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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片
贺新春

何晶

进入2月，意味着春节就要来啦！ 按往年的情况，春节前夕
一般是电影市场的平淡期，国产贺岁片都“摩拳擦掌”等着在春
节假期疯狂吸金。 今年也不例外，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上映的都
是小体量的影片，如《马戏之王》《南极之恋》等。 待到农历大年
初一，国产大片便齐齐登场。 今年被称作“四大金刚”的《捉妖记
2》《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之女儿国》和《红海行动》，无论从制
作阵容还是IP系列前作的票房表现来看，都将有不俗表现。

为了和国产片《解忧杂货店》作区分，日本电影《浪矢解忧
杂货店》特意在片名中加了两个字。 影片由日本人气男星山田
凉介、老戏骨西田敏行主演，且刚刚入围日本电影学院优秀作
品奖，有不少原著党表示期待。

赵又廷和杨子姗主演的《南极之恋》是目前预售排片率最
高的影片，占比24.3%，片中的南极风光会是一大看点。 而最近
上映的《泡芙小姐》则是张歆艺的导演处女作，由她和王栎鑫
主演，主打新鲜阵容。

今年春节档的国产大片避开了同类型竞争，除了古装“群
星+动漫”贺岁片《捉妖记2》，还有军事题材动作片、年年不缺
位的“西游记IP”以及喜剧悬疑续作，都很有看点和卖相。 林
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是近年首部在春节档上映的军事题
材动作片，由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等主演。 影片改编自
真实的撤侨事件，讲述中国海军陆战队尖兵“蛟龙突击队”
奉命前往“伊维亚共和国”解救中国公民的惊险过程。 为真
实还原撤侨事件，剧组远赴非洲北部取景，许多大场面镜
头选择在偏远的荒漠无人区拍摄。张译说：“在北非沙漠的
一场戏拍下来，感觉肺泡里全是沙子。 ”林超贤导演的《湄
公河行动》曾在国庆档一举拿下11.84亿元的票房，如今
同样主打军事题材及爱国情怀的《红海行动》被业内普
遍看好。

2016年元旦档的《唐人街探案》 票房收入8.18亿
元，此次原班人马打造的续集《唐人街探案2》也非常
有市场竞争力。 影片仍然由陈思诚编剧和执导，王宝
强、刘昊然主演。 续集剧情讲述唐仁（王宝强饰）为了
巨额奖金欺骗秦风（刘昊然饰）到纽约参加世界名侦
探大赛，但两人却发现了隐藏在这次挑战背后的更
大秘密……前作《唐人街探案》的口碑相当不错，豆
瓣评分7.4分，观众期待续集能够保持水准。

每年春节，上映一部西游记题材电影似乎已
经成为惯例。 今年是郑保瑞执导的《西游记之女
儿国》，由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罗仲
谦、林志玲、梁咏琪等主演。 该片投资高达5.5亿
元，据说在特效上花了重金，在先导预告中展
现的奇幻女儿国，仅前期筹备完成动态预览就
花了视效团队近百人14个月的时间。 女儿国
的故事，中国观众都很熟悉，片中一心取经的
师徒四人误打误撞来到女儿国， 国王率众侍
女对师徒四人严加拷问，却换来笑料百出的
答非所问……郭富城饰演孙悟空，冯绍峰饰
演唐僧，小沈阳饰演猪八戒，最值得关注的
是赵丽颖饰演的国王表现如何。 此外，林志
玲在片中奉献了首次特效化妆， 变身雌雄
莫辨的河神，也是看点之一。

过年图个乐， 喜剧仍然是很多观众的
首选。 郭德纲导演的《祖宗十九代》汇集了
众多笑星，不但有德云社一众大咖，还有国
民笑星王宝强、 大鹏和香港喜剧天后吴君
如、综艺担当欧弟、资深喜剧人贾玲以及东
北人气笑匠王小利， 十人组成超地域笑星
联盟， 用不同类型的喜剧配方烹制一场爆
笑合家欢盛宴。 除了笑星联盟，《祖宗十九
代》的演出阵容还包括吴京、吴秀波、井柏
然、林志玲、黄磊、于谦等，共33位明星出
演。

去年春节档大卖的《熊出没·奇幻空
间》让片方尝到了甜头，今年的《熊出没·变
形记》继续选择同档期上映。 这也是春节假
期唯一一部合家欢动画片。

秦芳 刘梦婷

“清光绪年间，湘中岁首有所谓
灯戏者，初出两伶，各执骨牌二面，
对立而舞，各尽其态。”长沙花鼓戏，
就是在这种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
收劳动山歌、 民间小调和戏曲音乐
发展而来。

现年71岁的老花鼓戏演员毛甲
玉， 是长沙市新入选的第三批市级
非遗传承人。湘江杜甫江阁一带，一
路走过去，花鼓戏声常常不绝于耳。
平时剧院演出，台上演员唱，台下观
众和，“就像现在的明星演唱会，粉
丝跟台上的歌手一起来唱。 ”毛甲玉
感到很欣慰。

16岁的“胡派”女小生，
把梁山伯演得活灵活现

1959年， 年仅13岁的毛甲玉进
入长沙市戏校（现湖南艺术职业学
院）学习。在京剧武旦潘铁君、湘剧老
师张富保的培养下，打下扎实的基本
功。15岁，毛甲玉从戏校毕业，进入长
沙市花鼓戏剧团。 一年多后正式拜著
名花鼓戏表演艺术家胡华松为师，由
学校时期的武旦角色改唱小生， 开始
了“胡派”小生的艺术生涯。

“胡派的特色，就是台风稳，不能
想一出是一出。 ”《山伯访友》是毛甲玉
跟随胡华松学的第一出戏。这样一台戏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 难度很
大。 在师父的耐心教导下，毛甲玉刻苦
钻研，认真琢磨人物的内心世界，细细

体悟梁山伯的高兴、兴奋、惊喜、绝望，
运用“胡派”独有的三蹬脚、三推拿的表
现手段， 把梁山伯一角演绎得活灵活
现。

1964年， 年纪轻轻的毛甲玉饰演
了师父胡华松的成名作《盘夫索夫》中
曾荣一角，又出演了近百场外宾指名要
看的《红嫂》中的女主角红嫂，后来还表
演了《三次八台》《红色营业员》《江姐》
《红花曲》等剧中角色，逐渐成为长沙市
花鼓剧院的台柱子，多次被长沙市等文
化部门授予“突出贡献奖”。

演戏要守规范

直到48岁， 毛甲玉才从舞台上走

下来，在幕后从事行政和教学工作。 30
余年的演出加上20多年的教学经验，
毛甲玉对长沙花鼓戏传承有着自己的
执着与坚持：“一定要守规范。 ”

已退休多年的毛甲玉，如今依然常
常走进剧院，悄悄地坐在台下观看年青
一代的演出。 她说，现在很多年轻演员
花大量的时间捧着手机看，不去研究剧
本， 理解、 领悟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心里没有东西，不守规范，台上演出时
往往就会比较生硬，演员之间也缺乏交
流和互动。 ”

规范究竟是什么？毛甲玉举了一个
例子：如果剧中人物骑马来到一片花海
前，虽然演员眼前面对的是观众，但他
（她）一定要通过“一下子发出光来的眼

神”，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愉悦之情。“如
果是悲伤的，瞳孔就一定要缩回来。”毛
甲玉一边介绍， 一边生动地向记者示
范：“一定要用眼神、动作，把人物的内
心视像表现出来。 ”

流派要不断“流”

作为胡华松老师的嫡系弟子，“胡
派”传承人，毛甲玉在传承本流派表现手
法的同时，又不断吸纳新的元素，提升在
舞台上的艺术表现力。1982年，毛甲玉前
往四川，在川剧学校学习了扇子功、折子
功、水袖功，并将所学的技能灵活运用在
后来所饰演的角色中。 粤剧小生的飘逸
媚态，京剧小生的刚毅，晋剧小生翎子甩
法的运用，川剧小生的文雅，黄梅戏小生
细腻的表演手法， 都被她融入了自己的
表演和后来的教学中。

“流派要不断‘流’，才有生命力。要
不断吸收新的东西，摈弃一些过时的东
西，年轻人才能接受，不能死死地守。 ”
毛甲玉说。

作为老一辈的花鼓戏名演员，她先
后培养了邹平、何强、陈星、胡强、旷涓、
海秋元、王勇、孙凯等一批优秀青年演
员，还先后指导了宁乡、湘乡、衡山等地
剧团的演员，为青年演员排演了《梁祝》
《泪洒相思地》《盘夫索夫》《皮秀英四
告》《三次八台》等剧团保留剧目。

现在， 别人邀请她去指导拍戏，她
也非常乐意，有时连酬劳都不要。“现在
一些县一级的剧院不景气，我怎么能收
他们的钱。”毛甲玉说，“传承花鼓戏，不
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

文新

西汉。帛画。通
长205厘米，顶端宽
92厘米 ， 末端宽
47.7厘米。 1972年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
墓出土， 现藏湖南
省博物馆。 中央电
视台的 《国 家 宝
藏》， 让这幅T形帛
画进入了更多人的
视线。

“辛追墓T形帛
画” 的价值是汉代
高超的绘画艺术与
汉代哲学思想，包
括宇宙观和生命观
的完美结合。 但这
件帛画到底是辛追
“娭毑”生前授予画
师来画还是死后家
人安排？ 现在看来

都有可能。
T形帛画是西汉时期的文物，由三块细

绢拼合而成。 顶端裹着根竹竿，中部和下部
四角是青黑色麻穗儿，横铺像件衣服。 作品
采用传统毛笔单线勾描与没骨画技法相结
合的创作，着色鲜艳、运笔自如。 这幅帛画
是用朱砂、 石青、 石绿等矿物颜料绘制而
成，所以现在来看依旧色彩靓丽。没骨画指
直接用颜色或墨色绘画，没有“笔骨”，即不
打草稿、不用墨线勾勒轮廓，一气呵成绘制
的技法。

出殡时， 人们用竹竿将墓主人的帛画
挑起，举在出葬队伍前头，入葬时将它覆盖
在内棺上，希冀能让墓主灵魂升天。

仔细看这幅画，会发现画面三大版块分
别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三界之中
还借用许多典故丰富整体故事性， 条理清
晰，艺术语言非常高明。 天界部分绘制在画
面上端，仔细看会发现左上角一弯新月有蟾

蜍（也叫蛤蟆）和玉兔，月下是奔月的嫦娥；右
上角是一轮红日， 中间包含了黑色神鸟———
金乌。 据说这是古人以肉眼观测到的太阳黑
子现象，中国比西方发现早了2000年。 而湖
南童谣《月亮粑粑》更生动诠释了帛画的“蛤
蟆”动物。 中间部分披发的人首蛇身天帝，据
说是女娲化身。 天界还有神龙、神鸟、异兽守
护这片神圣之地。 有意思的是，T形帛画上部
护驾的两条龙长得还不一样。 左侧龙有一对
翅膀，与凤的翅膀相似，但是头部又呈现龙蛇
特征，其实这里暗喻着龙凤同源。 西汉《淮南
子》写道“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
鸟”， 同样证明了古人认为龙凤本是同根生。
再放大看细节，又会发现有好多玄机。传说上
古天上有9日，仔细看右上部分，会发现帛画
里有9个太阳。 古人的艺术智慧，一厘一毫都
要顾及到。

帛画的中间部分就是“人间主题”，描绘墓
主人辛追奶奶面向西天，踏上了通天之道的景
象。 前面有小吏差迎接护航，后面有侍从护送，
这架势，渲染了她作为长沙国丞相夫人的高贵
身份。 再往下，我们看到亲属跪在辛追夫人
灵台两侧， 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古代殡仪情
境 。 古有“天圆地方 ”之说，大地是由鲸鳌
驮着巨人托住，浮在大海之上。 所以这幅帛画
中，也看到了巨人双举“大地”。 这不是一幅
简单的帛画， 引经据典， 只为帮助辛追升
西天。 所以，帛画的价值是汉代高超的绘画
艺术与汉代哲学思想，包括宇宙观和生命观的
完美结合。

“辛追墓T型帛画”请雷佳当守护人，太合
适了。 雷佳演唱的《帛画魂》分别代表帛画天地
人三段内容，歌词还和帛画内容映衬———

金乌低声诉
立在扶桑树
随日出日落朝朝暮暮
蟾蜍伴玉兔
广寒宫里住
月光倒影嫦娥的泪珠
神灵烛龙 在祥云间飞舞
香火燃起心愿 静静祷祝
孩子啊 别再害怕
那里要比人间还辉煌
孩子啊 去陪陪父亲吧
终有一日 魂归去兮
重圆一家
白珠落玉簪
曲裾罗袍长
红颜只为夫君妆
……
来来回回听了十几遍《帛画魂》，真的泪目

了。

《一抹夕阳》
———草原的美妙牧歌

文武

近日，到湘南新城资兴市文化馆周华刚工作室，欣赏他的
入选“中国梦2017艺术中国画·油画作品展”的《一抹夕阳》。其
画笔随心动，情与意和，以自己的视角来诠释自然。 在微妙的
光影交织中呈现静默、冷峻的深沉意蕴，朴素中充满诗意。

周华刚表达更多的是物象背后及风景深处的意蕴， 它的
苍茫、凝重、神秘……周华刚的《一抹夕阳》，舍弃了焦点透视
或散点透视的绘画模式，在二维平面上，随着他的意识流动，
用不规则的色块， 在理性与非理性之中架设出画面的层层空
间， 而这些空间随着意识流动而游弋活动起来， 互相关联渗
透，重叠转换，甚至穿越，形成了节奏化的空间，融入在一幅表
现草原牧民生活的色块的前后左右、 高低起伏所形成的回旋
流动的美妙的牧歌旋律之中了。

《一抹夕阳》的创作灵感源于他到内蒙古的克斯克腾旗、
鄂尔多斯、 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香格里拉搭木错原始森林等
地的写生。 辽阔的草原，袅袅的炊烟，空气中不时飘荡而来的
夹杂着牛羊粪味的草的清香……在周华刚眼里， 草原是纯美
的，可以看到阳光下马牛如珍珠撒落；草原是沧桑的，可以看
到风霜在牧民脸上的痕迹；草原是温馨的，可以看到迁徙中勒
勒车上满载着收获和欢乐；草原是喜悦的，可以看到姑娘正在
蒙古包前挤奶忙碌着；草原是热闹的，可以看到春暖时流水欢
快地向远方奔涌；草原是灵动的，可以看到羊群如云彩般地在
一片片金黄间悄悄地飘动；草原是心仪的，可以看到夕阳梦幻
般在一泓碧水中熠熠地辉映……正是他在写生体验的远道跋
涉足迹，积累了草原牧民生活与人物的大量形象素材，在这些
土地上开掘了一口生活的深井， 因而拥有不竭的生活艺术源
泉。 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由题材内容生发而思考油画造型
的笔触语言。 这些孕育出来的作品， 既有强烈的草原生活气
息，也有鲜活的灵动的个性特征，从而让自己的作品呈现出深
深感受到的一种情愫，也就是画中显现出的诗性。

欣赏周华刚的《一抹夕阳》《暮霭》《乡村小景》等一系列风
景油画，能感受到他在观察生活的时刻能够把握生活的真谛，
从平凡的景象中提炼出具有思想性的主题意义， 作品充满诗
意情怀，具有明朗、唯美的风格。 特别是在《一抹夕阳》这幅画
里，他以写实的表现形式，将草原的魅力展现给观者，并在心
底寻找那么能容下万般情绪、能安放灵魂的栖居地。

毛娟

“不教一日闲过”是白石老人语，青年篆
刻家陈一华以此为内容刻一印。 此印“一”
与“日”二字简，“教”字笔画多，一行三字，大
小错落，变化有致，毫不刻板，整方印大气而
和谐，方寸中见机趣。

陈一华为湖南攸县人，“70后”篆刻家。 陈
一华治印，师法秦汉，心慕手追，得古印之遗
风，苍劲老到，气韵两善。 操刀如笔，飞扬恣肆，
莫不中规，章法井然，让就并妙，秦朱汉白，绝无
匠气，但见儒雅，味厚韵长。

影视风云

艺路跋涉

粉墨春秋

演戏要守规范
流派要不断“流”

毛甲玉：

1962年，毛甲玉在《祭塔》中饰演许仕林（左一）。

艺海拾贝
艺林风景

周华刚 油画 《一抹夕阳》

浮生入画千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