与愿景，在走进新时
代的今天，小康社会即将在中国大地实现，
这使他深感激动、感慨与欣喜，不禁拿起画
笔抒发自己的心情。其中，与多位画家集体
创作的最新作品《三春图》通过三张画从不
同角度表现了山村脱贫后欣欣向荣的繁荣
景象。杜明岑介绍，近期推出的新作主要以
他多年来游历祖国大地的所见所感为素材
创作的，其间，他看到了许多农民脱贫致富、

喜迁新居，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使
他深受触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杜明岑再

度燃起创作激情。他对记者说，在这一具有

历史意义的年份，他思绪万千，不由得想起党
带领人民一步步走过的历程，这一历程既是
光辉的，又是来之不易的。他从中激发出创
作的灵感，以一队登上井冈山接受革命教育
的当代人视角，创作了一幅新作《井冈朝
阳》。杜明岑还介绍，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牛年
新年，他正在创作以“牛”为主题的画，目前已
完成六幅。

近年来，杜明岑还创作了《津沽三百六十
行》等记录天津历史文化，《庚子战疫情——
杜明岑速写集》等记录时代热点的作品，他的
笔触始终鲜活而有生命力。他对记者说，美
术工作者的脉搏要与祖国同时跳动，他要继
续用画笔耕耘，永远为人民立传，为江山写
照，为时代放歌。

艺坛常青树又燃创作情
——访老画家杜明岑

本报讯（记者张帆）昨天，满宝山印纽工作室挂牌成立，
标志着天津印石雕刻艺术进入崭新阶段。

满宝山现为中国北方印石雕刻艺术项目非遗传承人及专
委会会长、天津市工艺美术大师，曾师从津门篆刻家兰云、书
法家董欣武、画家王然。他在石艺世界里苦耕四十余载，主攻
北派宫廷印纽，将始于战国，秦汉以后成为皇帝、皇后专有纽
式的北派宫廷“螭虎”印纽雕刻得出神入化，动感十足，再现了
宫廷奇珍的永恒魅力。

印纽也叫“印首”，是印章顶部的雕刻装饰，浓缩了雕刻、
书法、绘画等精华。近年来，中国北方印石艺术研究会在满宝
山的推广下，遵循中有改造，坚守中有创新，目前已培养近百
位学员，他们经常走进展会、社区和学校开办印石文化讲座，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满宝山的印石作品曾被作为国礼，送给
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国际友人。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昨日，天津交响乐团在
津湾大剧院上演了“柴科夫斯基芭蕾舞剧三部曲新年交响音乐
会”，以经典的芭蕾旋律为观众送来了一个美好的艺术之夜。
本场音乐会也是新年里天交为家乡观众带来的首场演出。

柴科夫斯基是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音乐家，被中国观
众昵称为“老柴”。他不但在个人作品方面建树颇丰，对舞剧音
乐的革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负盛名的舞剧代表
作当属《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这几部作品将芭蕾舞剧
音乐一举提升至交响乐的水准。

本场音乐会由天津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易娟子执棒，并邀请
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艺术家参加演出。《睡美人》中的“序曲”
“紫丁香仙女舞曲”“柔板”“圆舞曲”等片段率先为观众送来了问
候。随后上演的《胡桃夹子》中“糖果仙女舞曲”“阿拉伯舞曲”
“中国舞曲”“芦笛舞曲”等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富于童趣。最
后上演的《天鹅湖》组曲逐渐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描述天鹅湖
畔唯美动人场景的“第二幕场景”，欢快俏皮的“四小天鹅舞曲”，
及第三幕的宫廷舞蹈“西班牙舞曲”“拿波里舞曲”“玛祖卡舞曲”
等，为观众带来了百听不厌的旋律和常听常新的感受。

文化观察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继《郭论》畅销百万册之后，郭德纲
本月推出该书姊妹篇——最新随笔集《江湖》，用故事剖析人
性，同时畅谈自己浮沉多年的心得。
从无人问津的草根艺人到中国相声界的名人，郭德纲来

自江湖，也成于江湖，他对江湖、对中国式人情社会的底层逻
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汇集了郭德纲为人处世和思维
模式精髓的新书中，郭德纲煮酒论史，说尽中国式人情社会的
底层逻辑。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宋庆龄基金会第九届孙平化日本
学学术奖近期揭晓，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民主的
危机：日本“世袭政治”研究》《中、日、韩女子教育与女子学校
的考察》《平成时代（1989—2019）日本衰退的虚与实》分别获
得著作类一等奖、三等奖、鼓励奖。

作为我国日本研究领域最高奖项，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
励基金设立于1997年，每两年评审一次，奖励中国日本学人
文、社科学术领域中有突出成果、见解独到、敢于创新、勇于开
拓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此次获奖的这三部学术著作的作者
（主编）均来自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郭德纲推出新书《江湖》

■本报记者仇宇浩

以文学的方式记录脱贫攻坚、为民族复
兴书写“信史”，是中国当代文学义不容辞的
责任与担当。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
文学创作工程”图书共25部，百花文艺出版
社将其中6部《山海闽东》《金银滩》《春风染
绿红山下》《废墟上的涅槃》《江山如此多娇》
（即将出版）和《凉山热土》（即将出版）以“向
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
形式推出，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党百年
献礼。其中《金银滩》作者李春雷日前接受采
访畅谈创作。
聚焦河北省张北地区脱贫攻坚战的报告

文学《金银滩》，由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的知名作
家李春雷创作。为了写好作品，2019年 6
月，李春雷来到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
一个离丁玲当年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
暖水屯村不远的小村庄，深入田间地头和老
百姓家中进行实地采访。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业，不仅是经济上

摆脱贫困，也是广大乡村的社会变革、精神洗
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的变化和成长。只
有在创作中敏锐地捕捉这些新因素新气象，
才能以宽广的历史视野与人类视野，写出当
下时代的巨变、创作出新时代的“创业史”。
通过大量实地采访，李春雷决定以习近平
总书记曾走访过的徐海成一家为切入点，以
徐海成一家经济上和精神深处的变化为缩
影，折射出张北县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战
胜贫困的艰辛历程，“金”是致富的微型薯
“金豆豆”，“银”是致富的光伏板“银片片”，
《金银滩》的书名由此而来。李春雷希望通过
描写徐海成及其一家人内心世界的痛苦与坚
定、犹豫与自信、失望与新生，“写出新时代中
国农民的变化，写出中国农村的变化，写出中
国社会的变化，为这场空前绝后的伟大的脱
贫攻坚战留下一部真实、生动、震撼的纪实文
学作品。”

李春雷实地采访写出《金银滩》

捕捉新气象
写出新变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图书获奖

绝不会做“识时务者”
入狱后的瞿秋白，被叛徒出卖

身份暴露，正在“剿共”前线的蒋介
石认为能够让瞿秋白这样的中共重
要人物“反水”，对提升蒋某人“威
望”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将是何等的
“巨大战果”！于是“劝降”的要员一
个接一个地来到瞿秋白落难的福建
长汀游说，前后达九班人马。然而这
些人只得到了瞿秋白的这样一个回
答：“我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它的
翅膀。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也勿撕
破我的历史！”最后，说客们甚至搬出
了顾顺章(中共最危险的叛徒)如何受
到国民党“优惠待遇”来诱惑瞿秋白：
“切不当不识时务者。”

瞿秋白对此冷笑：“我是瞿秋白，
不是顾顺章！我宁愿做一个不识时务
的人，也绝不会做一个出卖灵魂的‘识
时务者’！”
不日，正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

介石收到军统呈上的报告，说瞿秋白
“思想顽固，意志坚决，无法挽回”。

“敬酒不吃吃罚酒！”气歪了脸的
蒋介石狠狠地骂了一句，随即签发了
一份处决瞿秋白的密令：就地枪决！
1935年6月18日上午，瞿秋白在

长汀中山公园用完最后一餐，挺胸昂
首，而且手里夹着香烟，边抽边往刑场
走去。一路上，时而用中文时而用俄
文高唱《国际歌》……
“瞿先生，你就真的不怕死？”押解

他的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样轻
声地问行将接受极刑的瞿秋白。
瞿秋白依然轻声笑言：“真正的共

产党人在参加革命的那天，就已经准备好
了这一天的到来。死何足挂齿！因为我
们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在中国和世界
上实现的那一天！”
“不可救药！”刽子手们听后直摇

头。行至长汀西门外罗汉岭前的一块草
坪中间，瞿秋白停了下来，然后盘足席地
而坐，向着刽子手们微笑道：“此地很
好！来吧——”刽子手们愣了一下，而后
一起举起了枪……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

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随着一阵罪恶的枪声，“中国共产党

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
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同志倒在了血泊之
中……享年36岁。

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能够成为自己
的导师和教授，对于年轻的革命者来说，
还有比这更荣幸的吗？

瞿秋白这样的老师，给“上大”青年学
生带来的革命启蒙和志气酿成，无疑是巨
大和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在南京路上
勇敢地挡在帝国主义强盗枪口前的何秉
彝，便是这样一位“上大”学生。

小榖揪儿都招了
小榖揪儿当然不想这些，一听李十

二说，立刻搓着两手问，都要嘛东西。
李十二说，嘛都行，当然是越值钱的越
好。小榖揪儿想了想，就把白家的这一
屋子瓷器说了。李十二听了一拍大腿
说，这肯定行，你先拿一件来看看。

小榖揪儿回去了，第二天就拿来一
个青花瓷的“斗笠碗”。李十二一见不
过是个小碗，也没看出好来，就给了小榖
揪儿几个大子儿。小榖揪儿的心里还有
点儿不高兴，嫌少。可东西已经拿出来
了，总不能再放回去，也就没再争竞。

当天下午，杨灯罩儿来了。杨灯罩
儿一看这青花小碗就愣住了。他虽不懂
瓷器，也能看出是个好东西，再看碗底的
款识，是明宣德年的，就知道肯定是个值
钱的东西。但让他担心的也正在这里。
北门里的这个白爷他有耳闻，知道不是
个省油的灯，倘这青花小碗真是个值大
钱的物件儿，白爷一发现丢了，肯定不会
善罢甘休，挣不挣钱先搁一边儿，真闹出
事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一想，就埋怨
李十二，不该招惹这白家的人。李十二倒
不在乎，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这个小榖
揪儿的贼心眼子比我还多，出不了事。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小榖揪儿就
变颜变色地跑来了，急着问李十二，那个
小碗儿呢。李十二这时已听杨灯罩儿说
了，知道这小碗值钱，既然已经到手了，
自然不肯再轻易拿出来，就谎称已经出
手了，卖给一个跑船儿的，这人头天晚上
已跟着一条染料船去了浙江绍兴。小榖
揪儿一听急得直跺脚，连声说，毁了毁
了，这一下事儿可要闹大了。李十二问，

怎么回事？小榖揪儿这才说，白爷有个习
惯，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来这个花厅，把他
喜欢的瓷器都拿在手上把玩一遍。可小榖
揪儿并不知道，这个青花瓷的“斗笠碗”是
白爷最心爱的东西。头天晚上，白爷吃完
了饭又来到花厅，这个小碗本来是放在一
个最显眼的地方，这时却不见了。白爷一
下就急了，问底下的人，都说没看见。白爷
上了年岁，记性不太好，又怀疑是自己放在
哪儿忘了。小榖揪儿在旁边一看，才知道
自己捅了大娄子。嘀咕了一夜，天一亮就
跑来找李十二。这时一听李十二说，东西
已经出手了，没再说话就转身走了。
但小榖揪儿这一走，并没回白家，而是

一溜烟儿地跑了。这时李十二还不知道，
小榖揪儿并没跟他说实话。他从白家出来
时，已在白爷的面前把实情都招了。前一
天小榖揪儿溜进花厅偷这青花小碗时，让
正给一盆桂花打枝的花匠看见了。当时这
花匠也没在意。后来白爷发现这青花小碗
没了，一闹起来，花匠才想起白天的事，知
道这个小碗应该是让小榖揪儿偷了。第二
天一早，就把这事告诉了白爷。白爷立刻
让人把小榖揪儿叫来。小榖揪儿提心吊胆
地一夜没睡，这时跟着来了，一看白爷的脸
色，就知道自己的事儿发了，没等问，就把
这事原原本本都说了。

17 14 岛上生孩子
后来王继才和妻子又栽种了一

批，再后来，已经记不清栽种了多少批，
栽种了多少种，栽种了多少次、多少棵
树苗了。

植树是开山岛上的一件大事，他
们每年春天都为种树犯难，这成了他们
的心病。他们不怕吃苦受累，怕的是那
一株株鲜活的小树苗长不好。他们精
心栽种上，不辞辛劳地浇水，百般呵护。
然而海风一吹，带来大量的盐分，再加上
土层浅，土壤都变成了盐碱地，稚嫩的小
树苗全部夭折，令他们十分伤心。

开山岛上的春天，是他俩和树的
春殇。 王继才说，他就是不信，人能
在岛上活下来，树怎么就活不下来！
到了第三年，一斤多的苦楝树种子撒
下去，长出一棵棵小苗，尽管最后只活
下了一棵，但王继才喜极而泣。那是
一棵苦楝树，也就是这棵苦楝树给他
们带来了喜悦与希冀……

接下来，他们又栽种下五十多棵
松树，居然也活了3棵。

一年又一年，就在这种倔强的坚
持下，王继才和妻子硬是在岩石间巴
掌大的缝隙里，先后种活了一百多棵
树，使石头岛变成了绿岛。

1987年7月8日这天，王仕花感
到肚子隐隐地疼，以为是着凉了，早早
就捂着被子睡下了，开始她还
没在意，心想离生产还有些天
呢！当她睡到半夜，就给疼醒
了，接着是一阵紧似一阵地
疼，她也没敢吭声，咬牙挺到
天亮，就有点挺不住了。王仕

花才意识到这是要临产了，她又仔细推算
了一下时间，天哪！她竟然算错了预产期，
这惊得她出了一头冷汗，看来这孩子是准
时报到了，她才不得不跟王继才说。王继
才一听，顿时就蒙了，急得团团转，捶胸顿
足。他这时候非常后悔，为什么就不坚持
让妻子早些天下岛呢！
她万万没想到会在岛上生孩子，其实，

王继才早就催她快点下岛去。可是，她放心
不下王继才，迟迟不肯下岛，结果台风不
期而至。外面狂风大作，茫茫大海，他们
想要离岛，海面上却望不见一艘船。
这时已经是7月9日上午8点钟了，王

仕花感觉到腰很酸痛，肚子开始往下坠，疼
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了。此时此刻，王仕
花还比较镇静，忍着剧烈的疼痛，吩咐丈夫
先烧一大锅开水，让他撕了些穿旧了的汗衫
背心，然后放在开水里煮一下，再把剪刀也
扔到锅里一起煮……情急之中，王继才抓起
手摇电话机给武装部打电话求救。谁都知
道，这个时候了，怎么也不可能下岛生了，

就是不刮台风也来不及了，只能在
岛上生了。得知燕尾港镇武装部
长徐正友的妻子是医务工作者，王
继才又接通了徐部长的电话，再连
线部长妻子，这就又过了一个多小
时了。王继才急得带着哭腔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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