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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根据宁波籍作家紫金陈的小
说《长夜难明》，改编而成的12
集短剧《沉默的真相》，在爱奇
艺平台的“迷雾剧场”播出，豆
瓣评分由开播时的8.8分飙升至
9.1分。

倒叙、插叙、嵌套、三线并
行、相似性转场，恰如剥洋葱，
一层层剥下去，越剥味越浓，越
让人情难自禁。如果没有这样的
叙事结构以及悬念设置，只是平
铺直叙，《沉默的真相》不可能
如此吸引人——看看现实中那些

“涉黑”新闻，比小说更残酷，
情节更跌宕起伏。

叙述一下故事情节：江潭市
平康县，支教大学生侯贵平，发
现有官商勾结，花钱“买处”、
性侵强奸女生 （女工），着手搜
集证据，招致杀身之祸，却被诬
为强奸女生后畏罪自杀。政法大
学的高才生江阳 （白宇饰），追
随爱情来到江潭市，任检察官，
意气风发。受同学李静（侯贵平
女友）的请求和女友吴爱可的鼓
励，江阳犹疑许久后，着手调查
侯贵平案，并得到法医陈明章和
警察朱伟支持。没想到的是，三
人不知不觉走入了“长夜难明”
的黑洞。江阳被诬陷索贿而坐牢
三年，朱伟丢了工作，陈明章辞
职经商。山重水复之际，三人和
江阳大学时的老师张超（已辞职
做律师），策划了“谋杀”江阳
和地铁站运尸案，引起极大关
注，一步步倒逼真相呈现，真凶露面，冤
情平反，正义实现。

江阳和侯贵平是同学，但不是挚友，
案情过去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他，本可
以不管；终究管了，发现迷雾重重，也可
以 及 时 放 手 。 但 他 选 择 了 一 条 “ 不 归
路”——女友离开了他，遭陷害身陷牢
狱，出狱后只能靠修手机生活，妻儿一次
次遭到威胁，自己则身患绝症。连一直支
持他的朱伟、陈明章，都劝过他放手，但
他终于没有放弃，终以“合谋的自杀”完
成了人生抉择。

看完全剧，产生一个强烈念头：江阳
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对此，有“平康
白雪”之誉的朱伟，对奉命追查“地铁
站运尸案”的警察严良 （廖凡饰） 说过一
段话：我也问过自己，这么做值吗？我跟
江阳，一次一次坚持下来，不为别的，就
为了心中的一口气。开始我不知道这口气

是什么，后来想明白了，是一种信念。就
为了这口气，这个信念，我和江阳互相支
撑，一路走了过来。

江阳在“自杀”前的录像中，也有一
段自白：我也问过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
值？后来我明白了，所谓的值不值，就是
当你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还有没有
遗憾。等我把这一切都做完，我就没有遗
憾了。恳请大家把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
还侯贵平一个清白，还他母亲一个公正，
还社会一个说法，还法律一个尊严。

江阳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不同，答
案自然不一样。正因如此，“江阳到底值不
值”才会成为一个问题。不管怎样，我宁
愿相信，生活中不乏江阳、朱伟这样有

“信念”的人，我同样相信，这样的人是
“稀有品种”。正因为“稀有”，越发显出江
阳他们的可贵，也显出这部作品的可贵
——为正义付出和牺牲的人，应该被光明

正大地褒扬，应该被更多人记得
和追随。

《沉默的真相》对正义如何
实现的追问，直接而残酷。两方
面的突破，尤其值得称道。

一是对权贵的批判。有权有
钱者，更有能力为非作歹，并掩
盖真相。但这些年来，我们的影
视剧，早已丧失了批判权贵的勇
气和能力。官商勾结，“财迷心
窍，精虫上脑”（剧中语），胡作
非为，违法乱纪，没什么好惊奇
的。该惊奇的是，恶行得不到揭
露 和 批 判 ， 成 了 “ 沉 默 的 真
相”。敢于揭露罪恶和黑暗，影
视剧责无旁贷，不该逃避。

二是对真情的颂扬。人如果
没了信念，只在乎个人利益，人
与人之间如果没了爱和同情，而
只是相互冷漠和侵害，个人就会
陷入无边的恐惧，为自保，即使
知道真相，也宁愿选择沉默。长
此以往，黑恶只会越发张狂，真
相只会越发沉默。《沉默的真
相》中，与秦大川、曾祥东、孙
传福、胡一浪、李建国、岳军等
黑恶势力对应的，是江阳、朱
伟、陈明章、张晓倩（《江潭晚
报》 记者，年少时曾遭权贵强
奸） 的正义群体。江阳、朱伟、
陈明章三人，为追求正义所结成
的情谊，深厚而纯粹，在物质主
义嚣张、精致的利己主义横行
的 当 下 ， 特 别 让 人 钦 佩 和 感
动。江阳出狱后，靠修手机讨
生活，陈明章一次次资助他，
真诚而无私。有个镜头，让人

心酸难忍：当初愿花 5万元买案件证据的
江阳，吃饭时丢了装有几百元钱的钱包，
朱伟、陈明章一再劝说，他依然号啕不
止。这样的英雄末路、委屈悲愤，愈见追
求正义的艰难和真挚情谊的珍贵，也愈加
拷问人心：江阳到底值不值？

我们总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
会缺席。且不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就
算迟到的正义真会到来，绝非不请自来，
而是得有人像江阳那样，付出青春、事
业、家庭甚至生命，去苦苦追寻。如果有
钱有权者沆瀣一气，本该主持正义者沉默
不语甚至为虎作伥，那么，正义从何而
来？就像朱伟所说，“我问你，严良，这件
事一个刑警不干，你指望谁来干，平头老
百姓吗。”

江阳到底值不值？电视剧给出了答
案。但消除人们的疑问，强化大众的信念，
光有一个江阳、一部电视剧，远远不够。

这样执着，值不值得？
——《沉默的真相》观后

傅红兵

作为 《我和我的祖国》
的姐妹篇，《我和我的家乡》
同样拥有一流的制作团队，
当红明星集聚。不同的是几
个 短 篇 都 采 用 了 喜 剧 的 样
式。从 《李双双》 到 《喜盈
门》《咱们的牛百岁》，喜剧
一直是农村题材的当家菜。
如何反映在扶贫攻坚背景下
农村的新貌，几位编导不约
而 同 地 想 到 了 “ 善 意 的 谎
言”这一大包袱。

《北京好人》 里的张北
京 ， 既 想 给 表 舅 动 手 术 买
单，又不愿放弃买汽车的心
愿。无奈之中想到了“冒名
顶替”的主意，让表舅用自
己的医保卡看病。这一骗术
有小效而无大用，经过一系
列 喜 剧 冲 突 ， 谎 言 终 被 揭
穿，张北京只得用买车的钱
给表舅治病，完成了他的道
德救赎。而最后的包袱则落
在了农村也开始有医保卡的
主题上，自然而不做作，夸
张而符合情理。葛优的表演
为影片增色不少。

如果说《北京好人》的谎言是“冒名
顶替”，那么《天上掉下个UFO》就是“以
假乱真”。黄渤、王宝强、王迅等一众喜
剧人，愣是把农民科技达人发明的物流飞
行器，当成不明飞行物，进行调查、取
证。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发明人也在装
糊涂。这无非是村干部为了扩大乡村知名
度，招揽旅游客源，故意以假乱真，所以
这个谎言的出发点基于善意。然而不经意
间，却把农民发明家黄大宝的另一个发明

“滚蛋”，滚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科技人
员下乡扶贫帮困已经不新鲜，编导在情节

中添加了一抹爱情的元素，似乎有点隔
生。

《最后一课》 是喜剧，却饱含泪点。
乡村教师一直受人尊敬。大家为了治好范
伟扮演的范老师的病，不惜撒了个弥天大
谎“虚拟现实”，硬是在当下布置了一个
1992年的场景，这种时空穿越，让大家欲
哭无泪，想笑也笑不出来。影片中望溪村
小学生一角由宁波籍小演员韩昊霖饰演，
他和范伟搭戏，一真一假表演，实在需要
功底。“希望工程”的“大眼睛”时代已
经过去，从贫困乡村走出的企业家、科学
家已不在少数，回想起来，还真该感谢那

些年坚守乡村的老师。希望
从乡村出来学有所成的子弟
们，不负老师的期望，实现
儿时的梦想。

在 《回乡之路》 单元
里，邓超饰演了一个从乡村
走出的成功企业家乔树林，
他倾己所有植树造林，治理
家乡沙漠，帮助村民脱贫。
影片的前半段，编导故意把
乔树林塑造成一个破产企业
家，落魄后其行为类似于骗
子和无赖。故事几经转折，
直到在乡村学校的庆典上，
编导才亮出“底牌”，让人
们知道，乔树林其实是一位
热心回报家乡的英雄。这种
艺术手法在相声里叫“三翻
四抖”。用“三翻四抖”编织包
袱，需要耐心，缺一翻、少一
抖都不行，必须先把你“骗”
得一愣一愣的，最后的包袱
才会响。不过从整个故事来
看，包袱皮还有点薄，或许是
编导尚欠火候。

沈腾的开心麻花团队，
近几年红遍喜剧舞台。在
《神笔马亮》单元中，沈腾

饰演一位文化馆美术干部，他要去农村挂
职，为了隐瞒自己的孕妇老婆（马丽扮
演），撒的谎真够大：从国内到国外，从城市
到乡村，从文化干部到乡村书记……尽管
《神笔马亮》情节设计得滴水不漏，可诚如
鲁迅所说，捣鬼有术、有效，但有限，露马脚
是迟早的事。影片最后骗局穿帮了，不过
这种甜蜜的穿帮也是皆大欢喜。

喜剧的构建方法五花八门，《我和我
的家乡》 通过“谎言”与真实的矛盾冲
突，营造喜剧效果，在谎言被逐个揭穿的
过程中，抖出诸多笑料，而观众也在笑声
中体会到更深层次的内涵。

笑声缘于“善意谎言”
——观喜剧片《我和我的家乡》

方向前

程十发的作品，赏者一眼就能认出，
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成为海派绘画中的一
座里程碑，成为“继晚清任伯年后又一位
杰出的海派人物画大师”。

程十发尤擅人物画，笔墨酣畅淋漓，
尤其是线条的表达能力，在人物画历史上
恐怕前无古人。关于中国画线条的重要
性，程先生曾经说：“中国画强调线条除
了揭示人物形象性格之外，它的本身必须
具备诗和音乐一样能诱惑人的能力。”

线条是人物画造型的主要表现手法，
人物画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中国画笔墨技法
的演进史。长沙楚墓出土的 《人物龙凤》
与 《人物御龙》 帛画是最早的人物画，作
品线条运转自如，粗细刚柔轻重结合，变
化生动。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线条
如春蚕吐丝，画家在准确、自然地表现人
物外表及姿态的
同时，又提出了

“ 传 神 ” 的 概
念，要求线条反
映出人物性格特
征和思想感情。
至唐宋，阎立本

《步辇图》、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
图》 乃至五代顾
闳中 《韩熙载夜
宴图》 等，人物
画的线条变得更
加劲挺婉转，流
畅而丰富多变，
尤其用线条刻画
人物的脸部乃至
服 饰 道 具 等 细
节，更加精致入
微。这一时期人
物画线条总体体
现了线如屈铁盘
丝，柔中有刚，
有“吴带当风”
之致。而南宋梁
楷的笔墨法极其
大胆，《泼墨仙
人图》 中仙人几
乎以水墨泼写，
写尽仙人飘逸的
神韵，而 《李白
行吟图》 则以极
其简练的线条，
寥寥数笔，勾画
出一个洒脱放达
的诗仙形象。梁
楷的线条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意”，其
风格面貌焕然一新。至清黄慎，人物画文
人大写意进入高潮，痛快淋漓的笔墨让画
坛眼睛一亮，黄慎自然也成为画坛“八
怪”之一。晚清任伯年的出现，标志着人
物画文人性与写实性达到完美境界，他的
人物画造型渗透西洋元素，线条富有节
奏，能拉出长、稳、挺、均等丰富多变的
线条，美不胜收。

程十发的出现，让暗淡已久的人物画
重现光亮。程十发在用笔、用墨、用色方
面都有标新立异之处，尤在线条的理解和
表达上进入了新境。

藏于邵洛羊艺术馆的 《共读图》 创作
于 1960 年，是画家赠给甬籍书画家、画
院同事邵洛羊先生的一件用心之作。这一
时期的程十发，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绘画风
格。画面上三个孩童聚在树下读书，旁有
小羊若干，羊儿们和树上的鸟儿好像都在
静静享受孩子们的读书声，作品人、景交
融和谐。从树叶及果实看，作品描绘的是
秋天之景，秋高气爽，喜气“羊羊”。此
作的笔墨元素主要是线、墨、色。这一时
期画家的线条特点主要表现为粗细、浓
淡、长短、曲直、枯燥等融合，线条对比
明显，如作品中人物的脸部造型及服饰等
以细线为主，衣裤以粗线为主，线条富有
墨色和节奏变化，自然流畅。

程十发的人物画明显受到“三个因
素”的影响。其一是连环画。这一点程十
发自己曾作过精彩比喻：“我每年都要花
一定时间画连环画，这是很有必要的。我
自认为这是裹小脚，既画泼墨的写意画，
又画规矩的连环画，放放收收，很有好
处。”连环画创作使得程十发的人物线条
收放结合，严谨之中富有变化。二是受民

间艺术的影响。程十发的绘画眼光放得很
远，思想也极开阔，其绘画除了受宋元诸
家以及陈洪绶、任伯年等影响外，他还向
民间艺术取经，令其笔下的线条具有稚拙
味、蓬松味、金石味，趣味盎然。三是受
其较开放的书法观和书法实践的影响。

“以书入画”历来是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
的要旨，程十发对书法的理解不同于一般
画家，他曾说：“谁不学二王，我就投他
一票。”尽管此言有些偏颇，但透露出程
十发的书法审美取向十分宽泛。我们可从
他创作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 《共读图》 题
款书法中发现一些特点：程氏书法取法秦
汉，吸收了明清书法的跌宕多姿，融入民
间简牍书法的意韵，他的书法是个“大杂
烩”。程十发也没有完全抛弃“二王”，只
是不像当时大部分书者奉“二王”为圭
臬，看不起碑学，甚至鄙视民间书法。程
十发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见多识广和“海纳

百川”。
如果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程氏作

品在稚拙、古朴中带有些清新气息，那么
到了八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在上述基础
上，多了些厚重、率真、恣肆与散淡，对
线条的把握已达到游刃有余、随心所欲的
境界。

《牧牛图》 为程老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
佳作，题款信息量很大：“此画稿廿年前
旧物，友人获此，嘱余补色，庚辰秋仲，
程十发记于釜书屋，年已八十矣。”画家
选取人物、水牛、水草、野花、白鹭等作
为表现题材，除一些粗细、浓淡、枯润的
线条外，又增加了破散蓬松的线条，似线
非线，似形非形，恰好达到了画家想要追
求的效果。画家善用枯笔，断断续续，有
形断意连之感，拙味、古味、金石味、稚
味全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别“轻
松”的线条，如牧羊女手中的牛鞭，鞭上的
那根线既虚又实，既轻且松，速度极快，几
乎用枯笔破锋，在快速拉动中自然形成了
几根由于破锋引出的细线，如神来之笔。这
件由程十发画稿进化而成的作品，充分展
现了中国画线条的变化和魅力。

上世纪 80 年代是程十发艺术创作的
鼎盛期，精品佳作迭出。创作于辛酉初夏的

《范蠡与西施》可以说是程老“线条游戏”中
的杰作。整个画面除两个人物、衣饰及穿梭
于树林的鸟稍施墨彩外，其余占据大篇幅
画面的树林由富于变化的线条交织而成，
密密麻麻的线犹如流动的线的交响，奏出
一曲浪漫而动人的“才子佳人曲”。

当代岭南派人物画大家林墉如此赞美
这位海派人物画大家：“对于程十发而
言，有什么画不得？有什么画不出？有什
么不可画？有什么不能画？都不！”

程十发的“线”
——从《共读图》到《牧牛图》

程十发 （1921-2007），名

潼，上海金山人，生前为上海

中国画院院长，现代海派画坛

巨匠，宁波邵洛羊艺术馆藏有

其佳作。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程十发《牧牛图》 （方向前 供图）

《我和我的家乡》之《回乡之路》剧照

《沉默的真相》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