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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枚琼

此时， 我正神驰于
王立人先生的巨幅国画
《清气满乾坤》 里， 浑
然不觉滴滴冷雨在急骤
地拍打着窗棂。

二十四番花信之首
的梅花， 冰枝嫩绿， 疏
影清雅， 花色美秀， 幽
香宜人 ， 花期独早 。
“万花敢向雪中出， 一
树独先天下春。” 多少
年来， 上自显达， 下至
布衣， 对梅花深爱有加
者何其众， 王立人痴情
于画梅， 我想， 究其
实， 不正是他精神世界
里的一份崇高的追求

吗？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 王

立人手握画笔， 凝神而立， 瘦癯的脸上
写着坚毅的表情， 两道目光奕奕如炬，
沉思片刻， 即在宣纸上笔走龙蛇， 一枝
超凡脱俗的梅花从笔端跃然纸上。 一朵
朵五彩缤纷的小花， 白的像雪， 红的似
火， 黄的赛金， 在寒风中翩翩起舞。 一
股香气不禁迎面扑来， 馨香阵阵， 淡雅

清新， 顿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王立人的笔墨传意洒脱自如， 心无

羁绊， 构图匠心独运， 用心良苦， 优雅
的意境彰显出文人画浓郁的气息。 古人
画梅， 常以梅的冷傲孤芳来表示自己远
离世俗的人格， 王立人的代表作 《白梅》
中有这样的题识： “独立孤芳已不是当
今社会常见之现象， 而是结成集团壮大
力量， 而梅花， 余也认为一样。” 这是立
人之于梅的独特理解。 他的画面， 多是
一丛一丛的梅， 梅的林子， 开成一片花
的海洋， 热烈明丽， 生机勃勃。 从画中，
分明可以读出斯人热爱生活， 融入时代，
释放内心的眷眷情怀。

立人先生一辈子都从事着诲人不倦
的事业， 从不讳言当下人心不古的世风，
譬如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譬如价值
观的偏离、诚信的缺失等等，难免为之叹
息，为之愤慨，更省悟出艺术家肩上的那
份沉甸甸的担当。 所以，他总希望自己笔
下的梅花能向世人传递着一种绵绵无尽
的力量，用一种激荡风雪的呼喊，以一种
傲然冰寒的屹立，试图唤醒、唤回那些已
然消逝和正在一点点地远去的宝贵事物。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
坤。”

“天地之间清气在。” 王立人先生坚
信着。 我们也有理由一起坚信着。

李韵帷

看近年来的国产喜剧， 一大特点就
是堆段子。 段子有错么———并没有。 依
靠对白制造效果， 应该是最省钱的喜剧
手段。 但省钱并不代表廉价。

上世纪90年代最经典的情景喜剧之
一， 《编辑部的故事》， 奉献出成吨金
句。

葛优： 你说咱长这么大容易吗。 说
别人我不敢说， 反正我是真不容易。

张国立： 势利眼、 冷脸子、 闲言碎
语、 指桑骂槐； 好了遭人嫉妒， 差了让
人瞧不起； 走在前头挨闷棍， 走在后头
全没份儿； 这也叫活着， 纯粹是练他妈
一辈子轻功。

说这话， 两人表情始终凝重。 一本
正经自嘲。 好台词， 一句顶十句。 语言
上抖机灵， 只是基本功。

还有一种喜剧， 是仿戏但多数与故
事没啥关系。 《2012喜上加喜》 揶揄了
《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女孩》。 台词， 动
作， 拍摄机位丝毫未改。 也仅止于山寨，
甚至有抄袭嫌疑。 成功的戏仿， 是在模
仿中产生新的意义。

卓别林代表作 《大独裁者》， 全片都
在戏仿一个人———希特勒。 电影灵感来
自1935年的纳粹宣传片 《意志的胜利》。
《大独裁者》 中， 卓别林以合理化的戏
仿， 消解权威。 比如， 大独裁者辛格尔
演讲时， 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却试
图把话筒掰弯。 讽刺纳粹的洗脑言论。
两大独裁者 （暗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见面， 不断伸出右臂敬礼， 停不下来。
讽刺纳粹的敬手礼。 尽管将希特勒塑造
成影史上最大的丑角之一， 甚至在德国
被禁， 但据说连希特勒本人也忍不住看
了两遍。 这就是喜剧的力量。

段子， 戏仿， 更多依赖于语言、 动
作。 想更进一步引人笑， 那就要学会制

造反差。 以出其不意的反转， 让你哈哈
哈。

找个汉子扮娘娘腔是最无聊的一种
了。 要说演得最出神入化的， 要数陈佩
斯了。 看其巅峰作 《警察与小偷》 就明
白了。

陈佩斯是一个小偷， 他穿上警察的
衣服， 为正行窃的同伴看门。 这时， 一
个真警察 （朱时茂饰） 走过来。 于是，
真警察和装扮成警察的小偷， “自说自
话” 地聊起来。 他们说的都不是一回事，
又偏偏对答如流。 陈佩斯说他在劳改所
待过。 朱时茂以为他是那的狱警。

警： 你们在劳改农场一定很辛苦吧。
偷： 可不是嘛， 真得干活。
警： 啊？ 你们也干活？
偷： 谁跑得了啊！
人物越囧， 看明白了的观众越乐。

最要命是， 小偷竟然渐渐入了戏， 真把
自己当成警察。 指挥交通， 扶盲女孩过
马路……

陈佩斯有段话说得好： “窘境是所
有人都有的。 利用自身残缺、 错误思想、
错误意志都是窘境。 喜剧的技术就是让
人陷入窘境， 再解脱出来。” 当然， 喜剧
手法何其多， 还有重复， 巧合……不一
而足。 一部优秀的喜剧， 一定是集大成
者。

抛开三观争议， 《夏洛特烦恼》 是
近年被观众褒贬不一的国产喜剧之一。
最近， 沈腾和马丽拍的 《夏洛特烦恼》
番外篇。 我不想再看这个番外了。 原因
只有一个， 我不想被人“胳肢” 着笑。

叶光寒

我开在湘西南的失眠里
受云的邀请和你搀扶在

一棵疼痛的树下挡雨
到处都是玻璃和剑交锋

的视听
我无法保证你归来时我

的双亲还在村口踮脚眺望
冒烟的痉挛比思念会表

达 ， 比如这里的伤口已被
天蓝打扰

即使笑得勉强， 花香闻
起来依旧

触动了心底的伤口
有无边的一束目光盈盈

一水间
她把双眸伸进我的疼痛

里
寂寞成玫瑰的风度， 姿

势越来越蹒跚
但太阳永不泯灭树的目

光
犹如你从不忘却月的情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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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
为什么不好笑

诗情画意

原乡的花开了

花语 叶光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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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平

2009年， 向彬在我的推荐下以论文
《我国古代学校书法教育研究》 参加博士
学位论文答辩， 顺利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博
士学位。 后来， 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
了 《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 一书， 并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今年， 在
他从山东聊城大学调入中南大学工作一年
之际， 《向彬诗书画作品集》 的稿本又放
到我的书案上， 这使我感到欣喜异常。

对书法的挚爱使向彬不同于其他的博
士生。 我每次给他们上课时， 他都会带几
件自己的书法作品， 让我给他一些建议，
而且几乎每次我都能看到他的诗作。 我很
喜欢他以诗言志、 借书法传情的艺术表
现。 “清风入牖墨微香， 暗引心潮闹画堂。
写罢诗书还自赏， 夜阑何处寄疏狂？” “诗
书作伴似闲人， 铁砚消磨忘苦辛。 窗外风
声全不问， 任他秋雨洗嚣尘。” 能够全身心
地投入对于美的追求与创造， 不觉辛苦，
反感甘甜， 这的确只有真正崇尚艺术的人
才能有幸登临的境界。

向彬的字主要以小楷、 小草和行书为
主， 研习王羲之、 王献之父子以及孙过庭、
苏轼等书法大家之作。 但对他影响最深的
倒是文徵明。 他对明代吴门的书画情有独
钟， 集诗文书画于一身的文徵明， 更是他
仰慕的对象。 每次欣赏吴门书画家的作
品， 向彬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临其境， 与吴
中四才子一起陶醉在横塘石湖之间。 而他
近几年的书法主要作行书， 作品中突出了
苏轼书风的特征， 体现出十足的文人味。

最让我高兴的是，向彬将诗书画融为
一体， 体现了典型的传统文人书画之风。
他绘画题材以兰、竹、梅为主，偶尔画点葡
萄等其他题材。 向彬钟爱这样的题材，体
现了他内心的纯真与静穆。“一夜春风吹
万树，世人尽赏李桃开。 吾心独与兰君静，
不羡林间蝶往来。 ”这是他一件兰作的题
画诗。 与其说是题兰诗，不如说是他学画
的心态。 学画如果不能静下心来默默地学
习和领悟，而一味追逐名利，最终只会自
欺欺人。“叶自翩然花自开，幽香淡淡远尘
埃。 春风吹放三千树，不若兰君梦影来。 ”

诗情是画意的源泉，更是画意的拓展题兰
诗自然要写出兰的品格，这品格虽然可以
通过笔墨画出来，但还是不如以书法题款
的形式写出来。 春兰淡淡，如梦如影，个中
情致，全在心生。

“守得虚心气自清， 高风亮节亦天生。
年年新竹随春立， 直上云霄任雨晴。” 这是
他自题 《墨竹图》 的一首诗， 这既是竹的
精神， 更是人的精神。 所以， 画家画万物，
最终还是在画自己， 笔下的大千世界、 芸
芸众生， 最终都是自我的化身。

我认为， 中国画的好坏虽然与技法有
关， 但技法只是表现意境的工具； 而决定
意境的是画家自身的学养、 胸襟、 才情和

品行。 没有精湛的技法， 再好的画意也没
法表达出来； 没有很好的综合素养， 再高
的技法也是花拳绣腿、 表面文章。 制作、
安排、 堆砌、 拼接等画法以外的技法， 更
不是中国画的元素， 人文素养才是中国画
的生命力。

《向彬诗书画作品集》 是向彬近十年
中研习书法、 诗词和国画的总汇。 艰辛与
喜悦， 宁静与奔放， 都交织成为一个缤纷
的艺术世界。 我深深地被这位刚入不惑之
年的青年学者的执着与成绩所感动， 并满
怀信心地期待着他更加硕果累累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
研究院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素人真人秀
需要好故事真情感

于文华唱《离骚》
纪念端午节

吴明

每到端午这个节日，我们就会想起千年前投
江的诗人屈原。他的《离骚》堪称中华文学史上一
枚闪亮的瑰宝。 古代诗词与音乐是分不开的，许
多诗词歌赋无论古今，都被谱成歌曲传唱。 但是
从未能听到以《离骚》谱曲的歌曲，这可谓是中国
音乐史上的一个遗憾。

令人欣喜的是，于文华的新专辑《国学唱歌
集———中国传统节日之记忆》，《国学唱歌集》里，
有《诗经· 风雅颂》和《楚辞》，其中《楚辞》的歌曲
大量用到《离骚》的诗句，这些歌曲的推出，对屈
原和他的《离骚》无疑是最崇高的致敬。歌曲节选
了《离骚》的精华部分，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等脍炙人口的语句。 作曲家伍林发
在创作的时候，深入素有古代音乐活化石之称的

“南音”活跃地福建泉州采风，将南音悠扬典雅的
元素糅合在歌曲当中，令这首歌曲更加具有古典
韵味。 音乐人尹铁良在编配时，撷采了许多民族
乐器，如笙、阮等，均邀请国内顶尖演奏家录制。
于文华多次进棚演唱，并且表示这首歌是整张国
学唱歌集中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离骚》歌词：
1、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頷亦何伤。 擥木
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纚纚。

2、朝发轫於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
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
求索。

3、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忽吾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
之所居！

艺苑跋涉

字画传情诗言志

向彬作品

影视风云

任沧云

每个周末的电视荧屏， 都是综
艺江湖激烈对决以争夺收视高点的
战场 。 《奔跑吧兄弟 》 《极速前
进 》 《非诚勿扰 》 《天天向上 》
……各大卫视可谓挖空心思、 各显
其能。 然而， 从心理学上讲， 受众
对一种事物的接受心理很难具备长
期的稳定性。 一味用明星作秀、 游
戏、 搞怪、 体验等元素充斥荧屏，
必定无法长久维持火热的收视效
果。 观众需要不断变化、 创意迭出
的荧屏元素， 倒逼着综艺节目市场
向着更加多样化、 丰富化的方向发
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 探索素人真
人秀的新节目形态， 成为一种必然
趋势。

素人真人秀 ， 是一种更真实
的真人秀的形态， 用普通人来完成
一个真人秀， 更容易让观众在节目
中得到一种真实和贴近， 能够切实
感受到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好的真人秀节目胜在本身的纪
实过程和记录的细节， 最终留下的
是鲜活的人物性格和好看的故事情
节 。 没有任何表演痕迹的本真呈
现， 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以及故事
本身的跌宕起伏， 是素人真人秀节
目的另一道独特景观， 也是决定其
成功与否的关键。 比如， 湖南卫视
首档代际沟通类节目 《妈妈的牵
挂》 在经过三个月的热播后， 于4
月10日迎来第一季大结局， 以省级
卫视排名第一完美收官。 在电视荧
屏争相拼大咖 、 拼颜值的当下 ，
《妈妈的牵挂 》 却以孝道为起点 ，
以素人为主角 ， 以家常素材为原
料， 将着眼点放在为了梦想而远离
父母放手一搏的年轻人身上， 聚焦
时下最为 “流行” 的远距离亲情模
式， 接地气， 重真情传递正能量。
引起了观众们对于亲情、 奋斗等方
面广泛的情感共鸣， 节目本身所传
递的社会正能量也激励着年轻人去

不断奋进、 拼搏。 节目形式新颖 ，
开创了素人真人秀新形态。

展现选手的内心矛盾， 也是素
人真人秀引人关注的重点。 人在有
目的的行为活动中， 往往存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相反或相排斥的动机，
人也总是在克服种种矛盾中选择进
而采取后续行动。 当这种矛盾冲突
足够强烈时， 选择判断便成为一件
艰难的事。 比如， 一个人连续两次
闯关失败， 只剩一次机会时， 其内
心的挣扎和纠结 ， 足以凸显其个
性。 将这种选择与情感、 道德相关
联， 便能为节目增加情感的温度和
理性的厚度， 彰显对道德和情义的
担当与坚持。 如果能有效地调动和
发挥这一手段， 对真人秀节目提高
思想价值 、 增加精神内涵大有裨
益。 当然， 竞赛的游戏设计是否精
巧、 有趣也十分关键。 要确立一个
角逐目标， 让参与者带着冲突进入
节目， 让观众去关注选手在故事中
的命运。 游戏规则对于外部冲突和
内心冲突的产生都具有激发作用，
能够极大地强化节目的视听效果。

提升真人秀节目的整体价值 ，
要拓宽思路， 努力挖掘中华文化的
深厚内涵和道德传统， 依托借鉴 、
学习海外节目模式所储备的经验和
人才力量， 引多源之水浇灌中国本
土原创的艺术花朵。 节目要呈现出
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
貌， 在追求节目形态和内容创新的
同时， 关注对现实生活以及社会热
点问题的深度开掘， 坚决摒弃单纯
追求娱乐的、 搞笑的、 肤浅的、 游
戏的内容。 真人秀节目不仅要给观
众带来精神上的鼓舞和震撼， 更要
彰显时代风采， 承载普通人的光荣
与梦想， 为普通人打开温馨的心灵
之窗， 为普通人的挑战增添人文情
怀。 唯有这样， 才能赋予节目更多
前进的正能量， 培育观众积极高雅
的审美情操， 引领大众文化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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