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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玲

感恩，是自古至今文艺舞台上最
能表现真善美，最受老百姓欢迎的题
材，更是时下值得弘扬的题材。 由岳
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投排的小型
花鼓戏《老赵家的感恩节》正是抓住
了这一独特视角，给观众带来了不一
样的艺术享受。 此剧问世半年间，演
出20多场次，不仅在第五届湖南艺术
节新创小戏小品比赛上获奖，也在观
众中获得了获得极佳口碑。

《老赵家的感恩节》主要讲述了
留守儿童超男与奶奶守着几亩薄田，
相依为命， 而村里暴发户赵大福，听
信算命先生的话，要在超男奶奶一亩
三分地上建活人墓， 故事由此展开。
当年饥荒，赵大福的父亲因饥饿过度
躺在床上等死，超男奶奶闻讯偷偷地
送上一篮红薯救了赵父，几十年来赵
家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在赵大
福与超男奶奶围绕土地卖与不卖的
矛盾冲突中，超男奶奶不得已讲出这
就是当年偷种红薯救了赵父的那块
土地，土地是农村人的命根子，赵大
福由此深受感动。 剧终时，超男奶奶
在墙上写下“但存方寸地，留与后人
耕”，寓意深远。

该剧的取材与视角独到。 作者选
择了两个大的时代背景构建故事，而
戏剧矛盾竟然是一个当代“土豪”遵
从爷老倌的意愿，要为曾经在三年困
难时期救了他全家性命却几十年寻
找未果的恩人选一块风水宝地，造一
座保佑其后人多享福的坟茔，哪怕只
埋下当年恩人给他们家送红薯的布
袋子；出人意料的是，“土豪”要花高
价买的这块风水宝地，正是拼着性命
要保住这块土地的恩人。 此戏剧矛盾
看似荒唐，实则令人唏嘘、感叹。

把一出小戏，放在如此宏大的时
代背景之中展现， 其难度是很大的。
然而，编剧从临近高潮处着手，将往
事往回追塑，最终轻松解扣。 这种机
巧地将几十年的事浓缩在有限的时
空中的表现手法，确实是这出小戏的
最佳结构。 特别是结尾，恩人奶奶一

段发人深省的唱：“要谢该谢这块肥
沃的土地，它能长出救命的红薯。 再
谢世间真情在，苦难中谁都会伸手来
帮扶。 还要谢太平盛世在今朝，谁不
是丰衣足食好安居……”轻松将戏剧
推向高潮。

从人物来说， 三个人物个个独
特。 奶奶———即送红薯的恩人，一个
朴实而高尚的乡村妇女，先前因怕割
资本主义尾巴，而后怕人感谢，任凭
大富父子如何寻找却始终不露声色；
同时她也是一个同样怀着感恩之心，
誓死保卫这块救命红薯地的可敬可
爱的老人。 大富———一个因发了财有
点不可一世， 而骨子里仍然不忘感
恩，特别懂得孝道的“土豪”；成了土
豪的他， 依然保持着朴实的农民本
色，以最实在、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农
民意识去感恩———造坟保佑其后人
这一荒谬行为，让你在触动魂灵的同
时会心一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农民。 超超———一个未成年的农家
少女，小小年纪就懂得父母在外打工
卖苦力不易， 担心自己的学费无着
落，急着要为父母排忧解难而作主卖
掉这块红薯地的新生代。 哪个布局不
奇妙？ 哪个人物不富有特质与个性？

此戏在音乐上既保持了传统的
花鼓戏味道，又作了大胆的改造与创
新。 演员的表演更是可圈可点。 担纲
主演的都是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
院的演员，其表演水平、拿捏人物、把
握人物分寸感等等，都充分展现了其
深厚的功力。 奶奶的扮演者古萍，国
家一级演员， 多部作品获得国家、省
级金奖，形象秀美，塑造人物细腻，特
别是她的唱腔，嗓音亮丽，富有韵味。
大富的扮演者夏明庚， 国家一级演
员，岳阳唯一在全国戏剧节获表演一
等奖的他， 曾有多部作品获得国家、
省级金奖， 其表演风格诙谐幽默，塑
造人物个性鲜明， 表演极其细腻精
到。 导演彭自兴是个获奖专业户，其
变化多端的导演手法令人称道。

正是有了这些独特的表现，这个
戏呈现在舞台上才如此生动，如此精
彩！

俞亮鑫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拍摄的动画片《新
葫芦兄弟》七月中旬起，在各大卫视播出。 由于
这是30年前的经典动画回归荧屏， 因而广受人
们关注。

与原先剪纸动画片《葫芦兄弟》相比，新版
葫芦娃眼睛更大、神态更萌、色彩更鲜艳、动作
更夸张，网友对《新葫芦兄弟》的评论也出现了
两极分化，褒贬不一。

葫芦娃变成 “傻白甜”， 个个
都是网红脸

经典的13集动画片《葫芦兄弟》 诞生于
1987年。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生产优秀动画片的黄金时期，《葫芦兄弟》正
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次搬上荧屏的新《葫芦兄
弟》已宣布将在5年内拍摄5季共260集，今年先
播出首季52集。可以说，整个故事容量已是原来
的20倍，故事完全重新演绎。

因和一些观众童年记忆中的动画形象不太
相同，《新葫芦兄弟》 播出后引起了部分网友质
疑，豆瓣评分低至3.6分，也让有些“葫芦丝”有
点失望。批评者有的吐槽道：“人物造型就是‘喜
羊羊’和‘大头儿子’联合版，故事情节傻弱至
极， 千年后葫芦娃的爷爷竟然成为有法力的土

地公公， 葫芦娃因为失忆变成了‘傻白
甜’。 ” 有网友批评说：“老版画风严

谨，刚正不阿，看了新葫芦兄

动画的“回味”，
是一种情怀
朱玥龙

最近国产动画影视剧貌似受到了大家的一致
关注。 不仅让人想起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国产动画。
每一部都是我们“90后的”童年记忆。

相比日本美国等国家来说， 我国的动画起步
较晚。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部动画才诞生，名叫
《大闹画室》。 讲的是画室里一个纸人和主人制服
纸人的故事， 这部片子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的开
始。 创作这部短片的万氏兄弟———万籁鸣、 万古
蟾、 万超尘、 万涤寰也被称为中国动画电影创始
人。 只可惜据说因为战乱该片已遗失，所以后人只
能了解大概的故事梗概， 并不能一睹这部开山之
作的风貌。 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制片厂的
《大闹天宫》，将中国动画推向了全盛时期。

《大闹天宫》由张光宇作美术设计，该片在造
型、设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庙堂艺术、
民间年画的特色， 又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
融入，让家喻户晓的孙悟空跃然屏幕。 当时没有
现代高科技， 完全凭手工制作出来的这部鸿篇巨
制，获得了一系列奖项。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和我一
样看过不下20遍吧，如今再看，还是喜欢猴哥啊。
继《大闹天宫》之后，国产动画脑洞大开，出现了各
种类型的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与《牧笛》代表了
独树一帜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源自齐
白石的原画，而《牧笛》里的水牛造型则出自李可
染的作品。

“文革”结束后，1979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
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问世，木偶动画作品《阿凡
提的故事》也在那时出炉。《哪吒闹海》被誉为“色
彩鲜艳、风格雅致，想象丰富”，导演王树忱在创作
之初，将其风格概括为“奇绝壮美”，影片在1983年
获得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阿凡提的故事》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0年发
行的一部木偶动画电影。 影片创作者采用大线条、
块面积粗犷笔致的漫画式手法，设计人物造型、背
景、动作，使影片主题突出，人物性格鲜明，充满着
趣味性和幽默感。

从1979年至1989年， 国产动画片形成了一个
长达十年的高产热映期。 这十年间，涌现出《三个
和尚》(1981)、《九色鹿》(1981)、《鹿铃》(1982)、《天
书奇谭》(1983)、《鹬蚌相争》(1983)、《金猴降妖》
(1984)、《山水情》(1988)等经典作品。 还有1999年
的《宝莲灯》，以现在的眼光去看那时的作品，难免
觉得有点粗糙，但是完全不妨碍其成为经典之作。

看过《秦时明月》的小伙伴都说还不错。 除了
剧情拖沓以外， 从艺术美学方面和教育影响方面
看，《秦时明月》堪称中国动漫的扛鼎之作。 有历史
印记，有文学，还有侠义精神的弘扬。 和单纯为了
给小朋友看的喜羊羊而拍的商业动画片比，《清时
明月》蕴含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于《魁拔》这部动画片，我只想借用豆瓣一
网友的评论：《魁拔》优点不多，但是避免了很多缺
点。 就比如配音这个问题。 相比之前的配音尴尬，
《魁拔》的配音正常多了。 在原创里面，算是诚意之
作了。

去年大热的《大圣归来》，虽然口碑不佳，但是
还是有很多亮点的。 故事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故事，
所以剧情上没太多吸引人的地方。 亮点是对经典
的重写和用心的制作。

每一代人都专属于每一代人的记忆。 就像最
近几大卫视热播的新版《葫芦娃》， 我们这些“90
后”还是喜欢坐在自家客厅里看几集，有一种情怀
弥漫胸臆。 怀念的也不是童年的《葫芦娃》，而是童
年的美好。

我们要感谢那么多影视作品给我们保留了那
些记忆。 每每想起，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张超杰

我喜欢把“视” 解释成“看待”。 “视
线” 就是为更加纯粹的看待加上距离， 好
在视线可以移动， 望远若近， 视险如夷，
那么视线以内的山水也就有了迷离梦幻般
的不可言说性， 如何诠释这种妙不可言，
决定着山水画家的个性与风格。

前贤有云： “进此当以天地为师”。 自
然界真实山水的自然形态、 生长结构以及
时空的光影变化， 如何做到“胸中有丘
壑”， 如何通过仔细观察辨认， 如何用笔墨
淋漓体现， 便成关键， 这也是画好山水画
的立命根本。 青石流水、 茅舍芦汀、 枯藤
古树、 流云飞瀑， 皆能入画， 要让他们生
动变化， 时而排插纵横， 以奔放取胜； 时
而细勒密皴， 以枯淡见长， 所谓“一花一
世界， 一方一净土”， 以小见大能容万物，

视大为小唯求统一。 你的视线便是你绘画
的个性。

我理解的山水光影变幻， 就像调试相
机的焦距， 山石与树木的远近交错、 明暗
关系， 较难处理， 那么就要有调整， 我们
就要运用透视原理 （中国山水是散点透
视）， 运用大小、 干湿、 浓淡的技法， 就像
视线通过距离就有了清晰与模糊。 你视线
的远近决定你绘画的个性收张。

但凡往事皆为序曲。 临习古人的山
水， 与前贤对话， 也是在体会古人的视线，
观察他们是怎样看待和表现亘古的壮丽山
河， 从中汲取传统的笔墨技法养料， 要找
到一种适合自己个性的笔墨技法并演化成
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让眼前的山水与
心中的山水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锤炼自己
艺术语言时， 又千万不能贪多求繁， 还要
注意这类笔墨技法的延伸扩展性。 石涛曾

说过“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全” 就是这个
意思，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一幅山水
画中， 不宜出现各种各样的树， 这样很
难统一， 这时就需要你画树的技法有扩
展性， 墨笔稍作变化， 便林木成荫、 花草
丛生了。

好在描绘山水的方法和形式， 相对于
当代或者传统， 都远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某个历史阶段， 一种思想方式、 一种语
言风格或许会占上风， 但相对于文化史、
美学史坚实的积淀， 绘画精神性的纯粹质
量将永远就是一个被借以诠释我们内在需
求， 讴歌或者鞭挞客观世界的语言符号。

客观世界不可言说， 山水不可言说，
视线不可言说， 只能尽量用眼睛去看。 每
个画家的眼睛都是一面镜子， 视线就是镜
子的反光， 我们太需要通过更多镜子的折
射反光， 看清视线之外。

常哲

近年来， 我国书画市场一直热闹
非凡，与之相随的，是各种书画展览频
繁。 尤其是民间的书画展，数量多，形
式各异，大有遍地开花之势。据笔者不
完全统计，上半年，仅在长沙，以各种
名义举办的书画展览多达上百场次。
水只有不停地流动才会新鲜， 艺术作
品只有进入展览大厅才会被人认识，
价值才能体现，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上
看，举办书画展览总是一件好事。但笔
者在走访中却发现一个现象， 开展时
是“热闹登场”，开幕式结束后，不少展
览现场观者却寥寥无几。 大多数书画
展都没能达到策展人想要的目的，展
前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 展览尽管
也是“热闹登场”，但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公众的冷漠，不少展览观者寥寥，实
则为“尴尬”的展览。

书画展览为什么如此寂寞 ？ 展
览到底办给谁看？ 是观众没有慧眼，
还是经营者的理念跟不上时代 ？ 面
对冷清的展览 ， 我们是该坚持还是
放弃……

一位业内人士承认， 事实上，公
众对书画展览的不领情并非个案。 不
少展览，开幕好不热闹，开幕式一过，
再没人前来观展。 前几天，笔者去某
艺术展厅参加由几十位画家的联展，

媒体来了十几家，开幕式可谓办得热
闹非凡。 下午当笔者再去该展厅时，
偌大的展厅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外，仅
有一位观众。 观众为什么对展览没有
热情？ 该艺术展厅负责人也一直为此
而困惑。

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多年的业
内人士说， 人们对书画展览的冷淡，
说到底是这种文化消 费 在 他 们 眼
中 ， 只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
整个社会特别是教育部门和家长还
没有真正认识到书画艺术的巨大教
育价值。

有人则这样解读：这个问题还是
应该回到书画展览究竟办给谁看上。
现在大多数书画展览是 “专家的展
览”，纯粹是“为办展而办展”，或为名
声炒作需要 ，或为完成任务 ，领导光
顾了，媒体报道了，就算成功了。 至于
展览品质怎样 ，效果如何 ，没人真正
关心。 更有许多展览，如果没有相当
的知识背景， 很难读懂其艺术语境。
普通公众看了展览， 如果无可受益，
久而久之，自然敬而远之。 资深策展
人刘晨对频繁的书画展现状曾直言
不讳 ：目前 ，不少艺术家办展不是以
观众为本，而是孤芳自赏、脱离观众，
展览重陈列 、轻服务 ，使传统书画艺
术日益失去了其最为丰厚的社会和
文化土壤。

弘扬真善美的
最佳视角
———我看《老赵家的感恩节》

艺苑杂谈

书画艺术界
频繁搞展览给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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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画风真的
不能接受。 ”

也 有 网
友说：“新版
对于人物形
象的保留可
圈可点，不足

的地方是葫芦娃和妖怪的战斗沿用
了喜羊羊一类搞笑的手法，使小英雄
的感觉尽失。 并且太低龄化， 只适合
小孩子，不能让大人产生共鸣。 ”但有
人不同意这种批评， 认为：“一个时代
一个样子，只想说不毁童年，敢于出新
版挑战经典，提升经典，保留经典，对
中国动画是个好事，把老版给现在的孩子看，他们也不见得喜欢吧。 ”

评分悬殊争议大
《新葫芦兄弟》在爱奇艺上的打分高达8.1分，截至昨晚10点，点赞者为

70437，不满者为16178，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播放量已高达5853万次。 网友评
价，“这部动画片毕竟也不仅仅是给大家重温回忆的， 主要还是照顾现在的小
朋友， 所以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国产老动画毕竟更让人有回忆和温馨
感，现在又将画质和人物变得更清晰和生动，没什么不好的，总比新一代的孩
子长大了连葫芦娃都不知道是什么好吧， 国产动画的每一次进步都应该全面
看待，而不是一味批评，支持！ ”

导演张立衍说，此剧播出后的效果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网友80%是点
赞，踩的只有20%。 湖南金鹰卡通卫视开播首日收视为1.76，位居包括央视在
内的各少儿频道、卡通频道之首。网上有些网友不满意，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
们更怀旧，发现新版与原来有些不同就会不满意，这很正常，众口难调。

对于爱奇艺打分与豆瓣评分出现高低悬殊的疑问，剧组方面的解释是：爱
奇艺上点赞的大多是孩子，而在豆瓣上评点的大多是成人。也许成人会感到有
些幼稚，但剧组更在乎孩子们的感受。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30年前的那些小观
众如今已为人父母， 如果剧组真希望让父母陪着孩子一起观看， 找回童年记
忆，营造合家观看的氛围，如今的定位有点偏低。而且，与老版画面都是一帧帧
精心拍摄相比，新版在精细度上还是有欠缺，出现一些吐槽声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