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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历经数百年
乃至上千年的书画流传
至今，由于自然或人为原
因，多数已出现不同程度
的破损，轻则影响保存和
观赏，重则直接危害书画
存亡。对这些产生病害
的古书画进行保护、修
复，是博物院文物保护的
一项重要工作，而这些为
古旧书画“续命”的技术
人员被称为“画郎中”。

这些神秘的“画郎
中”有着如何的日常？他
们又是如何“妙手回春”，
让古书画重焕生机的？
正在河南博物院举行的
首届文物保护成果展（书
画展），让文物爱好者有
机会现场感受“画郎中”
们的修复技艺。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
工序叫托画芯，这是书画
修复的一道必备，也是非
常关键的工序。”在博物
院东配楼展厅，一位文物
修复师为参展观众现场
演示。只见他将一幅画
作平铺在桌子上，用一把
排刷小心翼翼地将小盆
内的白色液体均匀地涂
在画作背面，“正在涂的
是稀释后的糨糊，就是最
原始的小麦淀粉糨糊。
因为这种材料最大的特
点就是可逆性。”他边演
示边介绍，古书画通常已

经装裱过，有的经过数次
修复和装裱。对于破损
严重的书画修复时需要
将原有的装裱揭去。“书
画性命，全关于揭，尤其
是在揭去托画芯的那一
层，更要小心谨慎，因为
这一层关乎整个画作的

‘命’，所以我们也叫它
‘命纸’。因此我们必须
要做到所有的黏合材料
都具备可逆性，以便于若
干年后需要再次揭‘命
纸’时，不至于破坏画
芯。”

接着，文物修复师将
一张全新的白色宣纸覆
盖在已被完全涂湿的画
作背面，又在画作的四边
用宣纸条再次加固，并用
糨糊再次将整幅画作涂
湿。“等它自然风干，整个
托画芯就算完成了。”

据河南博物院书画
修复室负责人、副研究员
曹晋向记者介绍，托画芯
仅仅是复杂的书画修复
中的一步，一幅古书画要
想重获新生，需要经历一
系列极其精细且繁琐的
工序。此次展出的117幅
书画文物，是文物修复师
们共同努力了18个月的
成果。这是河南省首次
将书画修复技艺展示给
公众。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1月13日。

本报讯 1月3日，由
河南·罗汉自在堂主办的

“刹那芳华”——迎新春
中国画五人作品展暨
2019少林画僧释延达书
画精品展将在古色古香
的罗汉自在堂闭幕。

本次书画展展出 3
天，共展出中国当代著名
画家王学俊、少林画僧释
延达、河南省书画院特聘
画家付万全、中国美院中
国画花鸟高研班班主任
段晨光、中国国美院中国
画系申浩五位书画家的

百余幅作品。
据释延达介绍，之所

以将此次画展取名为“刹
那芳华”，是因为每个人
的人生之于宇宙，都仿佛
是一刹那这么短暂。不
过如何将这“一刹那”变
为个人的永恒与纪念，值
得每一个人细细品味。

本次画展也是释延达
法师个人书画展的第 9
站，元旦开幕，意在新岁之
初，以雅致的书画艺术为
媒，向广大艺术爱好者致
以别具匠心的新春祝福。

本报讯 1 月 18日，
一场热热闹闹的贫困村
广场舞大赛将在济源举
行，59个贫困村涉及的8
个镇均选派2支代表队参
加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从济源市体育局了
解到，开展本次贫困村广
场舞比赛，旨在掀起健身
热潮，为贫困村搭建起交

流平台。本次活动负责
人告诉记者：“通过在贫
困村举办广场舞，盘活当
地的体育元素，打造自己
的特色品牌，将劣势变优
势，蹚出一条产业脱贫的
新路。同时，‘体育+旅
游’的活动可以引来大批
游客，盘活食宿等一条龙
服务，可直接撬动贫困人
口的增收和就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作为时代“亲历者”
更要“抠细节”

《大江大河》由导演孔笙
和黄伟联合执导。孔笙执导
的《北平无战事》《琅琊榜》等
被称为经典。黄伟凭借电视
剧《白鹿原》斩获“白玉兰奖”
最佳摄影。两人拍摄之初就
定了调：用最朴实、最真实的
一种表现手法去阐述。他们
有分工也有交叉，“在各自的
空间里再去对每一段戏有不
同的阐述，这恰恰能带给这部
戏一个既比较和谐又有所不
同的一种气质”。

孔笙是出了名的“细节
控”，由于故事时间跨度大，如
何还原时代质感、营造真实的
情境是需要面对的难题。“因
为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们
这一代人还有些清晰的记忆，
所以都是带着一种情感、致敬
的心情去拍摄。”孔笙感慨，这
个戏比较烧钱，很多的场景都
是找不到的，村子是重新搭建
的，大厂房里搭建了家、办公
室、会议室。

除了场景，道具和服装的
要求也很高。饰演宋运萍的
童瑶回忆，连女演员扎头发的
皮筋样式、怎么扣扣子等细节
导演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细
枝末节为何都要揪住细抠？
孔笙说：“拍现实主义题材的
剧，如果不像那个年代，真实
性就会打折，细节可能比编织
一个特别的情节还要起作用，
因为它会很感人。”

《大江大河》启用了变形
宽银幕镜头，画面可以承载更
多的信息量，更好还原年代氛

围并刻画细节。

创作要“以情感人”
相信观众的审美

对于年轻观众喜爱上这
部厚重的主旋律作品，孔笙并
不感到意外。

在他看来，不同的类型题
材也有着共通的创作方法，

“我觉得在创作方法上和创作
过程中，追求的东西是相同
的，并没有特意地把它区分题
材类型。人物的真实性、情感
的真实性，都很重要”。

《大江大河》因为人物关系
线多、矛盾复杂多变，“小雷家
村”线和金州长线剧情烧脑。

黄伟坦承：“我们想表达
的并不是明争暗斗或者尔虞
我诈，其实是在那个时期不同
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工
厂里所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
不同，我觉得不存在斗争，只
不过可能出发角度不同。”

导演也希望借助改革先
行者们的奋斗历程，对当下的
年轻人有所触动、有所启发。

“宋运辉的经历其实对现在的
年轻人有一定的意义的，我觉
得那个年代年轻人他的矢志
不移、他的坚韧不拔，其实是
对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都可
以有参照的地方吧。”

“我们一直是相信观众
的审美。”孔笙认为追求艺术
价值与兼顾观众审美其实并
不矛盾，“我们是想往好里去
做一点，但其实不是做‘阳春
白雪’，我们也是希望做得更
大众一些，但是希望在大众
的基础上往高要求、高标准

里做一点。”

王凯用细腻表演
赋予人物深刻内涵

孔笙透露选角遵循的标
准：“首先是合适，要有合适的
外形、合适的形象；第二是态
度，喜欢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
样一个作品，能认真去做，我
觉得我们在选择演员上还是
成功的。”

王凯和杨烁都与孔笙导
演合作过多次，孔笙直言：“王
凯这次的细腻确实让我没有
想到。”最开始孔笙认为宋运
辉的性格设定相对起伏小，没
想到王凯用自己细腻丰富的
表演，赋予了人物成长更深刻
的内涵。

杨烁曾评价孔笙是“他演
艺事业上的父亲”，在孔笙的
印象里“他就是那种比较像个
复员军人那样雷厉风行的样
子”。除了形象相似，孔笙称
赞杨烁在表演上也“完成得确
实很好”，据导演透露杨烁为
了出演雷东宝“还给自己加一
个小胖肚子放在里边，因为他
觉得自己不够胖”。

饰演杨巡的董子健是第
一次出演电视剧，黄伟评价
说：“他很聪明，他刚到剧组时
有一些紧张，主要因为拍电影
和拍电视剧在现场操作上不
太一样，孔导给了他很多的鼓
励。”后来董子健“演得真是非
常好，当然这还是跟他自身的
努力分不开的”。

据悉，《大江大河》第二部
的剧本正在紧锣密鼓地创作，
第二部将由黄伟独立执导。

《《大江大河大江大河》》
为何能老少通吃为何能老少通吃？？

刚刚过去的2018年，《大江大河》以豆瓣8.9的最高评分被誉为“2018年度剧王”，
也让北京卫视夺得同时段收视冠军，并成功将热度延续到了2019年。虽然讲述的是改
革开放初期那一批人，但电视剧并没有让两代人产生隔阂，许多90后和00后陪爸妈看
得津津有味。有网友评价：“《大江大河》不只是回顾，更是拍给有想法的年轻人。”

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缘何收视与口碑双赢？作为年代戏的现实题材又如何做到老少
通吃？近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导演孔笙、黄伟进行了立体剖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妙手回春
河南“画郎中”让古书画重获新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刹那芳华
迎新春中国画五人作品展今日闭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以舞“扶贫”
贫困村广场舞大赛将开幕

用最朴实、最真实的表现手法还原历史

孔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