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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湖南卫视出了一档综艺《声临其境》，有观众称
与《演员的诞生》有一比。但它飙的不是戏，是声音。
节目迄今已经播出6集，反响不错，豆瓣评分8.4分。
有网友称《声临其境》是“用声音演戏的清流”。 那
么，它到底“清流”在哪里？

《声临其境》是湖南卫视推出的全国首档原创
声音魅力竞演秀。 该节目共10期，由王凯担任主持
人。 每期邀请包括演员、配音演员在内的四位嘉
宾同台竞声，通过台词功底、配音实力和互动
搭档的比拼，同时由王晓鹰、李世宏、狄菲菲、丁
文山组成专家团进行点评， 最终由现场300名观
众选出当期的“声音之王”进入年度声音大秀。节目
于2018年1月6日起每周六晚10时在湖南卫视播
出。

《声临其境》算是火在了“贺岁档”的综艺节目。
几位表演嘉宾轮番上热搜， 配音片段也在微博传
开，不少网友表示，被演员们配音的功力所折服。值
得一提的是，这还是一档原创综艺，总导演是曾执
导过《变形记》《一年级》的徐晴。 她说，这档节目的
构思来源于去年《书香中国》的一个环节，当时请了
几位配音演员表演《三国演义》朗读剧，没想到这个
片段在网上意外走红，由此引发了徐晴团队想把它
做成一档节目的想法。

从想法到实现，节目组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在
嘉宾阵容上，清一色的实力派，老戏骨居多，最年轻
的翟天临也已30岁，有网友调侃，这是拿导师的阵
容来当选手PK。选择嘉宾的标准是什么？节目组的
标准是：首先要有演技、台词好，其次才是流量、话
题、综艺效果等元素。到目前没有一个嘉宾掉链子，
很多人的表现都堪称专业。

赵立新擅长抓住角色特点，不管是《魂断蓝桥》
的译制片风格，《功夫熊猫》的英文搞怪，还是《大话
西游》的港味配音都配得极像。 周一围为《梅兰芳》
中的十三燕配音，年龄口音都契合得恰到好处。 唐

国强入戏极快，为
《大腕》配音，角色
哭他也哭。 李建义
既能配《喜羊羊与
灰太狼》， 也能配
《水浒传》。 高亚麟
为《剩者为王》配
音，台词颇有感染力，听哭了不少人。朱亚文为李云
龙和白嘉轩配音，嗓音和陕西味都拿捏得极好，“低
音炮”嗓音圈了不少粉。

除了专业配音， 节目也增加了一些趣味环节，
如趣味配音、与“新生班”互动等。 不过，这也招来了
诸多质疑。 有人说“新生班”太过聒噪，还有人戏谑，
此综艺需要快进观看。徐晴则有不同看法，她说，节
目组也找过专业演员来做“新生班”成员，但显得太
过严肃而少了很多娱乐性。

2017年，许多IP剧都未取得预期成绩，“演戏用
替身、后期靠配音”等质疑也纷至沓来。 看了不少
剧，却不知道演员的声音是什么；看了几部剧，发现
主角声音都一样， 不少人对国产剧演员信任渐失。
然而， 我们真的缺好演员吗？ 情况也并非如此，去
年，《人民的名义》《情满四合院》 等剧收视口碑爆
棚，老戏骨们备受欢迎。《演员的诞生》虽说发生诸
多故事和波折， 但也让观众认识了不少好演员，如
周一围、翟天临、蓝盈莹、刘敏涛等。 在《演员的诞
生》节目中，章子怡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舞台
真美好，我们看到成长的青涩，也看到不熟悉的演
员的伟大。 ”而对于《声临其境》来说，这句话大概也
适用。 周一围和翟天临参加《声临其境》表现不错；
赵立新、朱亚文、高亚麟等也同样出彩。

不过，就像美食节目搞不懂做饭一样，演技类
的节目也不可能完全搞懂演技，一档《声临其境》也
不能使配音行业就此走向春天，这也并非是电视综
艺节目的职责。目前来讲，电视还是大众艺术，一档
演技类的节目如果能够引发观众对演技的关注、重
拾对演员的信任，那就算不错了。

任苍云

《西游记之女儿国》于今年农历大年初一
正式公映。 这部电影由郭富城、冯绍峰和赵丽
颖主演， 讲的是唐僧四师徒取经途中误入西
梁女国的故事。 这些年也不知怎么回事，每个
春节档都少不了《西游记》 题材电影前来贺
岁，各种形态的“猴哥”“师父”故事活跃在大
银幕上。《西游记》怎么成为片商最爱的题材？
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么多《西游记》相关电影
接连上映不奇怪，奇怪的是每部电影，票房少
的三五亿元，多的能有十五六亿元。《西游记》
简直是如今最有票房保证的IP了。

周星驰打头阵
逢年必有《西游记》电影，这个现象貌似

从2013年《西游·降魔篇》开始的。当时周星驰
导演，文章、舒淇、黄渤等主演的这部电影卖
出12.48亿元票房，不仅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
冠军，甚至打破了20项票房纪录。 1995年，周
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虽然当年内地票房口
碑不好，但在2000年前后却以音像制品的形
式俘获大批学生观众的心，“至尊宝” 的成功
以及《西游·降魔篇》的大卖，让电影人欲罢不
能。

2014年，郑保瑞导演，甄子丹、周润发、郭
富城等主演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闯进春节
档，最终收了10.45亿元票房。 2015年春节档
没有《西游记》电影，但当年7月出了部把票房
卖到9.53亿元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12月又有《万万没想到·西游篇》上映，也
斩获3.2亿元票房。

2016年的春节档，观众看到巩俐、郭富城
等明星主演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2017年春节档，票房冠军则是徐克执导、
周星驰监制的《西游·伏妖篇》。当时还有另一
部借用《西游记》人物关系的电影《大闹天竺》
也在春节档上映。即使王宝强导演的《大闹天
竺》口碑不好，但票房也有超过7亿元。 这些
年，没演过《西游记》相关电影的中国电影人，
就跟没演过电影《哈利·波特》的英国电影人
一样少。今年的《西游记之女儿国》，名利双收
已成定局。

《西游记》走心讨喜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小说中， 为何就只有

《西游记》在贺岁档中最受片商青睐？ 而又为

何观众对唐僧取经的故事百看不厌？ 因为《西
游记》的群众基础、题材的讨喜程度和可创造
性在四部小说中最强。

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其实早在上世纪
20年代就已经在华语电影界火过。1926年，邵
醉翁导演、胡蝶主演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
是最早的《西游记》题材电影。 这部电影获得
票房成功之后，第二年，上海影戏公司就拍摄
了《盘丝洞》，这部电影不仅在中国大卖，还远
销海外。《盘丝洞》成功后，中国影坛短短几年
内出现了近30部《西游记》题材改编电影。

上世纪60年代， 邵氏电影公司何梦华导
演推出了《西游记》、《铁扇公主》、《盘丝洞》和
《女儿国》四部电影，凭借精良的制作获得不
少观众认可。 如今中国电影的大部分观众群，
有关《西游记》知识的普及“教材”，电影应该
是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动画片
《大闹天宫》， 电视则是1986年六小龄童出演
孙悟空的《西游记》。尤其是1986版《西游记》，
至今重播超过3000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
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 中国80后、90后、00
后甚至10后四代小朋友的童年都有“86版《西
游记》”的陪伴。

孙悟空海外有“铁粉”
在海外，“猴王孙悟空”的名气也非常响。

这不仅体现在诸如韩国、日本、美国等许多国
家都有自行拍过《西游记》题材的影视作品，
而且之前《西游·降魔篇》在海外的票房也特
别好，最终该片全球票房超过2.15亿美元，
刷新了《卧虎藏龙》创下的全球票房 2.13
亿美元的华语电影票房纪
录， 成功登顶全球最卖座
华语电影。 当时不仅有许多
海外华人捧场《西游·降魔
篇》，该片在日本上映时，
连《七龙珠》的漫画家
鸟山明都成为“铁粉”，
盛赞这部电影拍得很
好。《七龙珠》的主角就
是孙悟空。 由此可
见，任何地方的
人都能轻易爱
上这个超级英
雄打妖怪的故
事，成为孙悟空
的“粉丝”。

星朵

小区居民自编自导联欢会
小年过后第一天下午。 寒风仍

不老实， 不停歇地在户外肆虐。 我
听到楼下一阵喧哗， 扩音器里传来
一个女子清冽的喊声：“小区迎新年
春节联欢会马上开始， 欢迎在家的
小区各位业主， 都来球场观赏啊！”
主持的声音好像撕开了寒风封锁着
的小区凝滞的上空一角， 盖过了冷
风， 逼退了冬寒。

篮球场上， 早已围了几层的观
众。 虽然不是在夜晚， 但小区早已
张灯结彩， 小区居民自编自导的山
寨版“春晚”， 将大家邀约在了一
起， 在三九隆冬的户外， 还真有点
抱团取暖的闹腾欢聚氛围。

天然百姓大舞台
一组建筑施工的钢架竖起简易

的幕墙， 红绸幕布上绘着“金滩小
区2018欢度春节联欢会”。 水泥地上
铺着红地毯， 搭成了联欢会的临时
场地， 是天然的百姓大舞台。

第一个上台的主角， 是业主委
员会负责人老周。 老周刚从机关退
休， 嗓门洪亮但不打官腔。 他说了
一大堆， 我只记住了几句， 但仅这
几句也许足够了。 “今年是咱小区
入住后的第11年， 但自办春节联欢
会是新媳妇上轿头一回。 ……远亲
不如近邻， 希望咱小区邻里和睦，
亲如一家人。 ……” 老周曾是部队
转业干部， 为人热情， 声如洪钟。
每次见着我， 总是大声问好。

节目是经过业主委员会和小区
物业公司精心筹备和筛选的，演员们
都是小区的住户，爷爷奶奶与孩子们
是场上的主力。开场舞《满堂红》阵容
整齐， 清一色的奶奶们衣裳鲜艳，头
插红花，笑容可掬，身子灵活，扭得春
风满面。 平时里她们慈爱和蔼，是这
个小区的保护伞， 今天容光焕发，成
为给小区送春的“欢喜佛”了，演出引
来了大家的喝彩。小区的物业员工合
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老歌被
他们唱得字正腔圆，意味深长。 歌者
中， 我发现了打扫小区的清洁工、传
达室的保安、 修剪花草的老园丁，还
有青年水电工，平日里他们难掩几分
质朴与谦卑，见了我们业主也没什么
多话讲，但今天却露出了自信与镇定
的眼神， 歌声里飞出了他们的期盼，

也传递出他们美好的祝愿。“太好
了！ ”我身边的一位小伙子脱掉了帽
子，抛向空中，使劲地鼓掌叫好，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 大家都转过身来，
他好像成了台下演员， 逗得一阵欢
笑。

诗朗诵 《邻居情》， 由四位业主
登台演出。 我认出其中的两位男士
还曾有过过节呢。 由于都是上一届
业委会成员， 他们都脾气火爆， 意
见分歧难以调和， 各不相让， 最后
竟在小区上演了全武行。 我正好遇
上便去劝架， 抱住其中一个个头稍
小的， 竟遭到他的怒怼， 责怪我为
什么不制止对方， 却偏来阻拦他。
其实， 我本想保护他以免遭受对手
的重拳， 却不料引来误解， 弄得自
己尴尬沮丧不已。 好了！ 现在他们
和好了， 我心里挺受用的。

小区多了一份灵气、 温馨
小区真是小呢， 区区三百来户

还有些并未入住， 演出的节目水准
可想而知， 有点搞笑， 有点俗套，
但无伤大雅。 难得的是自娱自乐，
淳朴清新， 演员都一丝不苟， 观众
都欣然接受。 五岁的蓉蓉小朋友，
主持人报幕后， 音乐响起， 却不见
她露脸。 原来她突然害羞起来， 紧
搂着妈妈的腰身不肯登台了。 好不
容易被妈妈哄着牵了手上台， 带着
一起跳， 却再也不愿独自舞蹈下去。
她母亲只好作罢， 挥手向大家祝贺
新年快乐， 并表达了歉意。 但大伙
一个劲地鼓掌， 为母女俩助威， 拍
照留影， 主持人还当场为她们颁发
了奖品， 让人既忍俊不禁， 又心存
怜爱和敬意。 拳拳之心， 舐犊之情，
宛然在眼前。

小区的“春晚”， 演员全都是本
土本色的身边人。 他们与平时在小
区见着的不一样， 多了一份才华，
也多了一份文雅， 让小区顿时多了
一份灵气， 多了一份温馨。 平时里
素不相识， 互不理睬， 但此时都露
出了一张张的笑脸， 彼此交换信任
与快乐。 更有小区爱心人士为联欢
会捐赠奖品与礼品， 使这场联欢会
平添了几分节日喜庆的气氛。 小区

“春晚” 有现场感， 也更接地气， 让
大家相互走近， 彼此感应， 触摸到
真诚与和谐就在身边 。 虽然小区

“春晚” 难免又“小” 又“土”， 但
它的确是我见过最让我“走心” 的
联欢会了。

于建初

段传新， 湖南澧县人， 青年时期招工到
湖南津市一个工厂， 喜欢写文章写字， 人活
跃， 有口才， 就当了车间团支部书记， 后成
为厂里的中层骨干。 像许多不安于份的热火
人一样， 东风一来， 他就走向市场， 奔往长
沙。 他算一个幸运儿， 吃了许多苦后成功了。
他又像许多下海的文艺爱好者一样， 十年聚
财之后， 有条件来爱文和过瘾啦， 于是又满
铺满桌地写起字来。

经历平平， 是个业余的。 但， 艺术这事，
就是一句话： 不问过程， 就要结果。 不管业
余的还是专业的， 你把你的结果拿出来。 当
我目睹他的结果他的字， 我的确是暗暗惊讶，
颇有被震撼感。

传新的字， 不剑拔弩张， 不银钩铁画，
也不温文尔雅， 更不娟秀媚妍。 他， 一树新
颜， 悍然特立！ 赏段传新的字， 我想到三个
等级：

第一等级， “求美”。 书法是美术。 写出
来字要美， 要好看， 才能让人赏心悦目， 心
情熨帖。 为此， 多少人起步幼年， 晨昏早晚，
或颜柳欧褚， 或米蔡黄苏， 或直宗二王， 多
少年岁月流去， 终于写来是那么回事， 达到
了一个美字。 但， 要成一家， 尚还差远矣。

第二等级， 要“离美”。 艺术是个辩证
法。 相反才能相成： 要想更美， 就得挣脱这
个美， 离开这个美。 这是书家高手都懂得的：
要在“拙” 味上下功夫。 第一等级属于常规
练功。 看得出段传新在这一段下过苦功， 有
大付出。 第二等级， 从段传新极娴熟的笔墨

里， 看得出他早已完成了这种高层进发， 那
种酣畅拙味已经漫漶在他的笔下纸间。 但，
若要成大气象， 这依然不够。 必须要求他登
上———第三等级： 要“超拙”。

有了拙味， 的确已经入了高层次。 但拘
囿于拙味， 却往往容易落入一种泥古 、 冷
清甚至衰微的滞象 。 所以， 有大志向者要
更上一层楼！ 段传新的确已经在登楼而上，
我在他书法里， 已经看到了超乎拙味的洒脱
自如。

我久久地凝视他的两幅字： 一幅是书写
毛泽东“北国风光” 词， 一幅是书写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 的诗。 美为功底， 拙出味
道， 霸溢豪气！ 起笔的那个“北” 字， 秦皇
汉武的“汉”， 风流人物的“人” ……忍不住
要赞一句： 大手笔！

王敏 田力军

“种来松树高于屋，闻道梅花瘦似诗。 ”看
王政飘逸空灵的行书，字里行间道出一位书家

的秉性追求。
或许是受家乡

鼎城草坪浓郁文化
艺术氛围的熏染，
王政的心底早早种
下了一个文艺梦。
1981年中专毕业
后，17岁的王政进
入常德县水泥厂当
技术员， 领到工资
头一件事就是买来
笔墨纸张和字帖。
王政练的第一本字
帖是《柳公权玄秘
塔碑》。他下班后临
帖写字，一笔一画，
起笔收笔， 反反复
复，一丝不苟。不到
半年， 王政对柳楷
的练习， 从形似飞
跃到神似。很快，他
又买来行书字帖
《兰亭序》， 开始了
新的探索。1984年，
王政参加由团中央
举办的“全国首届
钢笔书法大赛”，获
优胜奖。 团县委求

才心切，想方设法把他从工厂调入机关。
1987年，王政参加了中国书协举办的书法

函授班，技法稳步提升。此后，他又先后临习过
黄庭坚《松风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及王铎

行书等。 平时，他博览名家法帖、展赛作品集
等，开阔眼界，心摹手追，力求广种薄收、厚积
薄发。1995年常德诗墙刻上了他的行书墨迹姜
夔词《念奴娇》。 1997年，王政麻起胆子向全国
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投稿，竟成功
入展，并因此加入了中国书协，更坚定了他研
习书法的信心。 几年后，常德诗墙再次刻上了
他的行书墨迹魏永健诗《三峡大坝》。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书法亦如此。
王政多方面的业余文艺爱好，为他增加了不少
“字外功”，他试图在各种文学艺术门类之间融
会贯通。 写书法，撇不开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
化。 王政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学考试，读
函大、夜大，先后获得大学中文专科、政史本科
文凭，加之在书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被评为
“全市首届学习之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中文专业自
学考试时，他学习古代诗词，心手眼一齐用功，
边理解边背诵边书写，几个回合下来，诗词记
熟了，字也进步了。在鼎城区文联工作，王政有
心从外行变为里手，渐渐迷上了京剧、黄梅戏
等传统戏曲。 他把练习书法的方法用于唱
戏。 在他看来，音符就好比笔画，一个或一
组字也如同一句歌 、一句戏，除了基本元素
各具特点外，其他如节奏、气息、情感等都具有
共通性。

2015年3月，早已是中国书协会员、市书
协副主席的王政拜师张锡良，“创作是临帖的
余事”，张锡良的这句教训王政铭记在心。临帖
是一辈子的事。一边练基本功，一边进行创作，
王政在温习书法的过程中，巧妙融入近几年接
受的新观念和新技法，日有所得。

荧屏看点

《声临其境》
“清流”在哪里

“走心”的小区“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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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润潇湘 豪拙之美

艺路跋涉

王政的“字外功”

王政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