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军

画家圈里，我有一位结交30多年的朋友。 他没
有办过个展，也没出过集子，更没人写过介绍他的
文章。他当过知青，干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考入原湖
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油画专业，毕业后又公费
选派到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两年油画。这么多
年来， 他一直笔耕不辍。 别人介绍他的时候会说：
“这是油画家易台华。 ”而我，一直叫他“台哥”。

台哥已经快70岁了。他曾在涟钢宣传部一干就
是几十年。 他一生以酒和油画为伴，他喝过的酒无
法统计，可他作过的画倒是能够计算的。 在他1100
多幅不同风格的油画作品里，他用酒来表现自己张
扬的个性、旷达的胸怀，酒意和画风来源于他飘逸
的性格。

来到台哥家里，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真正的油画
世界。 挂在客厅里的那幅《根》，盘根错节的姿态和
根深蒂固的延伸，它的姿态，给人以落叶归根的视
觉感受， 是他用心灵的波动构筑出的新的视觉感
受，产生出脱离自然束缚的情韵。 再看挂于书房的

《荒园》：背景是高高的雪山，近景是空旷草原中放
牧人细致入微的描绘，用色调和亮度的变化表现三
位女牧民与严寒、 风沙等恶劣环境抗争的场面，两
只充满生机的藏獒和三匹历尽艰辛的骏马依偎在
牧民身边，显示出对主人的忠诚。看似平淡无奇，可
细细品味，你会发现画面中包含着直面人生的强烈
情感。

台哥曾多次去湘西、贵州、云南、西藏等少数民
族居住地，也画过那里的风土人情，在他这部分作
品中，有千姿百态的吊脚楼、木柱相连的小街，也有
华服、银饰盛装的苗家女。

问台哥为什么绘画？台哥告诉我：“绘画是童年
就有的酷爱，是我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 ”他认为，
从中国绘画传统的角度出发，可以预料到中国油
画将来的变化 ，中国的壁画、中国画和民间美
术有许多的精华， 这些精华都是帮助中国油画
成长最好的营养，都能促使油画向着民族化的道路
上发展。

台哥是位易激动而富于创新的画家，他在近50
年的艺术历程中留下了不少震撼人心的作品。他的

油画作品是他心灵的表现。他说：“作画我并不谋求
形似，但我一定要有力地表现神似。 ”因此他并不关
注对客观物象的再现， 而是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
受。一位资深评论家看了易台华的作品后说：“他是
这个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他对一切事物
都具有激情、状态和诗意。 ”的确，台哥总感到大自
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对他意味着充满
狂热和甜蜜的感受，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一切的热
情表现出来。

台哥探索出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绘画语言。 在他
画中，浓重明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致。而他那富
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画的花卉、柏树、
河流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强烈的情感完全溶
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他画人物很喜欢把人
放置于精心提炼的环境、道具、服饰、姿态设计之中。
他通过洒脱的边线处理、形体转换、明暗关系，创造
了和谐、宁静的现实人物，具有雕塑感和厚重感，充
满美感而更真实生动。

台哥，是一位不能一日不动画笔的人，绘画是
他生命的一部分。

易台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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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鸥

《英·雄》里的“英”是中国共产
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雄”是其
丈夫何孟雄，两人在李大钊的帮助
下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革命中，两人先后英勇就义，表现
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和崇高精神。 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
创排的大型民族歌剧《英·雄》今年
初精彩亮相，好评不断。 3月5日、6
日，该剧作为2018年全国优秀民族
歌剧展演的首场演出，在首都与观
众见面。

几年前，本剧出品人、株洲市
戏剧传承中心主任肖鸿斌“送戏下
乡”赴炎陵演出，在参观何孟雄故
居时，被两位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
震惊。 肖鸿斌敏锐地意识到，这段
历史不能被淹没，他们的革命精神
也值得被抒写。 他开始广泛搜寻两
人的历史资料，并投入大量时间和
精力进行初步的剧本创作。 2017年
7月，歌剧《英·雄》完成一稿后，从
全国143部歌剧中脱颖而出， 入选
文化部2017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
发展工程”9部重点扶持剧目之一。
评委认为，《英·雄》 以历史事实为
背景，塑造出一对可歌可泣的“英
雄夫妻”形象，是一个很好的红色
题材，凝聚了正能量。

《英·雄》分为“初恋·俚歌”“热
恋·酒歌”“苦恋·离歌”“生死恋·长
歌”四幕，将何孟雄和缪伯英的事

业之恋、夫妻之恋、儿女之恋，通过歌舞语言展现出来。
该剧总导演、 国家一级导演黄定山表示，《英·雄》“年
轻、时尚、潮流”，“年轻”是因为讲述的是革命年代时尚
而具先进理念的一群年轻人的青春热血故事；“时尚、
潮流”表现在这群年轻人一直在追寻真理、为理想不懈
奋斗，“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命运，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这同样也应该是当代青年人的潮流”。

如何把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时尚和潮流， 以丰
满的故事呈现而非说教和程式化表现， 并用当下“流
行”的方式表达出来？ 如何让作为舶来品的歌剧，具有
充分的民族性，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 首先必须深
入生活，汲取鲜活的艺术营养。 不论是《英·雄》的主演、
导演、作曲，还是服装、化妆等人员，都多次深入革命前
辈生活和战斗的基层一线，从一砖一瓦、一桌一凳中了
解英雄故事、体悟革命情怀，各种历史细节纷至沓来，
主创团队深受感染。

许多观众被《英·雄》里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唱段
所吸引。 整部歌剧的35个唱段，运用了大量湘东民歌、
花鼓戏元素，也加入了大筒、唢呐等民族乐器。 作曲杜
鸣说，考虑到年轻观众的接受度，他还借鉴了西洋歌剧
的手法， 在唱段里加入了咏叹调等，“总体上让歌剧这
个舶来品拥有了中国文化的内核”。

在黄定山看来， 民族歌剧不仅要好听， 而且要好
看。《英·雄》剧中180度的广角舞台、60多组音箱带来的
360度立体环绕，演绎了一场视听盛宴。黄定山以为，当
前的民族歌剧创作， 要在传承民族歌剧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以现代意识进行发展和提高，“《英·雄》通过全新
的舞台呈现，用光效、多媒体的现代艺术、声响等元素
融合释放出的美学体验， 带给现代观众完全不同以往
歌剧的视听享受和心灵启迪”。

“民族歌剧要博采众长、融合发展，才能更好地讲
好中国故事。 ”黄定山认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展开方式
应该是多样化的，传统的民族歌剧结构形式可以是“其
一”，但不应是“唯一”。 要善于吸纳学习世界歌剧和中
国戏曲的经验，为中国民族歌剧所用。 现代歌剧艺术的
发展使形式美感愈来愈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 独特的
舞台表现形式在观剧活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作
用。 无论是鲜活生动，还是深刻凝重的内容，都需要新
颖独特的形式来表现。 使有限的舞台空间成为无限的
音乐戏剧空间和人物心理空间， 探索一种中国民族歌
剧的国际化表达，给予当代观众全方位的审美。

何天平

在纪录电影题材与类型百花齐放的当下，如何运用记录式的影像
叙事讲好方方面面的“中国故事”，这不仅是创作者需要反复思忖的命
题，也是纪录片这一重要的影视文本回应“记录新时代”愿景的必由之
路。 这意味着，纪录片应当在宏大叙事和情感书写两条线索上觅得相
互观照的创作突破。 3月2日播映的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代表了
这样一种积极有益的实践。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在逻辑，本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与前行轨迹，以及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重大论述，以纪录电影的形式浓缩于短短90分钟之中，并首次将这样
类型的作品带出小荧屏、引入大银幕。

《厉害了，我的国》用“大国”和“小家”两部分统领全片的结构与线
索。 观众步入影院看到的，或许不止于随着镜头推进伴生而来的对于
国家的归属、认同与自豪之感，更有充分的个体移情展现其中———每
一个“中国奇迹”的背后，都离不开平凡百姓的参与和书写。 最终，一种
最能引起共鸣的文化表达得以浮现： 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人的书写，
国之“厉害”，源于每个国人的共同努力。

纵观全片，《厉害了，我的国》既有“大国风采”的纷呈展示，借由圆梦
工程、科技创新、绿色中国等多个角度加以诠释；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
中国港、 中国网等超级工程的影像及其背后故事， 在彰显国家实力的同
时，体现了国人追寻“中国梦”途中不畏艰险、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情操，
“五年”的前行车辙得以渐次描摹和勾勒。

除了颇具视野和胸怀地讲述中国故事、刻画中国面貌、展现中国
变化，还有涓涓流淌、直抵人心的情感叙事润色全片。 在观照“大国”的
同时，《厉害了，我的国》也把“小家”作为重点加以展现，平凡百姓的社
会生活变迁最能直观有力地回应新时代的火热之姿，生动记录了中国
在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取得的卓越
成就，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诸种努力。

作为新时代的记录者，《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作品，从内容到形
式、从小屏到大屏，正在用更有力的声音阐述源于真实的影响力，将迎
来更多关注与期待。

王建军 苏亦薇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2018年
《东西南北贺新春》 特别节目，
被称为“央视小春晚”，2月14日
黄 金 时 间 在 综 艺 频 道
(CCTV-3)首播，节目共选取黑
龙江黑河、 山西大同、 云南昆
明、湖南张家界、浙江杭州作为
演出主会场， 展现各地不同的
过年习俗。在张家界会场中，一
首本土原创歌曲《张家界》，配
以土家舞蹈， 多姿多彩地展现
了土家人过年习俗。

歌曲《张家界》由张家界市
文化馆馆长、 民俗专家覃大军
总策划， 新土家风概念提出者
鲁絮作词， 土家族音乐人胡情
作曲， 中国土家新元素歌梅拉
组合主唱。一经问世，立马得到
大众认可。 鲁絮创作的《张家
界》歌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传承方面，主要用永定天门山、
桑植八大公山、慈利五雷山、武
陵源宝峰湖等自然风景和武陵
源标志门、慈利板板龙灯、桑植
跑马灯、 永定高花灯等民俗文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缩影、阐
述张家界之大美。创新方面，主
要用自然风景“张家界三山一
湖”和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张家界一门三灯”， 比拟、
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和谐、自由”及张家界全域旅
游的“三星拱月、月照三星”。对
于歌词创作的传承和创新，鲁
絮用一棵树来形容：传承像根，
年年深扎，“越弥越坚”；创新像
叶，日日青秀，“越破越立”。 张家界有
一流的山水， 更有独特的民俗文化。
《张家界》歌词以仅仅157个字，却包含
了张家界的自然风光、地理特性、民俗
文化、地域特性、民族属性、城市特性
等，实属不易，文字功底可见一斑。

作为《张家界》歌曲的曲作者，胡
情的作品能被央视选上，在他看来，首
先是因为加入了阳戏元素， 突显出地
方特色。 阳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独特的“金线吊葫芦”唱腔，被戏
曲界专家学者誉为“三湘一绝，五溪奇

葩”，与其他剧种的最大区别就
是真假嗓结合，前半句用本嗓，
后半句高八度上去，大家叫它
“金线吊葫芦”，难度大。全国
唯独张家界的阳戏是这样唱
的。

覃大军介绍创作体会时
说，地方特色，在张家界有两个
选择，一是桑植民歌，二是张家
界阳戏， 二者同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桑植民歌元素在
众多作品中多有体现， 其他本
土音乐人也有很多采用， 所以
他们选择了阳戏元素。 胡情说：
“覃大军馆长给我提供了很多
的相关资料，我是本土人，是听
着阳戏长大的， 所以对阳戏也
有自己的见解。 ” 确定了大方
针， 就是要考虑到歌曲的传唱
性， 广场舞作为大众广为接受
的一种风格，可唱可跳，受众面
极广， 所以又加入了广场舞的
元素。 由于作品轻快， 节奏感
强，除了阳戏伴唱部分，该曲容
易传唱。 再因歌词里面有大量
本土知名景区景点及大家常见
的民俗舞蹈，所以一经问世，即
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认可。 央视
也正是基于此而完整地播放完
一整段。

歌梅拉组合， 由张家界知
名青年男女歌手王海春、 向晶
晶主唱， 他们是桑植民歌新一
代传承人， 保持了土家民歌的
原汁原味，以新曲调、新歌词、
新唱法， 推出张家界土家新音
符、湖南土家新风尚。 他们说，
《张家界》这首歌也是我们喜欢

的一首原创歌曲，朗朗上口，也很与时
俱进，保留着阳戏的精髓，老一辈人听
到这首歌会有亲切感， 年轻人也很容
易喜欢和接受。

《张家界》2017年8月被歌梅拉组
合唱到了“阿斯坦纳世博会”国际舞台
上， 国外观众也非常喜欢这种民族音
乐形式，给予了阵阵掌声。 这首歌唱出
了新时代的“张家界”，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全域旅游、张家界自然风景
和民俗文化等融为一体， 令人耳目一
新。

艺苑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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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国》
展现大国雄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