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一炮而红的 《军师联盟》

第二部《虎啸龙吟》将于今日在优酷

回归。

据了解， 今年 6 月，《军师联盟》

凭借全新视角的三国故事和电影级的

制作水准，赢得了流量和口碑。截至收

官，《军师联盟》优酷播放量超 60 亿，

豆瓣评分 8.1，并斩获新周刊 2017 中

国视频榜“年度热剧” 。

《军师联盟》展现的是司马懿从

一介书生到天下名臣跌宕起伏的传奇

前半生，而即将播出的《虎啸龙吟》则

以司马懿的后半生为线， 展现群雄割

据波澜壮阔的后三国时代。

凭《虎啸龙吟》的剧名就可窥见

第二部的看点： 冢虎司马懿和卧龙诸

葛亮，两大旷世奇才惺惺相惜，却又因

出于乱世而不能共容， 流传千古的最

强智斗将在这部剧中以全新视角诠

释。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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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由贵州省文化厅主办的“多

彩和鸣———大山的节日” 美术作品展在贵州

省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以“节日” 为题，突

出贵州多民族共居、节日丰富多彩等特点，展

出国画、油画、版画等 70 余件大画幅作品，展

览持续到 12月 11日，市民可前往免费参观。

贵州省文化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贵

州有苗、侗、彝、布依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 许多节日还

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

些都是贵州的瑰宝， 是外界了解贵州最好的

媒介，“节日是以‘活态’ 的方式延续着各民

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 ，是记录民族历史

进程、文化个性和精神归属的‘活化石’ 。 ”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谌宏伟介绍说，

这次参展的画家全部来自贵州本土， 大家历

时 10 个月， 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创作，有

很多优秀的大画幅作品，“大画的难度比小画

难得多，这次主题创作对大家是一次提升。 ”

另据了解， 本次展览曾于 10 月 26 日在

上海艺术宫展出， 当时就受到业界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好评。 本报记者 李韵

“多彩和鸣———大山的节日”美术作品展开幕

展览持续到 12 月 11 日， 市民可前往

贵州省美术馆免费参观

画中去看 民族节日

� 最近，一部被网友称为中国版《权力

的游戏》的网剧———《海上牧云记》横空

出世， 凭借豆瓣 8.3的高分刷新了国产巨

制的水平。网友评论，“随便挑一张剧照就

有《权力的游戏》壮观大场面的既视感，史

诗般的场景设置和道具戏服细节！ ” 作为

摄像出身的导演用了相当多的空镜头和长

镜头，令观众们感叹，“原来电视剧能拍得

这么美！ ” 但因夹杂种种冗杂礼节也令不

少观众的追剧热情大减，诟病说，“节奏太

慢！ ”

近日，《海上牧云记》 制片人梁超，表

达了自己的遗憾。

据介绍，《海上牧云记》 历时两年，拍

摄周期长达九个月，走遍新疆、象山、北京、

南京、日本进行多地实地取景，投资经费达

3亿元。 当中的“九州”是架空于任何历史

和朝代的东方玄幻。

梁超介说，《海上牧云记》的背景是小

说《九州幻想》，是由几百个作家共同打造

的一个架空世界，然后每一个人按照自己

喜好的每个种族每一个故事，比如：人族、

羽族、鲛族或者河洛等等，大家都在里面添

加故事。 “其实最早再聊《海牧》的时候，

曹盾导演已经在编织一张特别大的网，他

想让所有的观众深深地了解

‘九州世界’ ， 才能把 《海

牧》这个单独故事讲清楚。

所以剧组用比较多的回忆

和详细娓娓道来的方式来

让 大 家 更 了 解 这 个 世

界。 ”

梁超拿宫斗剧打比方

说，“因为我们的主题太大，

但如果我们拍摄的是一部宫

斗戏，那我们可以直切主题，

然后大家看互撕就行了。 但

《海上牧云记》不忽略细节，

就会给观众造成看不懂不了

解，完全不知道原因后果。 ”

实际上，《九州幻

想》世界的宏大，也是

制片人梁超的遗憾。 据

他透露，目前《海上牧云

记》 还未确定是否有续

集，“这必须根据观众的反

应，那个时候，部分观众的

诟病才有‘钥匙’ 。 ” 同时，梁

超也认为，《海上牧云记》 并不是

《九州幻想》 中最好的部分，“但这是

前提，《海上牧云记》可以让观众更清晰了

解这个虚构世界。 ”梁超也承认，如果没有

续集，那《海上牧云记》的表现方法的确有

些无法顾及所有观众的观看习惯。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海上牧云记》制片聊遭诟病的钥匙

豆瓣 8.3 分、被称为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也被诟病“节奏太慢！ ”

综艺节目中

萧敬腾罢录

近日， 萧敬腾在参与某综艺节目

录制后发布微博抱怨“用脑过度” ，面

露疲惫之态， 引发网友猜测是否因为

录制太累。 据透露，在《冒犯家族》节

目录制现场， 萧敬腾首度表态自己

“不想做雨神” ，此外还在录制期

间强行罢录。

据了解， 萧敬腾在录制中

大秀唱功，尽展“戏精”般演技

实力，还现场模仿了某些歌手

的经典唱腔，展示了自己完美

的清唱实力。期间，萧敬腾还频

频给自己加戏。 而他没想到的

是，接下来节目组为了撑够节目

时长， 自己又逼迫连唱两小时，这

让萧敬腾几度奔溃到“罢演” ，甚至

怒揪评委衣领表示“你仔细看看我萧

敬腾到底是谁” 。

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起萧

敬腾都会联想到“雨神” ，而在节目现

场，面对众人对他“走到哪儿哪就在

下雨” 的调侃，萧敬腾也首次正式回

应，表示自己拒绝被称为“雨神”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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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哲学《自性论》作者创建

的国家级 “刘清秀文化珠宝” 品

牌，现已升级形象，并开展大规模

电商实体店直销活动， 万件钻石、

翡翠超值钜献： 原价 1000 元，电

商价 333 元；原价 2000 元，电商

价 666元，以此类推。 高端翡翠价

格面议。

感激于消费者的万千虔诚，

“刘清秀” 珠宝正价钻石 8 折、正

价翡翠 6 折， 凭本报进店买满

3333 送 333、 满 6666 送 666，以

此类推！

地址：贵阳市区大十字智诚百货大

楼一楼

电话： 18108516201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金源购

物 中 心 C 座 一 楼 、

沃美影城门口(重装升级中敬请期待)

电话： 18108516301

地址： 贵阳市云岩区大营坡转盘、

贵开路口、银佳菜市场入口

电话： 0851-86765797

哲人刘清秀文化珠宝已在实体店开辟

电商广场，万件翡翠、钻石、黄金、彩金、铂

金等，抹去中间商的渠道利润，直接以电商

批发价钜献消费者。

而在贵阳大营坡旗舰店二楼，即将开

展珠宝品鉴交流会，开设心理哲学讲座。刘

先生将亲自开讲“珠宝与人生” 、“宇宙本

性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时代诉求与文

化塑造” 等激动人心的高端课题。

曾经购买或收藏的珠宝，您尽可带来

切磋鉴赏。 如果您对人生探讨饶有兴趣，对

文化理念颇有见解，尽可前来倾情互动，此

间“事物真谛和灵魂奥秘” 等的免费讲解，

将有助于您打开期盼已久的悟性之门！ 有

心者请持身份证和复印件至 “刘清秀文化

珠宝店” 预约即可，地点：贵阳市区大营坡

转盘银佳花园菜市场口， 或大十字智诚百

货大楼一楼。

传奇学者刘清秀先生 30 年艰难实践

研究著述的《自性论———事物之终极本质

与人之终极价值的寻求》， 这部 48 万字的

学术文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

版社向全国发行，论证揭示了宇宙的本体、

理性的结构、 意识主观存在的形态和人的

心理活动客观规律等重要的理论发现。 新

版再添一万八千余字的论文 “我们时代的

哲学诉求” ，内容导读：

本文从精神分析学的析辩入手， 通过

量子物理学的严谨论证， 经由历史文化学

的精要阐释， 倾情揭示了宇宙本性和人的

心理活动规律。 提出直面日常现实以践行

本体认识， 解答时代文明整体统一的哲学

诉求； 发掘中华文化真正宝藏所在之太极

自性的信仰价值，倡导“有为且有所为” 、

“人有作为品自高” 之现代知行合一的伦

理精神；相信人们能在生活实践中觉悟节

奏逾越的弹性机制或自性结构， 而由自

性弹簧的有机活力实现自我超脱和意义

圆满。

文 / 晓舟

刘清秀珠宝展、品鉴会暨心理哲学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