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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

梅山傩戏是在傩祭舞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戏剧形式，被称为民间文化的“活化石”。 梅山傩
戏主要流传于古梅山地区， 以冷水江市岩口镇
为核心向周边辐射，是民间举行祈福、求子、驱
邪等傩事活动时扮演的娱神、 自娱戏剧形式，
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第一次去冷水江， 到岩口镇龙科村拜访被
命名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苏立
文老人。 在当地说起苏立文，从耄耋老人到学语
孩童，没有一个不知的。 一进苏立文老人家，客
厅四面墙上挂满了与傩戏相关的照片， 那用毛
笔书写的“将梅山傩戏发扬光大，保持节目原味
艺术色彩”的字，或许默默透露了主人的心意：
对傩戏的“野心”与期望……

苏立文老人瘦瘦黑黑， 皮肤的褶皱里满是
岁月的痕迹。 他不会讲普通话，我们的沟通，很
多的时候是他的儿子做翻译，一聊起傩戏，他充
满回忆的眼神像写满了无数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6岁的苏立文开始跟着

“巫师”父亲学习傩戏，刚开始父亲给他念“科
本”，再大一点，就开始口传“密语”，这些傩戏的
“密语”，书里头从无记载，只能靠世世代代口口
相传。 接下来的傩戏动作、唱调、锣鼓道具的击
打必须样样精通。 经过抛牌过式的仪式之后，从
所有候选人中选定了他为傩戏第12代传承人。
而现在也已经确认苏立文的儿子苏业照为第13
代传人。

“傩戏就是给人避邪祈福的。 ”苏立文说。史
书上记载其实从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傩祭的活
动，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傩祭已经非常盛行。 相
传孔子疏于应酬，但只要遇见乡傩队伍经过，必
着绸服恭敬立于门前。

梅山傩戏中除了利用对白来调侃、 讲笑话
之外，还有大量叙述故事的段落，以提高其趣味
性。 2007年9月，苏立文等10位民间艺人受中国
艺术研究院特别邀请，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典
型代表出席了“中日文化交流会”开幕式。 他们
的傩艺节目《搬锯匠》让中日学者、观众啧啧称
赞，也是国内邀请的唯一民间表演节目。

傩戏最重要的道具是傩面具， 苏立文家中
形态各异的傩面具都是老人亲手制作。 谈到文

化传承时，他的言语与眼神里都是充满期望的，
老人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傩戏， 将梅山傩戏文
化发扬光大。“当年傩戏最风行的时候，一年有
200多天在外演出。 ”苏立文说，“这13代以来，我
家的傩戏都是父子相传，现在时代变了，不能那
样了。 我很早开始收徒弟，教过几十个徒弟了。
有半数都半途而废，出去打工赚大钱去了。 ”好
在苏立文有两个儿子都热爱傩戏：“现在， 一般
都是我跟两个儿子一起出去表演，我年龄大了，
唱不动了，就是帮着敲敲锣鼓。 但乡里人信我，
只要我‘坐坛’他们就放心。 ”

自2006年冷水江致力于推进傩戏文化保护
以来，通过近8年的抢救、挖掘、整理，当地文化
部门和民间艺人不断传承、 发扬这一原汁原味
的本土文化。 特别是2011年申报国家级非遗项
目成功后，傩戏从业人员队伍日益壮大，目前已
达到220余人。

“这些都是政府颁发的奖……”苏立文老人
将他收藏的奖杯、奖牌、证书一一拿出来，给我
们介绍着，看着他满脸开心的模样，连眸子里都
透着幸福的感觉， 或许这些奖项是给老人最大
的慰藉与荣耀!

侯佳含

古装剧翻拍，最近突然“井喷”：
经典剧之一的《新白娘子传奇》日前
宣布开机；1月20日，《新射雕英雄传》
导演蒋家骏再接再厉开拍金庸“射雕
三部曲”中最具有偶像气质的《倚天
屠龙记》；2月7日，《新射雕英雄传》监
制郭靖宇监制的新《绝代双骄》举行
了开机仪式；3月初，优酷将开播光线
版《新笑傲江湖》……此外，2018年还
有《神雕侠侣》《鹿鼎记》《萍踪侠影》
《九月鹰飞》《陆小凤传奇》 等十多部
改编自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经
典仙侠剧作品将通过翻拍再度搬上
荧屏。市场对翻拍经典古装剧突然热
情爆棚。

也曾“明日黄花”
经典武侠小说曾是国产电视剧

金字塔尖的IP，无论早年的港剧还是
后来的央视版本，乃至后期于正跟湖
南卫视合作的几部，都有着极高的传
播度和关注度。 但是，2014年李易
峰、杨幂主演的《古剑奇谭》大火，影
视圈掀起了一股玄幻热，玄幻IP开始
成为影视市场追捧的香饽饽。加上之
后的《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玄幻剧持续发力，让大家看到玄幻
题材的市场潜力。 于是，影视圈开始
扎堆拍玄幻剧，连带着网文市场的玄
幻IP价值也水涨船高。 2016年，起点
中文网作家唐家三少以1.22亿元的
版权税高居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榜
首，令业界震动。而在此期间，改编自
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家的作
品却接连受到市场冷遇，多部剧不仅
没有在市场上激起任何水花，甚至无
缘卫视———严屹宽、 李依晓主演的
《新萧十一郎》，刘恺威、杨蓉主演的
《飞刀又见飞刀》，张馨予主演的《新
边城浪子》等武侠剧几乎是在悄无声
息中播出。 因此，一直被视为市场灵
药的古装武侠IP被打上“过时”“不符
合现代审美”的标签。

“翻拍潮”涌动
古装武侠剧本身拥有其根深蒂

固的优势：2017年，蒋家骏执导、郭靖
宇监制的《新射雕英雄传》能够“绝地
逆袭”， 虽说是经典武侠翻拍被边缘
化多年之后的价值回归，但也证明了

这个题材类型不可磨灭的经久生命
力。这类作品多是讲述纵横江湖的故
事，有儿女情长，也有家国天下，不仅
能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更重要的是
能满足男性观众的审美。对于许多影
视公司来说，男性向的武侠剧对当前
的市场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去年
《择天记》《上古情歌》 等多部高投入
玄幻剧的扑街，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一
题材背后隐藏的风险。 再者，武侠剧
也是培养新人的一大利器。武侠剧讲
述的都是少年意气、 挫折成长的故
事， 故事架构很适合磨练新人演员，
除了杨旭文、李一桐因《新射雕英雄
传》而大火外，梁朝伟、古天乐、黄晓
明、陈晓等两岸三地的众多演员都曾
因出演金庸剧而大火，足见经典作品
的造星能力。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即文本本身的质量。 金庸、古
龙、梁羽生等人的小说经过了市场的
检验，故事都十分成熟。 金庸武侠小
说受欢迎的原因，除了其为成人建构
了一个“童话世界”外，也得益于金庸
本人在历史、文学、民俗、武术等多方
面的底蕴修为，其作品不容忽视的一
大魅力是能做到“上达天文、下至地
理”， 这是当下许多畅销网文作家力
所不逮的。

“新射雕”启示录
这一轮武侠剧翻拍热的导火索，

无疑同去年的《新射雕英雄传》有关，
这是“射雕”之1976年问世以来不下
10次翻拍。 此番和“新射雕”，成功的
经验之一就是起用新人，省下演员成
本转而投入制作；其次是忠实还原原
著气质的改编思路， 采用实景拍摄，
尽可能营造真实感，没有刻意使用特
效，不过于追求视觉上的华丽。 这些
最终赢得了观众认可。

翻拍的意义当然在于出新，找到
符合时代精神的契合点。但也绝不是
简单地用武侠外衣包裹或者混搭古
偶、言情等所谓时尚。 事实上，武侠IP
前几年受冷遇也与过于“迎合”观众
的口味有关。在言情、玄幻、戏谑中迷
失了“本性”，让江湖失去江湖味的改
编方式最终反而自绝于江湖。 所以，
新一轮武侠翻拍出产的作品究竟成
败几何， 关键还得看打算怎么拍、为
谁拍。 是绝地逆袭还是炒冷饭，我们
拭目以待。

杨福音

英国人霍金提出宇宙大爆炸论 ， 他
从微观相对论出发 ， 说宇宙的起源来自
体积无穷小而质量无穷大的一点的大爆
炸， 从而将无数的星球散落在广阔无垠
的太空。 霍金进而想象说 ， 假定宇宙就
像一张床单， 床单上承受了大小不同的
星球。 一方面 ， 由于爆炸引起宇宙至今
仍在向四野膨胀， 床单上的星球仍在向
外扩张。 另一方面 ， 大小不同的星球睡
在床单上， 床单不再平展 ， 出现大小不
同的 “凹”。 这样， 一些小球体便会顺着
斜坡滑落下去， 融进那个大球体。 当然，
这种运动的岁月是缓慢而悠长的 。 比人
类从起源到灭亡的整个长河还要长 。 直
到宇宙由大爆炸引起的膨胀减弱再减弱，
直至停止。 床单上的小球不断地滑落被
大球吃掉， 大球也不断地滑落被更大的
球吃掉。 最后 ， 万物仍旧归向成体积无
穷小质量无穷大的一点， 宇宙从此消亡。
这是霍金讲述宇宙的故事 ， 充满不可思
议的想象， 大胆、 优美。

既然霍金能想象宇宙 ， 我们当然就
能想象艺术。 艺术之美缤纷而多姿 ， 其
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创造之美 。 艺术的本
质在创造 。 创造之美是人类得以生存 、
繁衍的生命之泉 。 然而 ， 艺术的创造之
美有别于大自然的现成之美 ， 它是隐匿
潜藏的， 要靠艺术家虔诚的心与明澈的
慧眼去发现。 发现即创造! 创造之美不在
对客观的再现 ， 而靠想象 ， 想象给了你
创造的翅膀 。 尼采说 ： 艺术的想象 ， 是
调动一切手段 (如献给爱人 ) 以达至完
满， 将对象理想化 。 李泽厚谈到想象时
说： 自由地处理时空 、 因果 、 事物 、 现
象， 甚至通过虚拟改变上述 。 更自由地
摆脱常见， 这样 ， 想象着重展示的是感
性的偶然性。

李泽厚将想象分为三阶段 ： 一是原
始想象， 来自对自然景物的神秘性和对
神灵的敬畏。 如鸟为祖先崇拜 ， 鱼为生
殖崇拜， 树木为社稷崇拜 。 二是伦理想
象， 来自自然景物引起的情感联系 。 如
屈原的美人比香草 。 三是无概念想象 。
来自自然景物直接自由地联系各种情感
和感受。 在此阶段 ， 不再需要概念性符
号作中介， 如以松竹梅比人格 。 此即无
概念的感情阶段， 亦即无概念而愉快的
阶段。

由于想象 ， 人生进入到一种境界 ，
即艺术的幻想境界， 亦即审美境界。

将想象编织成韵律， 这就是艺术。

杨子江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宾
新华也受到了这样的熏陶。他早年考入
衡阳师范，熟读唐诗宋词，手抄口诵，心
领神会。 从编快板、纂顺口溜，到填词、
作赋、写诗。他认为，诗歌与书法的学习
都有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可以同
步进行。 近些年，他创作诗、词、联、赋
100多篇，多是颂扬、咏物、感怀、唱和
等题材，充满了正能量。

宾新华习书攻诗，从不满足于对技
法和规则的掌握。 对诗的学养、书的意
境有着技进于道的更高追求。 久之，其
书法逐步进入了表达自身情怀的境界，
流露着淡逸、悠远、空灵的情调。他人生
中的民生情绪、尊贤孝老情结常常通过
笔墨跃然纸上。他从艺力求做到经世致
用，兼美兼善，言志载道，雅俗共赏。 比
如他的咏葵花诗句“激扬到老通灵性，
不变基因总向阳”，正是其心灵的表达。

2016年金秋时节， 他带着精心创
作的“感动中国人物”的书法作品来到
湖南省画院举办书法展览， 好评如潮。
在这次展览里， 他用魏碑写下七律，赞
美两弹一星科学元勋钱学森：“两弹凌
霄惊浩宇，一星冲斗啸长空。 十年破解
千秋梦，今日龙人今日风。 ”诗书俱佳。
他用流畅的行书写下七律，赞神七航天
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祖国放心
传自信，凌霄振翅赛征鸿。 神龙亮甲多

弘毅，铁马飞缰尽效忠。 数目航程操胜
算，三雄足迹刻长空。无边风月当归我，
傲拓天疆唱大风。”人们驻足书法前，也
看到中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这次展
览，他借诗歌通过书法的形式，尽情颂
扬了郑培民、袁隆平、孔繁森等几十位
感动中国人物。

正如他临习书法从未中断一样，宾
新华研习诗词也一直没有间断。他的诗
词情真意笃， 如《一剪梅·金婚抒怀》：
“一渡同舟五十秋， 宦海风波， 贤内分
忧。惊魂淡定卸乌纱，我自扬帆，书海操
舟。携手兰亭悟道游，帖龙乾坤，字化玄
幽。含毫十载邈生辉，点染今朝，老也风
流。 ”表现了与妻子50年执手相依的深
厚感情。

他的诗词既具文采又富哲理。他在
写十二生肖的诗中，咏马：“汗血任流嘶
动地，直将超越嫁英雄。”咏羊：“长留圣
洁天伦在，孕化情商勇富源。”咏鸡：“遍
奏城乡交响曲，锦衣步入小康庄。”这些
诗词既有才情，也接地气，耐人寻味。

诗书兼修，书以承诗，书诗互润，既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又为书法创作提
供了丰厚的滋养。 宾新华，1942年5月
出生，现为中国书协会员。 进入古稀之
年，他的心态更加平和。春秋交替，悠然
之间，“黑女碑中疏影笔，红楼梦里菊花
诗， 挥毫得入清凉境， 吟咏功成淡泊
时。”这就是他的人生状态，也是他的成
功秘诀。

黄泽亮

我是一个对文化有很深迷恋的
人，爱古籍文玩，爱读书；也爱画古籍
画册、文化物质残片、灰烬、书斋书
院。 常常在艺术创作和文字的跳跃
间，让生命回归最舒适的状态。 世界
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日子过得简
单而充实， 正所谓“人间有味是清
欢”。

个人认为，这种生存状态对于从
事艺术创作是需要的。 闲读岁月，静
品流年，唐诗宋词入画来，在品读与
描绘间找到艺术的坐标。我画古代诗
文古籍画册，源于读书人对书籍的天
然热爱。 书籍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 典
籍中涵蕴深刻的社会内容、璀璨的思
想光芒、完美的表现形式和精湛的艺
术手法。在诵读中进入理想的古朴纯
美世界， 灵魂便游弋到精神的彼岸，
感受到宁静与安详，心灵得到净化和
升华，从而生命得以滋养。

我的画中多次出现苏轼、陶渊明
等的诗词。我喜欢苏轼豁达乐观的性
格，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
之远，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读东坡
之词可洗心。 陶渊明则安贫乐道，崇
尚自然，把酒话桑麻、带月荷锄归、芳
草鲜美落英缤纷、 云无心以出岫、知
来者之可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先贤的情怀和传统文化，可安
慰我的灵魂。 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
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
经”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
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我多次把
其中的名篇章节画入画中，用画面语
言向传统文化致敬。

我的作品中，唐诗宋词古籍往往
与宋画搭配。 为什么要画宋画？ 因为
宋画作为一种美学基因，已植入国人
的文化传统。宋画之美，美在简单、含
蓄、谦卑、轻柔的艺术态度，在困顿中
浪漫，在缺憾中赞美，于人物、山川、
花鸟中轻叩生命的价值。

我画文化物质残片、灰烬，是出于
对尊重文化的呼吁， 对过往历史的悲
悯。 想想那些奄奄一息的古籍，它曾经
陪伴了多少代的读书人与爱书人，经
历了多少的艰难！ 而文明与愚昧野蛮
的搏斗并非每一次都会赢， 烽烟四起
的战争年代，一时间“礼乐分崩，典文
残落”，多少珍贵典籍、文物付之一炬，
给文化艺术带来巨大的灾难， 巨大的
痛苦。 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前进，可是这
种文化传承之殇依然时有发生。 画残
片、灰烬的初衷是想时刻警醒着人们，
但愿人们获得文化的解读能力， 加倍
珍惜这些所剩不多的文化物质。

好在从古至今都不会缺少读书
人，书与读书人的碰撞就有了书斋书
院。就如我创作《读书可拂尘》《书院》
中温馨的景象，读书人的身心通过书
籍、书斋、青灯获得了生命的寄托与
统一。如果在书籍中获得了足够的文
化力量，我们就可以走出书斋，在大
自然中自由挥毫。

（作者系湖南省美协会员 ，现任
教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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