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
议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微博用得好，产品就热卖。冯

小刚和王思聪就电影《我不是潘金

莲》的万达院线低排片率，在微博

上隔空互撕后，这部冯导新作关注

度持续攀升，上映三天票房就突破

两亿元。

不管冯小刚对万达院线的炮

轰，是不是见机行事的高明炒作，

但是“排片互撕”背后的市场隐忧，

又一次凸显无疑：企业家精神的缺

失与无端霸道任性总裁的出没。

在电影市场早已商业化的当

下，按道理冯导没有必要因为新

作在万达院线 10.9%的低排片率，

讥 讽 老 板 王 健 林 的 集 团 只 有

10.9%的情怀。毕竟电影越卖座，

院线分成越多，况且冯导还是有

一定的市场号召力的。这个道理

无论是王健林还是万达院线的高

层，心里清楚得明镜一般。万达

院线放着大钱不赚，其中定有蹊

跷。“只准华谊挖我们有敬业协议

在身的高管，不准我们有任何不

悦？”王思聪对冯小刚讽刺老爸王

健林的回击，表明低排片率果然

是商战的套路。

“排片互撕”虽然如王思聪所

言，是“两家私企的恩怨、两个公司

的事情”，但是信息量之大早已超

越了公司之间的纠葛，照出当下企

业家和市场存在的痛点：行业的影

响力越大，企业家的霸道与任性就

越大，甚至罔顾企业家精神，而监

管却常常力不从心，百度就是最典

型的例子。《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受“魏则西事件”影响从

百度排行榜上销声匿迹不到半年

的莆田系医院，又出现在了百度搜

索榜首。只是这次莆田系医院更

换了推广手段，打出“医美分期”的

招牌，以贷款美容的形式进入百度

搜索首页。

莆田系医院换个“马甲”卷土

重来，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企业家

精神之于很多企业而言，仍然是

没有及格的必修课，否则，像百度

这样的行业巨头，就不会同曾经

让自己声誉严重受损的莆田系再

度合作。当然百度可以有 N 个理

由理直气壮地为合作辩解，比如，

审 查 严 格 ，莆 田 系 整 改 了 等 等 。

然而以“魏则西事件”至今百度高

层并未道歉之事作参考，百度显

然仍未做到商业利益和企业情怀

的兼顾。

事实上，中国的大企业中，利

益与情怀不能兼顾者大有人在，央

视“3·15”晚会是最好的证明。大企

业敢对消费者傲慢，源自对市场的

垄断。规律显示，想要打破垄断，

一则需要竞争对手的出现，二则靠

监管发力。但是现实往往是，竞争

对手的培养以及监管的介入是需

要时间的，尤其是监管通常是滞后

的，这就给了一些大企业不讲情怀

去傲慢的资本。

然 而 ，不 讲 情 怀 的 大 企 业 最

终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手机电池

自燃事件上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

待的三星，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

销量退出三甲且不断下滑。这就

是“店大欺客”的结果——顾客不

断流失，监管强力介入，垄断难以

为继。

全球企业豪强的版图中，中国

企业是迅速崛起的新势力。“排片

互撕”的插曲不失为一次提醒：厚

植企业家精神，是中国企业把新势

力化为新优势的当务之急。7

□程应峰

有幅漫画，题目是：《下蛋的和

扯淡的》。闲里品味，忍俊不禁。

画中画着三只站立的公鸡，一

只下蛋的母鸡，公鸡冠冕堂皇、气宇

轩昂，在下蛋的母鸡面前说长道短，

评头品足。一曰：一头大，一头小，

不规范；一曰：没有棱，没有角，无特

色；一曰：都是白蛋，太单调。母鸡

圪蹴在窝里，不屑之余，不动声色做

着自己的事情。

想起钱钟书老先生说过的一句

话：你喜欢吃鸡蛋，未必要认识下蛋

的那只鸡。以王小波为例，其作品

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

禁，不由你不为他那天才般的幽默

所折服，因此广受欢迎。按理说，笔

下能有如此趣味之人，实在应该是

每个毛孔都哗哗往外淌着幽默感的

家伙，可据说现实生活中的王先生

却枯燥得可以。

生活中，“下蛋的不会扯淡，不

会下蛋的却能扯淡”的现象比比皆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法兰

克福在《论扯淡》一书中说，我们的

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

“有太多的人在‘扯淡’”。有一种

扯淡是自己“眼高手低”，却偏偏喜

欢臧否别人，像个手电筒，只照别

人不照自己；有一种扯淡不是说长

道短，而是曲意逢迎，看似满腔热

情为人摇旗，实则在竭尽全力给自

己脸上贴金。

法兰克福教授说了，扯淡无处

不在，扯淡本身虽不是说谎，却是真

理最大的敌人。说谎的人知道何者

为真，只是讲了假话而已。而扯淡

的人不关心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只

在乎自身利益。这种不论是非曲直

的人生态度，是扯淡的本质所在。

文坛扯淡，叶延滨先生曾说过：

“有一种文坛人物，生来就是另类英

雄，偏门先锋，虽然说没什么作品，

但一出手就极具文坛效应。指点文

坛，激扬文字，看似炒作别人，实则

醉翁之意不在酒，炒作自己而已。”

事实上，炒作有炒作的妙处，无厘头

的事情重复一百遍，也可能成为真

理。擅长炒作的人，深谙这个颠扑

不破的道理。有没有作品不重要，

重要的是，具不具备善于扯淡、长于

作秀的功夫，一旦具备了扯淡和作

秀的功夫，就像从零开始打造 blog

一样，将“微博”打造成“硕博”，将寂

寞的“个博”打造成喧哗的“名博”是

迟早的事。7

厚植企业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莆田系医院换个

“马甲”卷土重来，从一

个侧面折射着企业家

精神之于很多企业而

言，仍然是没有及格的

必修课。

下蛋和闲扯

“跑腿经济”
应是“象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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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过后，高校快递量激增，大学校园内“求代

拿”的需求成倍增长，乐于“跑腿”的学生也从中发现商

机，出现了代打热水、代取外卖等业务，甚至出现了花钱

找人代课、代点名的现象。（见11月21日中国新闻网）
“跑腿经济”是一种商业现象，本无可厚非，但我

觉得“跑腿经济”应该是“象棋经济”。象棋里有楚河

汉界，“象、士、将”等棋子须在一定的界限内运行，不

得越界，而“车、马、炮”则可飞越楚河汉界去驰骋，这

是规矩，也是制度。经商做买卖，要讲职业道德，你不

可以贩卖枪支，不可以贩毒，也不可“制假售假”，这叫

守法。同样的道理，从事高校“跑腿经济”，你可以代

买水果、代拿快递，这些都是“车、马、炮”的生意，而找

人代课、代点名，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越界”

了，往大里说是“违纪”，往小里说是“害人害己”，这就

有点“犯规”了。

对于高校的“跑腿经济”，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有

堵有疏”。所谓“堵”，就要对那些从事代课、代点名的

买卖双方，或批评，或警告，或处罚；所谓“疏”，就要鼓

励同学们在学好功课之余适当开展“实习经济”并加

以引导，比如如何让“跑腿经济”促进快递产业等，当

作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机会。3 （张传发）

“橘子地图”
体现管理智慧

最近，宁波市北仑城管手绘“橘子地图”，橘农只

要按照地图上的售卖点摆摊卖橘，就不用偷偷摸摸，

而游客拿着这些地图，买橘子也更容易找到摊位。（见
11月21日《现代金报》）

手绘橘子地图，对橘农进行引导和规范，不仅照

顾到了市民的购买需求，也考虑到了橘农的销路，更

顾及了城市秩序和交通安全等，可谓一种充满着暖

意，彰显着智慧的城市管理方法。城管和商贩的矛盾

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存在，城管和商贩斗智斗勇的“猫

鼠游戏”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不仅无法根本解决问

题，还耗费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有时候一些城管人员

甚至有粗暴执法行为，更加剧了矛盾，也容易引发伤

害事件，还让城管形象大打折扣。

城管和小贩并非“天敌”，而是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

是为了城市生活更美好。正因如此，近些年一些地方城管

部门在执法中尝试了一系列的人性化举措，比如眼神执

法、鲜花执法、微笑执法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者的紧

张和对立。但是，这些终究治标不治本，如今北仑城管通

过手绘地图，为小商小贩提供专门场所，对摆摊行为进行

规范和引导，不仅有利于规范管理，节省行政成本，也可以

实现一劳永逸，不失为一种治本之策。7 （朱丹）

一只母鸡在专心地埋头下蛋，三只公鸡却一副“专家”的做派，指手
画脚，就好像自己会下蛋且下得有规范、有特色、有花样一样。如此“纸
上谈兵”者，在现实中不乏其人。7图/朱慧卿

中岳观察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画中话

●● ●● ●●

年仅30岁即荣获第六届工笔大展金奖

师传统根脉 汲前贤秘技 呈唯美表达
“中原文化之星”宋彦军画展亮相省美术馆

中原大地，人杰地灵，书画艺术更
是深扎于这方热土。2016年 11月 19
日，“中原文化之星——宋彦军画展”在
河南省美术馆开幕,并将持续至 28日
闭幕。

群贤毕至，长辈先隐多现身；观者
如云，中原雅客皆相聚。

出席画展的嘉宾包括全国政协教科
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全书，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素萍，文化部原副部长、中
国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文章，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省政协副主席靳
绥东等，以及来自全省艺术界、长期在美
术领域潜心创作的本土画家们。

本次画展共展出 73 幅人物画作
品，大部分是宋彦军近期创作的精品力
作，也是其艺术成果在家乡父老面前的
第一次展示。

宋彦军于1976年6月生于我省驻
马店市，2006年作品《都市丽影》参加
第六届中国工笔画大展并获金奖，之后
参加的很多国家级展览，也屡次获得最
高奖。是国内70后画坛的杰出代表。
他在河南省书画院工作期间，创作了一
大批优秀的人物画作品，为河南文化艺
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由
此被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任
专职画家，创作研究员。

此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
院、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商务厅共
同主办，河南省博览事务局、河南省美术
家协会、河南省书画院联合承办。

师袭传统根脉，汲取前贤秘技
宋彦军自小酷爱绘画，四五岁时，家里的

墙上、地上，所有能找到的小纸片上，都被他画
满了小鸡、小鸭还有很多自己看到的、想象出
的花花草草，蓝天大海；上学时，更是对美术专
业情有独钟，报考艺术院校也是唯一选择。

求学时代，宋彦军考入天津美术学院，叩
开了艺术之门。

天津美术学院是一所在全国有影响的高
等美术学府，在20世纪90年代，凝聚了一批出
色的中国画家，如杨德树、白庚延、吕云所、陈
冬至、霍春阳、何家英等，形成了既重视传统又
重视深入生活的中国画教学理念。在这样的
美术教育实体以及以这个实体为中心的画家

群的培养和教育下，宋彦军得到了系统的、正
规的“学院式”教育。

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创作的教学体系，宋彦
军打下了扎实的包括线描、笔墨、色彩在内的
造型基础，也让他从老师们的身上看到时代和
时代风格的连续和变迁，画法的继承与新变，
以及艺术个性的种种不同。

宋彦军的艺术创作向自然本体与艺术本体
靠拢，使他在发展取向上极其注重内部规律与
外部形态的结合，尤其是从物象到意象的提升，
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转换，使他在承继与
接续老师艺术精神与艺术经验的基础上，确立
了自己的艺术取向。

工笔画“诗情”与“画意”唯美表达
宋彦军认为，在工笔画中，无论是人物画，

还是花鸟画，都是力求于形似。但仅仅画得像
而没有感染力也不叫艺术，作品之内弥漫的

“诗情”、氤氲的“画意”，恰恰是吸引观者驻足
的磁力、给观者带来快感的催情剂。

工笔画艺术生命的关键所在是必须有诗
意的融入，即画面构成必须有一种诗性结构，
作品本身不仅要具有很强的描写性，而且要富
有诗意性。从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萱
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到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
图》，从明代仇十洲《玉洞仙源图》到当代刘大
为的《晚风》、何家英的《秋冥》，莫不如是。

师袭传统根脉，汲取前贤秘技，宋彦军在
工笔画的创作过程中，也力争使每一幅作品都
充满“诗情画意”。为了引领观者，让观者“先

入为主”，其在作品的命名时，就力求使其“诗
意盎然”，如《异乡秋风凉》《脉脉不得语》《芙蓉
花开香满涧》《自在飞花清似梦》等，为增强观
者的“进入感”，其以个人的诗心入画，让画面
盈溢诗情，让观者体验诗意，引领其进入诗境
之地，以达到“画外有画，弦外有音”的观赏效
果。

2006年，年仅30岁的宋彦军就荣获第六
届工笔大展金奖，其在艺坛上一鸣惊人的这幅
《都市丽影》便是以一颗“以花为貌，以鸟为声，
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
秋水为姿”的诗心，努力以“青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饰”的诗情营造“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
秋之菊”的诗意，从而达到“娉娉袅袅十三余，豆
蔻梢头二月初”的诗境。

以传统的形式表现最具时代色彩的现代人物
宋彦军的工笔画多钟情于都市女性和

少数民族女性。《都市丽影》《早班车》等表
现当代都市女性的工笔画，直面生活、唱响
时代、咏颂生命、表现和谐，原生态地彰显
她们的纯净自然，开朗坦荡，格调健康；
《溢》《远山》《朝暮》《花期》等作品则定格了
少数民族女性的“纯天然、浑朴未开”的诗
意瞬间，净化心灵、超拔精神、洞达世事、思
辨人生，映照她们纯美服饰下美丽心灵和
生活体验。

“无论是都市题材还是少数民族题材，
我都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
孔子艺术理念观照现实社会生活，反映当代
民族意识。”宋彦军的思考正是沿着一脉相
承的美学思想一路而来的艺术课题——工
笔人物画面对现代的思考、工笔画的传统
文本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型，人的外仪与内
质的全面把握以及人性的开掘等问题。他
的全部努力似乎也都在印证着他的这些艺
术思考。

只有相思无尽处 春归何处 秋风动

参展作品

宋彦军在开幕式上致辞

观展者凝神驻足于每一幅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