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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华珍

1个剧本， 7个演员， 几件简单的舞
台道具， 在29年时间里， 他们的演出足
迹遍布省内外200多个城市， 共演出
3089场， 感动了200余万观众。 这是邵
阳花鼓戏 《儿大女大》 创下的最新演出
纪录， 堪称湖南省戏剧界的一大奇迹。
不久前， 该剧在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大
剧院再次精彩上演， 现场1500个观众
席座无虚席。 演出结束时， 观众全体起
立， 长时间鼓掌为这部长青剧和全体演
职人员喝彩。

花鼓戏 《儿大女大》 是由邵阳市花
鼓戏传承保护中心自主编排的一台反映
家庭伦理道德的现代剧。 该剧讲述了早
年丧妻、 憨厚质朴的老人贵满含辛茹苦
地将3个儿女养大成人， 女儿考上大学，
二儿子准备结婚， 大孙子小学开蒙都让

贵满拿钱出来。 大儿媳也唆使丈夫要父
亲补偿他们当年结婚的所谓“差价款”，
与之相恋10多年的寡妇和秀又催办结
婚。 焦头烂额的贵满无法忍受不孝子、
媳的人格侮辱， 在和秀的配合下上演了
一出“假死戏”， 最终让子女们幡然醒
悟。 剧目鞭笞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社
会上的“啃老” 现象， 有很强的社会现
实意义。 该剧将人生的无奈悲怆与谐趣
之美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含泪的笑”
的悲喜剧艺术效果， 起到了寓教于乐的
作用。

该剧目自1988年首演以来， 经久不
衰。 据演员讲述，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
观众散后剧场里一位老太太， 满腹心事
迟迟不肯离去， 演员问她是不是丢了什
么东西， 她拉着演员的手问道： “这个
戏是哪人写的啊?他写的就是我家的事
啊!”

时光流逝， 岁月更迭。 《儿大女
大》 自创作演出以来， 演员迄今已换过
4代。 2006年2月至9月， 该中心重新创
作加工排练 《儿大女大》， 将其作为湖
南艺术节的参赛剧目， 在剧情结构和演
出水平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最终， 该
剧在2006年湖南省艺术节上荣获田汉
戏剧奖。 2015年该剧还被摄制成同名戏
曲电影， 在全国上映20余万场次。 现年
77岁高龄的张陆雄说： “《儿大女大》
说的是当今事， 唱的是现实情， 充满生
活情趣， 贴近生活， 有现实意义。 让观
众在心灵上产生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邵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送戏下
乡时发现一个现象， 20年前看过这部戏
的观众现在虽然已为人父为人母， 但是
他们仍然要求看这台戏， 他们说： “要
让儿子看， 让孙子看， 这个戏， 好看，
感人……”

聂鑫森

张次溪所著的《齐白石的一生》这
本书中，专门谈到了齐白石的一位重要
启蒙老师萧传鑫， 系株洲县朱亭花钿
人。

齐白石的启蒙老师
张次溪，生于1908年，为著名诗人、

民俗学家。他于1920年随父张篁溪拜访
在京的齐白石， 于1932年正式拜齐为
师，并协助编订《白石诗草》，遍请名家
题签。张篁溪与齐白石都受业于王闿运
门下， 故其题诗中说：“湘潭私淑忆当
年，始识齐侯是国贤。 ”张次溪一生著作
很多， 由他整理出版的《白石老人自
述》，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便是此中一
种。

“有一天，铁珊对他（齐白石）说：
‘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
了，你何不拜他为师！ 画人像总比画神
像好一些。 ’这位萧芗陔，名叫传鑫，住
在朱亭花钿， 离白石铺有一百来里地，
相当远。 是个纸扎匠出身，自己发愤用
功，四书五经读得烂熟，也会作诗，画像
是湘潭第一名手， 又会画山水人物，是
个多才多艺的人。 ”（《齐白石的一生》）

铁珊即齐铁珊， 是齐伯常的弟弟，
也是齐白石好友齐公甫的叔叔。 几天
后，齐白石画了一张八仙之一铁拐李的
像， 送给已在齐伯常家的萧芗陔请教。
又托齐铁珊、齐伯常、齐公甫去表示心
迹，愿意拜萧为师，萧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一年为1888年，齐白石25岁。《白石老
人自述》中说：“这位萧师傅，名叫传鑫，
芗陔是他的号……他把拿手本领，都教
给了我，我得他的益处不少。 他又介绍
他的朋友文少可与我相识，也是个画像
名手，家住在小花石……我认识了他们
二位，画像这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 ”
此中的小花石，今属株洲县，故文少可
是齐白石又一位株洲启蒙老师。

那个时代，照相还没有盛行，画像
这个行当相当吃香。齐白石正式为人画
像，起于1889年。“韶塘附近一带的人，
都来请我去画，一开始，生意就很不错。
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二两银子……后
来我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
的纱衣里面， 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
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
叫我画细的，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
为定例。 ”（《白石老人自述》）韶塘位于
湘潭县竹乡境，离齐白石故居杏子坞约
20公里。

齐白石对教诲过、 帮助过他的师
友，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对萧芗
陔亦是如此。此后，虽岁月更替，师生友
谊一直馥郁芬芳。

齐白石为高希舜题画
家藏有《高希舜画集》的精装本，由

湖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代
序》为张国基所作。 高希舜在《自述》中
特别提到齐白石：“旋负笈北京从师曾、
梦白、茫父诸先生游，得白石山翁砥砺
切磋之益。 ”

高希舜，湖南益阳人，生于1895年，
字爱林，号一峰山人、清凉山人。受慈母
影响，自小痴好书画。入湖南一师，毕业
后聘于一师附小作图画教员。1919年入
北京艺专，受教于陈师曾、王梦白、姚茫
父诸师。 1927年赴日本交流画艺，1931
年回国，此后一直从事美术教育与研究
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
院多年。 他比齐白石小31岁，与之订交
并交往是他在北京漫长的岁月里，彼此
相知甚深。

齐白石一辈子为他人的画题款，时
或有之，但与人合作作画则鲜少。 1931
年，高希舜画生长着的芋茎芋叶，齐白
石为之补蟹，并题款：“一峰山人画芋甚
工，余补以蟹，更见生动。 辛未夏齐璜
记，时同客旧京。 ”

齐白石为高希舜之画题款，往往能
做到升华画旨，别有意趣。 齐白石在题
款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他和高希舜
忘年之交的美好情愫。 他在1924年的
《鱼瓮图》上题曰：“厨下有鱼皆不砍，堂
前有瓮未曾开。 与君不饮何时饮，李白

刘伶安在哉。 ”

画家吴力虎
《齐白石辞典》一书中，有“弟子”栏

目，梅兰芳、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娄
师白等众多名家皆井然入列。而与湖南
湘潭相邻的株洲，亦有唯一的一个齐门
弟子吴力虎名录此中。

“吴力虎，字励吾。 湖南省湘潭县三
门人（今属株洲）,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
北平国立艺专。 时齐白石任教于该校，
见吴聪颖，画好，加之是亲戚，让其常在
身边侍画，吴获益匪浅。 齐尝于吴画梅
花题诗。 吴获齐赠画颇夥。 其学画先攻
山水，后以山水画大费时日，不宜应酬
社会，遂改习花鸟。 毕业后曾在洛阳等
地任美术教师。 40年代回到三门，在家
作画不辍……六十年代初去世。 ”

在“吴力虎”的词条中，没有他生卒
的具体时间。吴力虎当时居于比较偏远
的乡村， 画名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故
知之者甚少。 特别是因解放前家有田
产，生活富足，又任过当地国民党区分
部书记， 故在解放后具有地主分子、反
革命的身份，处境极为艰难。 湘潭画家
周宗岱在《白一老师几件事》中，叙述了
1957年他与画家陈白一因一个偶然的
机会发现吴力虎画作后， 不避嫌疑，全
力推介一事。

周宗岱当时供职于湘潭县文化馆，
正筹备湖南第一届美展的参展作品，

“有天， 接到一个叫吴力虎的人寄来的
作品，画得太好了！ ”于是，他依照地址
去了现属株洲县的三门雷打石乡。“乡
政府告诉我，他（吴力虎）是地主分子，
又是反革命……我仍然去他家找着他。
他家中一无所有， 却有一口很大的木
箱，里面全是一卷卷的画，精精致致。 拿
出来，头一幅就是齐白石的紫藤，又一
幅齐白石的虾，还有徐悲鸿的。 这都是
吴力虎在北平艺专毕业南归时的赠别
礼物。 他自己的作品也不少，我挑了几
件。 ”当时在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画家
陈白一、周达等人，看完吴力虎的画后
赞不绝口，当即决定可以参展，还说展
览就是要挖掘人才。吴力虎参展的两件
作品，一幅天竹，一幅牡丹。

齐白石开始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
学校，是1927年林风眠当校长时。 吴力
虎在该校读书时， 为徐悲鸿任院长、齐
白石任教授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算来
吴力虎年纪也就20岁上下。吴力虎于上
世纪60年代初辞世，大概年纪也就50多
岁，属于壮年早逝，何其可惜！

吴力虎珍藏的齐白石所赠《紫藤》
《群虾》后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并曾作
为精品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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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高宇

八大如莲
八大之所以好 ， 屡屡感动了我

们， 是因为八大在画画的时候， 他将
他的身世、 际遇、 以及作画瞬间的真
实的情感都凝注笔端了 ， 孤愤 ， 忧
伤， 怀恋， 或者向往。 ———我想多半
一定是怀抱向往的。 向往着一种圣洁

如莲的美好， 一种没有尘滓的清明之
境， 目寄心期， 所以他的笔下， 就现
出了一片日光月影的澄澈， 以玉的品
质， 荡涤凡心。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我们真正是
不懂得八大的， 走不进他的灵魂。 这
就像我们常常沉浸在莲花开放的喜悦
里， 却看不见她孕育在污泥中的真实
的苦闷。

周静

问最近看了《敦刻尔克》的朋友，评价相当一致———“值得
看看”，有的补充说“比不上《拯救大兵瑞恩》”。 这部电影，猫眼
观众评分8.1，豆瓣电影评分8.6。 我因为好多年没看过战争片
了，上几部印象深刻的还停留在《U517》、《兵临城下》。 所以怎
么都要去看的。 电影看过，“What� did� you� see？（你看到了什
么）”“Homeland（家园）”这对话便存留于记忆里，萦绕在心头
……

二战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从影片开篇字幕“等待命
运的宣判”重叠排列中，就充满了沉重的紧迫感和宿命感。 开
头没有任何铺垫，第一个镜头就把你拖入压抑、恐惧的战争现
场。 其貌不扬的小士兵汤姆，从头到尾的目的就是渡过英吉利
海峡回家，然后他上一艘船沉一艘船，任他跑到哪里，哪里都
是悲观绝望。 影片接近放完，我都不认为他会活下来，尤其上
到荷兰船里，谁该堵枪眼、谁该下船减重时，连队友都成了“敌
人”，求生的意愿把人性逼迫到了本恶的墙角。

这部电影没有花样叙事和视觉奇观，采用极端音效、极简
对话，陆地一周、海上一天、空中一小时，三条叙事线，平行剪
辑，交叉推进。 看不到血肉横飞，看不见敌人，但无论轰炸机、
舰艇、民船，还是天空、海滩、潮汐，层层推进的压迫感，107分
钟内轮番绞杀人心。从40万陆军在敦刻尔克海岸边等待救援，
排列着整齐的队伍， 到派来的救援舰在海上遭遇飞机轰炸而
死伤无数， 再到天上掩护英军撤离的战机为了减少伤亡而付
出的努力。 三个部分环环紧扣，情节与情节间的联系让人不免
生畏，这部电影的确配得上观众们给予它的“看过的最好看的
战争片”。

“What� did� you� see？ ”（你看到了什么？ ）
“Homeland。 ”（家园）
家和国，回家和爱国，在这部影片里，你会体会到无可分

割的依存关系。 观看战争片的最大意义大抵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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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春秋

一部立在
百姓心头的好戏

艺海拾贝

晨荷
无情有恨无人觉，
月晓风清欲堕时。
这是陆龟蒙在叹惋着白荷。
再过一刻， 深秋的天就该泛白了。 经

历了一整天的开放， 到了这个时辰， 荷最
是辛苦， 所以我只以简笔勾勒了一个花骨
朵侧在枝叶之间， 睡去。 结果却在叶的面
上着意洒了几滴冰清的水， 说是这会儿的
露珠亦可， 或者昨夜残滞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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