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三定

“《桃花烟雨》紧扣脱贫攻坚这一时代主题，直面贫
困现实，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活的小人物。 严肃主题的喜
剧化、现实题材的戏曲化，是该剧的两大亮点。 ”这是第
十五届中国戏剧节上，戏曲专家对这部戏的一致评价。

中国戏剧节始创于1988年， 是全国性的戏剧展演
盛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和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
聚集了全国21个省 (市、区 )的27台优秀剧目在银川汇
演。花鼓戏《桃花烟雨》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本届中国戏剧
节的剧目。 这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继《我叫马
翠花》参加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以来，再次进入中国戏
剧节。

《桃花烟雨》（曹宪成编剧） 描写的是从2014年到
2016年湘西精准扶贫， 剧作题材的特点是重大性和及
时性。

戏剧的本质，就是冲突。戏剧冲突发展的核心，是人
物关系的发展与深化，让剧作的方方面面凸现出激烈的
矛盾冲突。《桃花烟雨》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戏剧冲突就
是“贫”与“扶贫”这对矛盾的对立与碰撞，并由此衍生出
青年农民石青峰与扶贫队长隆富平、石青峰与妻子龙伲
珍、青年男女农民阿牛与阿雀（包括与阿雀的父亲施才
旺）、中年男女农民麻长贵与麻丽花、石青峰与众乡亲之
间的种种或大或小的矛盾冲突。 它避开了概念化的表
达，让观众看到了鲜活的人物在社会矛盾和性格矛盾中
的生发、交织、认知、化解。 于是，便有了诱人的看点、会
心的笑点、动情的泪点、思考的焦点。

石青峰是剧中的主角，他年轻、聪明、能干、懂技术，
在四川帮老板全权打理种植猕猴桃，丰厚的酬薪却不能
令他忘记贫困的家乡，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他却忘不
了回归桑梓、报效家乡。 编剧让平凡人石青峰经历了志
得意满的自豪、担当重任的胆怯、签字画押的犹豫、娇妻
嗔怪的内惧等画面铺排。然而，他的梦想不容动摇。回到

家乡后，编剧将他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面对传
统的思想观念、陈旧的生产模式、家庭的破裂婚变、乡亲
的围攻责难，他的思想没有垮塌，他的精神没有颓废，他
用善良、宽容、理解、行动化解了所有矛盾，完成了对一
位优秀的青年农民（或者说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形象
塑造。

扶贫队长隆富平用一个湘西汉子自身的方式，践行
着精准扶贫的内涵。 他提出要千把亩土地搞开发，千把
万资金作启动，千把人入股办公司，落实这样的条件，要
跑好多个部门，盖好多个公章，涉及好多个行业，要花好
多个工时。 隆富平居然在短时间内一一落实，让石青峰
且惊又敬。 他真情告白：“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办不来。 是
因为它承载一个时代……为民生精准扶贫细安排。家国
兴匹夫责不容懈怠，真扶贫扶真贫各行各业绿灯开。 ”

石青峰的妻子龙伲珍有着心仪的丈夫、 可爱的儿
子、平静富足的生活，但石青峰的归来，让她失去了安稳
的生活，她用发嗲、嗔怪的方式要挟着丈夫，希望追寻往
日的美好， 特别是四川老板将丈夫的工资涨到每月1.2
万元时，她眺望着远方的风景横下心来，将现有的房子
家具、吃的用的一股脑卖掉，想断了丈夫的后路，规划着
买车购房生二胎的小家庭建设蓝图，可石青峰的坚定不
移却让她的愿景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于是便有了痛彻
心扉的婚变。

龙伲珍离婚后负气去石青峰曾经打工的地方打工。
两年后归来，她感受的家乡已经是“两眼销魂看风景，一
路花香伴飞莺”了。 她清楚了外面的老板为什么不惜高
薪一定要聘请石青峰去打工，更明白了石青峰为什么一
定要放弃高薪回归桑梓带领乡亲们自己干了；她学会了
猕猴桃催熟、保鲜、营销的本事。 两年时空，剧中的龙伲
珍两个面貌：前期她是个目光短浅、看重现实利益的普
通农村妇女；最后她却成了有见识、有追求、有理想、有
担当的创业女性，有了本质的自我超越。 这样的妇女形
象，让我们为她的性格升华欣喜，更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欢欣鼓舞。

通观全剧，8个有名有姓的人物， 个个有血有肉，人
人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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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世勋

结识贺安成是1975年在湖南韶山，转眼40余年了。
那一年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调集全国一批知名画家搞

历史画创作。为让新来画家练练手，纪念馆曾安排几名讲解员
做模特供大家写生。记得参加者有来自广州美院、鲁迅美院和
中央美院的教师及几位湖南画家，共十几人一起写生，很多画
得很好。但论画得最快和最为生动，却是出自贺安成之手的一
幅，颇令大家刮目相看。

贺安成当时是由株洲群艺馆调来，听他讲不到20岁即已
参加各种基层美术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进入美术院校学习，
他的造型基本功全靠在工作中磨练， 平时不停地画写生画生
活速写， 也注意观摹体味国内外名家的技巧， 算得上是能够
“中法心源，外师造化”，自学成材。后来在历史画创作中，他很
擅长草图没计，常常构思快捷又寓意贴切，说明他不仅有扎实
的造型根底，也有出色的构图能力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由于我
年轻时也有过一段自学绘画和从事基层美术工作的经历，后
来虽然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也只能算是“半路出家”，因此我一
直看重的不是学历，而是有真功夫的画家。 或许是惺惺相惜，
从此我们成为艺术上说得来并相互敬重的朋友。

遗憾的是， 他长期在湖南我在北京， 一起作画的机会不
多。 2008年云南泸沽湖的摩梭族出了一位任职边防部队的高
级指挥员，族人称他“何司令”，他发起邀请全国知名画家到泸
沽湖画“女儿国”生活，我特别向他推荐贺安成参加。他到的当
天即给“何司令”画了一张水彩像，画得惟妙惟肖。许是画得太
好了，当晚这张画即被人偷走，令“何司令”懊恼不已。 那次他
画了许多摩梭少女和老奶奶的肖像，画得生动自然，水彩意味
浓厚，这种本事显然不是三天两天练得出来的。

贺安成画过很多大幅创作， 但他一直心仪于水彩或油画
人物肖像。 他有机会就画，不知画了多少写生佳作。 中国古代
画论说，“画鬼魅易，画人物难”，因为画人不能向壁虚构，要观
察要写生从而掌握造型能力， 所以肖像画在中国古代就称之
为“写真”，写真仅仅能准确描摹人物五官等生理特征还不够，
还得善于发现和捕捉对象的表情风采， 并有意识地施以调整
润色的艺术处理，如绘画史上流传有“颊上三毫”的典故，这样
才能令人物“神采殊胜”，故肖像画又称之为“传神”。欧洲从古
至今的人物画家， 不论大师小师都有数量众多的写生肖像画
作品，直到现代，不论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尽管画肖像风格语
言千变万化，或夸张或变形，但创作方法依然延续着原有的写
生传统。

画写生肖像也需要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即使功
力深厚的画家，进入晚年后精力视力都有可能衰退，试观西方
绘画大师的写生肖像，也大都是壮年时期画得更为精彩。贺安
成现已七十有七， 但艺术创作的热情不减， 最近见到他的新
作，是十天内在张家界画的一批水彩人物写生，将他家乡的父
老乡亲，画得形神兼备，不但形象刻画游刃有余，行笔赋色亦
更为洒脱洗练。 他以前画得好，多得观众喜爱，专家亦早有佳
评，但他年逾古稀功力不减当年，艺术风采依旧，更令我赞叹
不已，思来想去只想到一句俗词：“宝刀未老”。

（作者系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杨柳湾
陈丽芳的写意花鸟，豪迈空灵，欣欣向荣，如

春天般给人以无尽的希望和向往。
《春光》 中， 一簇簇杜鹃花蓬勃而健硕， 枝

繁叶茂， 缨红的花朵向阳怒放， 火焰般地灿烂，
不经意飞来的一只小鸟让画面动了起来， 树枝次
第下颤， 滴滴露珠出卖了画家写生的时间———清
晨。 《岭南春晖》 《蝴蝶花开》 等， 是在广州、
云南、 福建等地带学生写生的作品。 早春二月，
岭南一带已是桃红柳绿， 蝴蝶兰大行其道， 作者
怜惜地用彩墨把春天留下来， 生怕一不小心春天
又要远行。 紫荆花开得格外恣意， 全然不顾小鸟
的造访； 水仙则仙气十足， 骄傲绽放， 不顾不
盼， 悠然自得， 无须任何点缀。 作者的家乡潇湘
大地此时还是春寒料峭呢！

近几年陈丽芳的写意花鸟作品很多，《翘盼》
《鸟语花香》《春风无限潇湘意》等佳作，代表着她
的创作方向和追求，放笔洒脱，追求放纵笔墨中的
神韵；严格写实，又能保持笔墨的灵动；富有虚实
变化的线条，让画面灵动天然，充满生机。 更多的
画作中，她摒弃线条，纯没骨，画面的花草有着顽
强的生命力和特有的感染力。 作者视野开阔、包

容，以深刻的思想洞察和理解花鸟，以人性的意识
把握和叙述花鸟的故事。 每一幅写意花鸟都有情
景，都有拟人的情绪气度。 画作平易、和谐、温暖、
深刻，可亲可爱。

《雨洗浮华留寒芳》 是陈丽芳的一幅工笔荷
花。阳光从右上角照射过来，田里的莲叶有了阴阳
向背，花青的叶和茎，通过白色的调和，营造出水
天一色的氛围；一朵白色荷花，呼应阳光盛开，“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意，扑面而
来。《秋荷》写意地描写了秋天的荷叶：夕阳的映照
下，莲株苍凉而不悲戚，莲实挺拔而不招摇……陈
丽芳有大量荷花作品，有纯水墨，有工笔设色，有
兼工带写，无论形式如何，都让人想到《爱莲说》。
荷叶或用赫石调以淡墨， 纵情挥写， 纯洁不失沉
凝；或用花青调水调墨，细笔勾勒，情意生动，墨色
交融。荷的君子形象，成就了陈丽芳独特的绘画语
言———鲜明与纯净。

陈丽芳获得过很多的荣誉， 也收获了学生的信
任与爱戴。 她近四十年的中国画创作，追求自然、敦
实、纯洁的表现，追求典雅的笔墨内蕴，追求人性的
修养与表达，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式语言，又让人
能从她的作品中聆听到岭南画派的历史回响。

郭长江

今年暑期，一部名叫《摔跤吧！ 爸爸》的印度电影悄无声息
地创造了2017年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最高。关于这部电影，
有许多人从人性化的角度给予了个性化的点评，有褒有贬。 笔
者认为，单从爱国、励志等角度而言，这部电影给国产电影带
来一剂“脚踏实地”的猛药，令人深思。

《摔跤吧！ 爸爸》描述了一名曾经前途无量的摔跤运动员
爸爸，因故放弃职业生涯后，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够为国家赢
得一枚国际大赛金牌。 原本他将这份希望寄托在了尚未出生
的“儿子”身上，命运却仿佛给他开了一个“玩笑”，竟然让他一
连得了4个女儿。 在他的愿望即将破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
他产生了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摔跤手的想法。 几经磨难和坎坷，
顶着巨大世俗压力的爸爸最终如愿以偿。 影片中一个个曲折
的情节引人入胜，让人在好奇中得到了完美的答案。 尽管该片
中也有一些表述和表现力不尽如人意，但为国争光、改变妇女
命运的主题却贯彻其中，感人至深。

为何这部电影如此受到国人的青睐？ 除了叙述的故事和情
结丝丝入扣外，它真实再现了寻常百姓的志向最终得以升华和
实现的过程。 正因为它的朴实、不矫揉造作，才打动了无数中国
的观众。 另外，影片中人物演技淳朴，透露着真诚，很容易与中
国观众产生共鸣。 我们常说用身边事，讲好身边故事，激励人们
向上、向善、向前，从这点看，这部影片无疑是很成功的。

值得深思的是， 现在国内电影圈对这样的主题似乎已经
没有太多的兴趣。 少数电影企业热衷于玩“穿越”，搞“古装”或
生产“精灵古怪”的影片，一味地别出心裁，放弃了更多的社会
道义与责任。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 既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追求经济
效益， 更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振兴国家民族的重
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摔跤吧！爸爸》给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上了实
实在在的一课。 希望中国电影工作者也能生产出爱国主题鲜明、
表现力强、表现技法细腻、符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励志电
影，以达到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润物无声之效。

杨 键

李青松先是诗人，再是书法家。他的书法强调
从自性中来，强调直见真性情。

去年12月青松同我约好去南岳衡山， 一路上
他很少谈诗，只一味地谦卑，腰板极低，心地十分
调柔，面含欢喜，几乎没什么烦恼，更无什么火气，
在湖南的十几天里，都是这样。 在南岳，他带我们
先参观儒教这一路，接着看道观这一路，没想到这
里的许多牌匾、 对联是他应邀撰写或由他找书法
家写供的。

今年农历正月我们会合于石家庄， 青松还是
一味谦卑，同样的调柔，同样的欢喜心，同样的平
等心， 我发现这些品质都是从他心底里自然流露
出来的，一点也不造作。 青松是个诗人，古文功底
很好， 每一副对联都写得出彩， 比如莲华生大师
殿：莲开雪域品上品，华生极乐天中天； 比如时轮
金刚宝塔联：时轮转出微妙法，金刚炼就菩提心。
十几年前他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道人而不是一个诗
人。 其实，在我们更久远的传统里，诗与道本是一
体， 只不过这伟大而本质的传统在以后中断了。
2016年1月的时候，作家出版社为李青松出版了他
的两部诗思集《我之歌》（已经翻译成英、法文在法
国出版）与《盛世微言》，并举行了研讨会。 青松的
诗歌处处承接的都是绵延数千年的“吾丧我”的传
统，也就是空性的传统。 在古代中国，离空性愈近，
就愈被人敬重。“吾丧我”不是断灭，而是新生。 青
松一直处在一个匿名的状态， 其实是在空性之光
中。 空性是无遮蔽的朗照之境，也是混沌之境，青
松已进入其中，所以他的诗歌不为时间所拘。

这个时代许多人物欲第一，言空色变，谁还知

道空性？更何谈认识它的价值。但青松多年来致力
于此。他之立言首先是立心，他的书法是以他的诗
与修行做基础的。我深爱的弘一法师的书法、赵孟
頫中峰明本的书法，皆从自性中来。与我们的自性
没有关系的书法又有多少意义呢！ 青松练字是从
抄经开始的，也就是说，他写字是从恭敬心入手，
由恭敬心开启本心，从而直指本心，言为心声，字
亦为心声，这是无法掩饰的。已逾百岁高龄的恩师
本焕长老看到融入他心性的写经， 露出会心的笑
容竖起了大拇指……

青松的小字极好， 已形成自己非常独到的开
合特点；他的大字也甚是硬朗、灵动、自在。书法的
根底其实是世界观，是一个人的人生，而青松的世
界观与人生皆与空性相呼应。 恭敬心，调柔心，欢
喜心，平等心，这就是青松书法的全部了。

我与青松在云游参访中常常应请而随缘写
字，每每这时只见青松凝神静气，一提起笔来便是
另一种状态，真是笔走龙蛇，当机题字与即兴书行
云流水，直指人心，让人豁然开朗，无论动静，皆气
韵生动，自成妙趣。

书法大家王学仲曾为青松题字：“书由心悟”。
这又何尝不是青松的书法所呈现的境界！

粉墨春秋艺苑掇英

肖晓琳：
蕙质兰心美韶容

影视风云

《摔跤吧！ 爸爸》
打了谁的脸

艺苑掇英

画里画外话安成

艺苑掇英

春风无限潇湘意

墨润潇湘

书由心悟
自成妙趣

《桃花烟雨》：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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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国里养育的湘妹子肖晓琳，蕙质兰心美韶容。 她因病
去世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得到证实。 荧屏上那个温婉端庄、散发
着书卷气的主持人肖晓琳远去了……

肖晓琳1962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 1977年考入北京广播
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播音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工
作， 是1981年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音时第一批播音员、
1985年长沙电视台正式播出第一批主持人。 肖晓琳1987年考
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1988年央视《观察与思考》栏目需要一
位新闻评论人，肖晓琳作为最佳人选入选。 她参与创办了《焦
点访谈》《半边天》《今日说法》等名牌栏目，也曾任《新闻联播》
女主播。

作为长沙广电初创期的元老级人物， 当年她调进央视曾
是轰动一时、令人倍感自豪的大事，她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噩耗传来，大家纷纷扼腕叹息。 肖晓琳在央视有“铁面美
人” 之称， 但她湖南的同仁和朋友都说她私下里其实待人温
和。 长沙市音协原主席殷景阳曾因担任朗诵比赛评委与她有
过一面之缘，时隔多年仍对她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的态度赞叹
有加。肖晓琳还颇具文艺才华。 作家彭国梁回忆道：“她经常写
些小说、小小说，是一名文学女青年。 ”原女性频道节目策划霍
红介绍说：“那时肖晓琳在新闻部工作， 主任黄新心恰好是知
名儿童文学作家，我们都是他带出来的。 那时我们互相拜读作
品，她的散文、小说都写得很好。 ”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肖
晓琳的为人处世。 长沙市广电局原副局长陈书林透露，有次两
人谈到为人和性情，肖晓琳说：“用文学的样式区分，有的人如
小说，层层剖析，必揭人事核心、本质；有的人如杂文，投枪匕
首般，言必伤人……”至于自己，肖晓琳莞尔一笑道：“我应该
像散文，含蓄一点，温和一点。 ”陈书林感叹：“今日回味，肖晓
琳确如一篇敦厚隽永的散文， 给我们留下了一抹中国传统女
性的倩影。 ”

湖南日报原编委、高级编辑蔡栋2004年春天曾在北京对肖
晓琳做过一次专访。 他说：肖晓琳不仅仅端庄美丽，她身上挥之
不去的书卷气，如幽兰般暗香浮动。 肖晓琳的父母是大学教师，
她自幼酷爱读书，在知识上总有种紧迫感，时时不忘给自己“充
电”。 蔡栋先生那篇专访《谁能记谁到永远》虽然距今过去十几
年，读来仍让人感怀。 今摘录数段，算作对斯人的缅怀———

“在我成长的路上，我真是要感激不少人。 ”肖晓琳感慨地
说。 她说小时候在东北掉进井里被人救起，至今也不知道恩人
的名字；考大学时，由于成绩门门上了80多分，在当时很突出，
招生老师觉得报“北广”可惜了，劝她报更好的学校，甚至愿意
帮她改志愿。 肖晓琳一心想上“北广”，说不改了，并请叔叔们
放心，她绝不会做“肉喇叭”。 “那些人确实是一片好心，我连他
们的名字也不知道。 ”她说她要感激的人太多了，包括保姆，乃
至被采访的对象。 一次到医院采访一个未婚先孕的姑娘，当那
姑娘知道已不能打胎时，就说我把孩子生下来抚养，一脸的圣
洁，那种敢于承担的精神，令肖晓琳十分感动。

“一方面要感激，一方面要忏悔。”这话使大家一愣，这位深
受听众喜爱的“普法大使”有什么要忏悔的呢？ “怎么没有呢？ ”
肖晓琳正色道，“当《半边天》主持人时，有时采访太急切，把人
的眼泪都问出来了。 当时我只顾打破沙锅问到底，没考虑这位
女人回去后还要面对她的父老乡亲。 有时我跟被采访的人交
谈，问她们怎么不自强、自立，可有的人连生存都很困难，怎么
自强、自立啊？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

感激也好、忏悔也好，肖晓琳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她曾用
两年的时间到西南、 西北最苦的地方采访， 饿了啃几口老玉
米，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热饭。 办《今日说法》时接触大量案
件，面对那么多求助信，她心情沉重，难得见笑脸。 正是这些心
灵的打磨，生活的积淀，她的心中才充溢着感激与忏悔。 我们
怂恿她写一本书，以她的经历，以她的才情，不写太可惜了，她
被大家的热情所鼓动，说是可以写一本，就用“谁能记谁到永
远”作书名……

“常记着别人的人，别人也会记着她。 ”这是蔡栋先生文章
的结尾。 我也用来做本文的结尾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