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年终，从各大卫视到

视频纷纷召开招商大会，2018

年荧屏与视频即将上演的剧

集揭开面纱，记者发现，其中

现象级题材、现实题材、大男

主等关键词引人关注。

关键词：“大女

主”之争

大卡司 + 现象级题材未必

“赢天下”

从各家曝光的片单来看，

大剧比拼明年还要看 《如

懿传》《赢天下》《凰

权·弈天下》之争。“头

部剧” 的标配是：大卡

司 + 现象级题材，但

看起来还是 “大女

主”之争。该类型明年

还有不少大部头，比如

汤唯的《大明皇妃》、陈

乔恩、 陈晓的 《独孤皇

后》、杨幂、阮经天的《扶

摇》等。 这也凸显出大剧对

于明星阵容和话题流量的依

赖。 周迅搭档霍建华的《如

懿传》从曝光的片花与剧照

来看，大剧品相婉约淡雅。而

范冰冰霸气出演的 《赢天

下》耗资 5亿，是由《武媚娘

传奇》原班人马打造的权谋

蜕变史， 还没播出就话题十

足。但“大女主套路戏”套路

相同、人设相似，观众已经看

腻了。 ” 新剧若还是这个套

路，很难说观众还会买账。

关键词：现实题材

受期待

一线男星纷纷“扛把子”

最近荧屏上，胡歌回归职

场、张嘉译演医生、林永健化

身媒体人，一线男星纷纷扛起

荧屏看点。 2018 年待播剧集

中， 在现实题材的大旗下，云

集陈道明、陈宝国、张嘉译、吴

秀波等一线国剧男星搭配高

颜值花旦，有望实现话题与口

碑的双期待。 杨幂、黄子韬的

《谈判官》、黄磊搭档《小别

离》 原班人马打造的 《小欢

喜》，聚焦高考备战时期的中

国家庭；黄轩、Angelababy 主

演的《创业时代》，将聚焦互

联网创业，描写码农的生活与

爱情； 靳东和江疏影组对子，

以 《恋爱先生》 透视都市爱

情；吴秀波除《军师联盟 2》

之外， 与 Angelababy 合作的

《欲望之城》也将登陆，聚焦

都市伦理题材。

2018 年将会有更多电影

咖回归电视剧。除了周迅将以

《如懿传》打头阵，汤唯也宣

布加盟 《大明皇妃孙若微

传》、陈思诚、佟丽娅主演民

国题材《远大前程》。 而陈坤

也会贡献两部电视剧作品，除

他与同为电影咖的倪妮合作

主演的古装戏 《凰权·弈天

下》之外，另一部就是谍战剧

《脱身》。

此外，还有任嘉伦的《秋

蝉》、陈学冬的《乱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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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贵州著名艺术家

陈启基先生在贵阳美术馆展出的

“时光拼贴的个体———陈启基

1967-2017 艺术之路” 作品展，一

经展出就吸引了圈内外的关注。

开展当天，蒲国昌、董克俊、

向光、尹光中等老前辈，以及中青

年画家曹力、董重，来自重庆的评

论家王林和评论家张建建等人出

席了研讨会， 就陈启基作品的启

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

重量级人物济济一堂

贵阳美术馆的一楼大厅旁，

来自艺术界的几十位 “重量级”

人物济济一堂， 他们都是被陈启

基先生的艺术魅力感召而来。 尤

其是年过八十的几位老先生，在

家属的陪同下亲临现场， 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

画家曹力首先发言，他说“启

基的画平时都堆在一起， 现场呈

现出来，感受真的不一样。 ”

尹光中等画家共有的感触

是，看了陈启基的作品之后，认为

应该被那些著名的博物馆收藏陈

列，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品。

张建建说， 陈启基对新的表

现方式是很敏感的。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行为艺术， 到综合材料

的运用，一直是走在艺术的前沿。

“幺哥虽然受外界影响，但他没有

简单临摹， 而是回到自己非常真

实的内心上面。 ”

陈启基被圈内同辈人或者晚

辈称为“幺哥” 。 平易近人的他无

论老少都会一样地善待。 正因如

此， 很多画家对他的艺术造诣和

人品发自内心地推崇。

评论家张建建说， 自己多年

前写过文章批评陈启基， 但对方

一点不生气。 这一次仔细看了幺

哥的作品，深切地感受到，他最大

的魅力在于“草根性” 。 那些用综

合材料制作的作品， 透着一股纯

真，代表着他自己。 “幺哥的人格

像青苔，不是乔木和大树。 他是非

常低视角的， 作品也是人格直观

的投射。 ”

幺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真

诚，也是最打动人之处。 画家尹光

中说，今天的作品感动我，第一就

在于真。 “真诚不是表面，而是作

品在闪光。 陈启基值得年轻艺术

家学习的是， 探索如何从身边材

料发现它的美……我们今天的艺

术家不要只关心那几笔颜色，要

以个人的艺术观念涉及别人没提

到的东西。 ”

话题聚焦艺术氛围

在现场， 因为对陈启基多年

埋头作画、不为“市场” 动摇的精

神所感动，不少画家针对重拾“艺

术与生存” 的矛盾进行讨论，也为

曾经在全国美术界引起轰动的几

次“贵州现象” 日渐式微感到遗

憾。

画家尹光中说， 看到陈启基

的作品，觉得非常感动。 他回忆起

年轻时和几位同好在老贵阳团结

巷家门口的梧桐树下聊艺术的情

景。 “当时资料有限，所以很少受

到外界的影响， 在反复热烈的讨

论中， 很多我们自己的观点就留

下来了。 ” 他认为，恢复讨论艺

术的氛围，对个人、社会乃至

国家的文化自信，都是大有

裨益的。

“城市零件” 创始人

董重认为， 年轻的艺术家

在对艺术的态度上， 不如

老一辈的那种执着和单纯。

虽然有生存问题，但讨论太

多都没意义。“贵州的艺术家

不需要太悲壮，积极一点。 ”

来自重庆的评论家王林说，

“我很赞成艺术家不光是生活

在艺术的兴趣当中，还要生活在

谈论、 言说和艺术的氛围当

中。 ” 他说，艺术的乐趣在于和

各种反艺术的势力博弈。王林表

示，中国当代艺术史一定少不了

贵州人，但是贵州的艺术家不能

等待别人的救赎，“关键是形成

自己的智慧， 智慧才能得到共

享。 ”

本次 “时光拼贴的个体———

陈启基 1967-2017 艺术之路” 展

览将会持续至 11月 15日。

陈启基画展

引美术界热议

本报记者 李韵

1946年生于贵州石

阡。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贵阳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代

表作品有：《边缘 - 镜像》《对山

集》。

作品曾在成都参加 《贵阳叙

事———长征中的城市零件》 展；在

威尼斯，参加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

展大型平型展以及《中国独立

艺术展： 未曾呈现的声

音》

曾经因为一首《水手》

而火遍华语圈的歌手郑智

化可谓是一代人的精神偶

像，他创作的音乐和不平凡

的人生经历鼓舞着许多人。

近日，隐退几年后再复出的

郑智化参与了江苏卫视音

乐节目《不凡的改变》的录

制，经典作品《水手》《星

星点灯》等被改编翻唱。

隐退几年后再复出的郑

智化，在节目录制中被问及为

何在事业巅峰期淡出歌坛，他

表示主要是因为有了女儿，不

太想让女儿知道爸爸以前唱

过歌，犀利地称“看不起这个

行业” 。 有些消极的态度似乎

和认知当中那个正能量满满

的“励志歌手” 有些不一样，

郑智化自己则表示并不接受

这个标签， 有点苦涩地说道：

“腿都这个样子了， 能不励志

吗？ ”此外，节目中，郑智化还

透露《别哭，我最爱的人》这

首歌是自己“最爱但最不喜欢

听到的一首歌” ， 因为是自己

17岁时写下的遗书。“是否记

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

来过……” 歌词句句戳心，催

泪全场。

《不凡的改变》

郑智化复出催泪全场

本报记者 胡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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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启

基

作

品

初雪

陈启基在作画

郑智化

“时光拼贴的个体”亮相贵阳美术馆

卡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