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小刚献声《芳华》推广曲
本报讯 由冯小刚执导 、 严

歌苓编剧的电影 《芳华》 将于9
月30日全国公映 。 昨天 ， 《芳
华》 发布了改编自经典民谣 《那
些花儿》 的推广曲MV， 主演黄
轩和 “芳华六美” 共同献唱， 用
这首歌致敬闪亮的文工团岁月，
致敬曾经的芳华。 此外， 导演冯
小刚在MV中也有 “献声”。

黄轩和六位新任 “冯女郎”
身着军装， 清新演唱， 将这首歌
演绎得犹如一阵清风 ， 和影片
《芳华》 中青春明媚的文工团岁
月呼应。 惊喜的是， 本片导演冯
小刚在MV中也大方开嗓， 低沉

的嗓音唱起这首如怨如慕的婉转
民谣， 别有韵味。 冯小刚表示第
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觉得非常符
合自己拍 《芳华》 的心境， “每
个男兵心里都住了一个文工团女
兵。 部队文工团生活的这一段在
日后很多年都记忆深刻， 当脑子
里面一片黑白的时候， 唯独这一
段生活是有色彩的。” 年近六十
再来拍自己脑海中的华彩青春，
冯小刚自认会 “放大那时的美”，
而这部电影， 不仅为纪念自己曾
经的芳华岁月， 也是致敬每一个
曾在部队生活的老兵。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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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皆是生活里的普通人。
他们身份平凡， 内心丰富， 在他
们的生命故事中， 有着所有的人
欲 ， 以及由此而生的躁动 、 恐
惧、 孤独、 邪恶、 忧伤和欢喜。
他们曾因人欲而堕入无明， 内心
脆弱而阴暗， 也因欲望而洞悉人
性， 重拾智慧和良善。

受童年创伤驱使而连环杀人
的少年、 热爱剪纸和自然生灵却
不得不应对烂俗生活的山女、 身
怀 绝 技 却 深 藏 心 理 负 担 而 流
落 四 方的游侠……他们原本赤
诚， 想要为自己的未来找到新的
可能。

生活唤醒他们内心不同的生
命原型 ， 变化出不同的故事生
灵， 撰写不同的生命故事， 那便
是他们的命运。 即便他们不喜欢
自己命运的结局， 也会欣慰那些
在生命故事中曾经绽放过的人性
之美。 这， 正是贾平凹想要展现
的力量： 用心理意象寻回现代人
内心流失的珍贵。

作者： 王安忆

王安忆从自身的创作历程谈
起， 论及成长经验、 阅读积累等
对写作的深远影响， 又从类型小
说、 戏曲的结撰形式道出小说创
作的基本要义， 以工作坊的创作
实践为例指点写作入门之径。 最
后点评 《红楼梦魇》 中的观点与
张爱玲小说的共通之处， 分析张
爱玲与五四新文艺之间看似疏离
实又有所交集的复杂关系。

透过此书， 你可以从一位小
说家的话语中进一步了解小说这
种文体， 探寻小说里现实与虚构
之妙趣， 体验写作与阅读之乐。
此外还可窥见其本人的创作理念
和文学底蕴， 为解读王安忆的作
品提供了一把作者亲制的钥匙。

于彧 整理

《故事生灵》

《小说与我》

颐和园开展“南张北溥”书画

““明明星星限限价价””让让影影视视作作品品回回归归本本真真

本报讯 北京故宫6日在其官
微公告了九月即将推出的七大展
览， 不仅有赵孟頫书画精品、以
《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历代青绿
山水画特展， 还有故宫藏瑞鹿文
物特展、养心殿数字体验展等。

赵孟頫书画特展于6日开展，
将持续至12月5日。 展览将分为
两期 ， 10月下旬会更换部分展
品。 赵孟頫是元代艺坛领袖， 素
有文词高古、 书画绝伦之誉。 此
次展览， 以其书法与绘画作品为
核心， 上溯其艺术渊源， 下述其
深远影响， 将宋元以来的艺术万
象呈之于世， 以飨观者。

这些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由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辽
宁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提供， 共

计107副， 全面涵盖了赵孟頫一
生中书法、 绘画等经典作品。 行
书 《秋兴诗》 卷、 行书 《归去来
辞 》 卷 、 行书 《酒德颂 》 卷 、
《秋郊饮马图 》 卷 、 《水村图 》
卷等重要作品均将展出。

其中，《秋兴诗》 卷是当今赵
书存世最早的作品， 为其三十岁
前所作，而《水村图》卷则是其直
接开启元四家画风的代表之作。

另 一 重 磅 展 览 《 千 里 江
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则
将从9月15日起至12月14日占据
整个午门正殿及东西雁翅楼 。
《千里江山图》 是王希孟18岁时
作品， 也是唯一传世的作品， 被
誉为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 之
一 。 据介绍 ， 从新中国成立至

今， 《千里江山图》 只公开展出
过三次。 之所以深藏不露， 是因
为绘制 《千里江山图》 时， 画家
用了很多矿物质的颜料， 颜色很
厚， 历经近千年， 如今只要打开
画 卷 ， 颜 料 就 容 易 脱 落 而 损
伤 画 作原貌 ， 因此少展出也是
一种保护。

9月19日起， 戏曲馆将作为
常设专馆亮相畅音阁、 阅是楼。
畅音阁戏曲馆位于乾隆皇帝为自
己养老修建的太上皇宫中， 由畅
音阁 (戏楼)、 扮戏楼 (后台) 和
阅是楼 (观众席) 组成一个完整
的清代宫廷 “大戏院”。 此次戏
曲馆提升改造， 着力强调宫廷戏
曲的独特性， 彰显畅音阁建筑的
“大剧场” 特色。 通过新的参观

流线设计， 将扮戏楼纳入展览，
贯通三个空间， 令观众一睹剧场
全貌。

9月26日至2018年2月底在永
寿宫举行的 《故宫藏瑞鹿文物特
展 》 将 展 出 一 批 故 宫 内 有 关
“鹿” 的文物。

此外， 还将有 《茜茜公主与
匈牙利： 17—19世纪匈牙利贵族
生活展》 结束在上海的展览来到
故宫的神武门展厅， 《明代御窑
瓷器———弘治 、 正德瓷器对比
展》 在斋宫、 诚肃殿展出。 《发
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
在端门数字馆的展出将会弥补养
心殿因研究性修复而暂时关闭的
遗憾。

（中新）

《千里江山图》 仅公展过3次

花海练瑜伽

故宫将开七大展览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昨天，
颐和园举办 《风流清逸 萧疏奔
放———吉林省博物院藏 “南张北
溥” 书画特展》， 展出张大千和
溥心畬的绘画精品52件， 展览将
持续至11月10日。

展览由颐和园管理处与吉林
省博物院联合举办， 囊括了两位
名家所创作的山水、 花鸟、 人物
三大门类绘画精品 ， 充分展示
“南张北溥” 对中国传统艺术的
继承与发展。

本次展览是张大千与溥心畬
作品首次联合在皇家园林展出。

两位艺术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
代均客居于颐和园中， 映衬着园
中湖光山色， 二人常联手创作同
一幅作品。 展出的 《出则为孔明
图》， 这幅作品描绘了诸葛亮的
坐像， 线描如春蚕吐丝， 连绵不
绝。 画的右上方有张大千隶书题
“出则为孔明”， 左侧有溥心畬用
草书书写 《前出师表》 全文， 右
下方有张大千的弟子何海霞题
“门人何海霞画几席”， 也就是说
整件作品诸葛孔明是由张大千所
画， 而桌几和席子是由何海霞所
绘制。 邱勇 摄

昨天， 在延庆区四海镇， 一群热衷于户外运动的女青年在开满菊
花的山沟里即兴练起了瑜伽。 当天， 众多的城里客纷纷钻进鸟语花香
的山沟里， 品菊花茶， 观乡村民俗文化表演， 参与胎菊采摘比赛。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9月4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 发改委 、 财政部 、 商务
部、 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
《关于支持 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
政策的通知》 在电视圈内 “炸开
了锅”。 《通知》 的第三条是被
关注最多的。 其中特别提到 “严
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
准。 综艺节目、 网络剧参照电视
剧的规定执行”。

明星片酬有多高？ 相关数据
显示， 国内演员的片酬已达到了
影视剧全部成本的 50%到 80% 。
这样的比例不利于影视剧的制
作 ， 也造成影视剧过分倚重明
星， 甚至在购播环节形成唯明星
论的不良风气。 尽管影视剧制作
“唯明星是举” 是一种市场自发
行为， 但是明星薪酬一旦成为脱
缰的野马， 相应的刚性约束就有
必要跟上。

此次 “十四 条 ” 新 规 中 ，
“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
价标准。 综艺节目、 网络剧参照
电视剧的规定执行” 这一规定，
不仅是 “圈内” 关注的热点， 而
且也让 “圈外” 人眼前一亮。 毕
竟， 影视剧的繁荣在看到光鲜亮
丽的 “外表” 时， 也不能忽视其
本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化需求。

可以说 ， “十四条 ” 新规
“看到” 了问题， 关键就在于如

何让新规真正落地。 同时， 执行
“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
价标准” 必然会带来行业阵痛。
事实上， 这种 “新常态”， 对规
范电视剧制作以及规范高不可攀
的明星片酬， 都将大有裨益。 此
外， 行业的自律也相当重要。 自
觉抵制靠 “明星脸” 打造的 “超
高价” 大片， 把精力用在内容制
作上， 唯高质量是求。 唯如此，
繁荣与规范才会同伴而行。

当然， 于公众而言， 追星也
要有 “度”， 应理性看待明星阵
容与优质作品之间的关系。 对明
星的追捧不妨再谨慎些， 必须让
只追求 “颜值” 不追求质量的影
视作品没有市场。 其实， 观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 作品好不好， 他
们最有发言权， 《战狼2》 等一
批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视作品受
青睐就是最好的佐证。 要知道，
观众不买账就没有市场。

总之， “明星限价” 能够让
影视剧回归本真。 此次五部委联
合发文， 可以说是对现有问题的
精准把脉与诊治。 而要取得真正
疗效， 需要下的功夫远比字面的
表述多。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切实
履行职责 ， 加强监管 、 依法打
击 ， 让 “十四条 ” 新规真正落
地 ， 保障影视行业长期繁荣发
展， 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和审美
要求。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