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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瑞芳

远离城市的喧嚣， 和风吹拂浏阳河边随性漫步的
人。 五月不仅是一个用来做梦的季节， 更适合寻找和守
望。 坐落在浏阳河畔的欧阳予倩大剧院， 5月23日上演

了一幕演绎现代生活题材的花鼓戏 《甜甜的梦》。 以一
群乡下女人为切入点， 讲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 乡下留
守媳妇们的喜怒哀乐， 以及她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代风
情故事。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 随着音乐和舞台灯光随即变
幻， 在舞狮队绚丽的烟花中， 一场土洋结合的家庭派对
舞动了花鼓戏 《甜甜的梦》 的故事序幕， 很快“照片
门” 事件给这个热闹的场景撕裂开一条丑陋的疤痕。 正
是这个矛盾冲突的升级， 引发了打工与留守、 梦想与现
实、 金钱与伦理道德的拉锯战。 正如故事女主人公的唱
词：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 我的梦就是我的家。 我爱
家， 没有三心二意； 我爱家， 没有虚情假意。” 该剧颂
扬了一群留守妇女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 追求幸福， 崇
尚自尊自爱、 自立自强的精神。

编剧袁克平说， 他创作该剧的起因， 是缘于他的家
庭装修。 进城务工农民的生活现状， 引起了他对农民工
与他们身后家庭生活的关注。 编剧巧妙构思， 从回家开
派对， 农村人模仿城市人的浪漫， 在深层次上反映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与追求，到“照片门”引发的留守与走

出去的分歧，“抓豆子”“谈恋爱”“抬老娘”“喝咖啡”“审老
公” 一系列场景的层层演绎推进， 以主人公甜瓜这个小
人物生活轨迹的演绎， 到她遭受心灵创伤后的自我人格
升华， 最终完成了该剧的主旨表达。

有意思的是， 编剧在人物的名字上， 没有遵循生活
的真实， 而是用建材名称来命名剧中每个男人们的称
谓， 用蔬菜名称来称谓每个农村女人， 其人物符号化似
乎暗示了这部戏所指的泛社会性与普遍性。 作者怀着强
烈的忧患意识， 以敏锐的眼光， 深刻的思想， 独到的视
角， 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创作了这部社会问题剧， 以
期引起人们对城市天空下农民工生存环境与留守媳妇生
活辛苦的重视与关注。 这部戏中最令我感动的一幕是：
一根绳子一头系着自己的手腕， 另一头系着痴呆的老
娘。 那份责任， 那份坚守， 那份深情， 令人潸然泪下。
留守妇女的艰辛与默默付出， 赫然呈现在观众的脑海
中。

导演张杰是国家一级导演， 所导演的剧目颇丰， 曾
多次荣获“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导演奖”。《甜甜的梦》
是张杰导演的又一大型现代花鼓戏， 获2017年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 该剧在确守本土文化元素的前提下， 大胆
采用“土洋” 结合的方法， 在结构形式上运用对比来演
绎城乡二元生活的冲撞， 以戏曲写意美学与现代感的视
觉造型为原则， 将现代生活元素手机微信通过电光屏搬
上舞台， 增强了时代感。 剧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如开场舞狮队狮子口中飞溅的烟花， 意喻了浏阳花鼓的
地域特性； 倾盆大雨中六位女子互挽互帮， 抬痴呆娘的
艰辛与山洞里的女人们畅谈梦想的主题展示； 咖啡馆36
元一杯咖啡的不舍吞咽与城市小三猫屎咖啡的挥霍对
比， 甚至砖头身穿花衬衣， 出轨行为内在外化的隐喻等
等， 都展示了导演的匠心。

该剧无疑是想借用社会问题来呼唤正能量， 在现代
意义上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反思或审判。 主人公甜瓜对
家的守护， 对乡亲们的无私关怀与奉献， 都是满满的正
能量。 该剧作为浏阳花鼓戏剧团、 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 长沙市艺术创作研究院三家共同打造的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 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黄泽亮

2007年仲夏，一次偶然的误入，有如时空穿
梭，我闯入一片旧工业时代的废墟。

行走在破败的厂房之间， 空气中偶有淡淡的
机油味， 穿梭在这将融未融的废墟中领悟废弃与
重生之循环哲理。 弘一在《废墟》中写道：“看一片
平芜，家家衰草迷残砾。 玉砌雕栏溯往昔，影事难
寻觅。 千古繁华，歌休舞歇，剩有寒螀泣。 ”遥想当
年，老工厂里彻夜灯火通明，机器奔腾旋转，蒸汽
腾腾，工人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干劲十足，热
火朝天，为共和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历史的车
轮滚滚而前，昔日的光荣岁月逐渐淡化，最终消失
在历史的时空中。我陷入了沉思，这数不清的残砖
剩瓦、破铜锈铁之中藏着多少欢笑，多少汗水，多
少故事。

现在，中国随着进一步改革的春风，到处都在
施工建设，仿佛一个巨大的工地，在机器的轰鸣声
中，旧的厂房也许几天时间就被轰然推倒。曾经的
光荣成为过去，我赶紧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晌午，拿
着相机穿梭于废墟之间， 存储一个时代斑驳的光
影，酝酿着如何用手中的笔画出一代人的记忆。

有感于这些废墟的形式美和残缺美、 铁锈的
色彩美，我创作了《遗弃的空间》系列油画作品，使
人重温旧工业时代，传达眷恋与惋惜。

当岁月摩擦着一切物体的界面而留下斑驳的
痕迹与疮伤的肌理， 到处是残破的瓦砾与锈蚀的
机器，是时间带来的残缺美学。我喜欢精细地描绘
这样断残、裸露、零落、荒芜的空间，让读者体悟画
面中抚今追昔的沧桑感； 我喜欢在这样一个被遗
弃的空间中置入纸飞机、千纸鹤、小纸船、纸风筝
等情感载体，重拾儿时的回忆，这样的梦幻组合，
让人在时光深处怀念或回忆，完成心灵的救赎。

遗弃的空间最终会完全融入大地， 一切印记
都不可能永恒。但精神是废墟的磁场，会在我们心
灵的罗盘中找到感应，谨以《遗弃的空间》系列作
品，向旧工业时代致敬！

袁刚毅

民国时期，在政海浮沉的人士中，能写有一笔
好字的不在少数， 出类拔萃如于右任者还著书立
说， 影响深远。 其中， 杨度的书法意趣亦别有洞
天。

杨度的字乍看稍嫌笨拙，并不十分漂亮，一看
就晓得不是走赵孟頫、 董其昌那类飘逸灵秀的路
数。 杨度书法师从湘绮老人王闿运。 王湘绮书法以
颜、米为宗，写得生涩而厚重。 杨度从由颜字入手，
较之乃师的颜体更疏朗开阔，厚垂而不凝重。 除了
颜书，杨度还法宗《郙阁颂》《衡方碑》《张迁碑》，下
过很深的工夫，深得汉碑神韵，古拙厚朴，气象磅
礴，毫无做作软媚之态，质朴之中却不失温润。 其行
草则参以颜真卿笔意，稳健茂密，蕴醇雅逸，不落时
俗。 大清季以来碑学盛行，杨度的书法从隶书入手，
融汉碑和魏碑于一炉。 难能可贵的是，虽是崇尚碑
刻的中坚分子，却没有碑学的流弊，将石刻的重、涩
与日常书写的随意、流动有机结合，有一番新的动
感节奏，字形结构趋于方正，用笔重，结体拙，真草
篆隶，皆具功力，个性极为鲜明，通体遵循“汉人气
厚”的书法风范，笔酣墨饱，气宇轩昂，整体书风与
伊汀洲、金冬心庶几近之，却又于楷隶杂糅中自出
机杼，质朴中不失华润之姿，从而健步民国书坛。

“立宪”政治失败后，杨度移居上海，成为沪上
闻人杜月笙门下清客，更是寄情书画。 杨度在沪上
艺乘书画社举办过一次书画展览，作品片刻之际就
售罄，名动一时。 犹可一说的是，在2013年北京钱化
佛作品暨“万佛楼”藏画专场拍卖会上，杨度一副
《隶书四言联》以609.5万元居榜首，成为当场冠军拍
品。

彼时中国共产党在沪机关刊物《红旗》刊头，即
为杨度所书。 还有人请杨度为大名鼎鼎的岳阳楼撰
写对联：“风物正凄然，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
我；江湖常独立，愿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 ”联
语雄奇，书迹郁勃，抒发了杨度一生忧国忧民的赤
子情怀。

已故上海收藏名家洪丕谟先生藏有杨度的一副
楷书对联，字大近尺，很是气派，联曰：“屋小堪容膝，楼
闲好著书。 ”这副对联作品是用隶书笔意写的楷书，好
似不是拿毛笔而是用一把如椽巨刷“刷”出来的字，横
粗竖亦粗，方拙奇古，似不在意修饰，然其性格中质实
恬淡的本色却流露无遗。 杨度一生致力于救国，却不
得门径，痛苦迷茫之际，志士气短，名士风浓，也就只
好躲进小楼成一统，挥毫聊以自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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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创新与
情怀综艺

吴学安

“应当给第四季 《极限挑战》 一个新的定
义———情怀综艺。” 5月15日， 东方卫视 《极限
挑战》 第四季在桂林召开发布会。 东方卫视中
心总监、 东方娱乐总经理王磊卿在回应新一季
节目变化时如是说。 对于这种改变， 有人不适
应， 认为 “极限挑战变得枯燥无趣， 水准难比
前两季”，有人则为其点赞，表示“既有深度又令
人感动，‘极挑’不愧是‘极挑’”。

国内综艺节目在过去三四年间呈井喷式爆
发， 传统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推出的各类真人秀
层出不穷。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电视里“霸屏”的
不是电视剧，不是广告，而是各类综艺节目，从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到《国家宝藏》《经典
咏流传》，文化综艺爆款频出，也带动了一股“文
化热”。 综艺节目如果缺乏创新就难以获得长久
生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电视综艺运作被视作
海外电视传媒的 “搬运工”， 综艺节目也被称
为海外电视节目的 “集散地”， 各家卫视上的
综艺节目多数为海外电视台已播出的模式， 很
少有卫视自创的节目。 综艺节目火爆荧屏的同
时， “跟风”、 同质化等屡被质疑。 湖南广播电
视台有关负责人就曾说：“跟风” 的根本在于电
视台由于收视压力， 更愿意选择相对保险的引
进节目模式， 不敢冒险上创新节目。

无论有没有通过正规途径取得节目版权，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 国内卫视此前热播的
各类真人秀节目几乎都是国外的翻版， 真正的
原创十分稀缺。 站在观众立场， 节目品质好或
许就没关系， 但站在电视从业者的角度， 就应
该呼唤更多原创节目。 在某种程度上说， 原创
电视综艺节目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
度。 我们不排斥有品质的引进， 但更尊重有中
国特色的电视综艺原创精品。

长期以来， 国内卫视之所以热衷引进电视
综艺模式而原创乏力， 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国内
电视市场竞争激烈， 市场风险太大。 对电视台
而言， 原创节目是使命， 是社会责任， 但迫于
生存压力， 不会拿太多的资源去做， 热衷模仿
抄袭国外的创意对利益方来说有助于规避风
险。 一方面， 是电视台成本控制方面的风险。
开发一档原创新节目与购买成型的节目模式相
比， 付出的成本可能会更多。 电视编导们则需
要在相对较短的任期内出成绩， 直接模仿抄袭
显然比全新开发争取了时间。 另一方面， 广告
主也倾向于投钱给经过市场检验的成熟节目。
尽管也有一些贴着原创标签的节目试水， 但很
难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引进模式相对是比较
保险的。

第23届上海电视节 “中国模式日” 论坛现
场， 业内传出信号： 中国综艺市场已经走出了
最初的市场红利期， 开始有逐渐转冷的迹象。
面对这一变化 ， 业内人士认为未必是一件坏
事———大众注意力的分散， 恰恰能够帮助中国
综艺人戒掉以往 “跟着模式走”“冲着明星看”
的浮躁心态。 冷静下来的市场， 其实也为中国
综艺迈向成熟、 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提供了空
间。 业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硬性限制媒
体引进节目模式数量和节目明星化的比例， 让
平台拿出一定资源为孵化本土创新提供空间，
把创新放到比收视、 创收排名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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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闲好著书

李雪梅

30年前，怀揣“湖南长岭石油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和很多像我一样的青年学子，相逢
在那个依山傍水的临湘大坝。 又带着对文学
的喜爱和向往，聚集在《映山红》文学社，听文
学讲座，参加诗歌朗诵会，挑战唱歌比赛等，
参加各种活动，充分展示自己青春的风采。我
报名参加《映山红》文学社纪念“一二·九”学
生运动演讲比赛，请李幼琴老师辅导，她毕业
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李老师认真指导我，教授
我演讲的方法。经过层层选拔，没想到那天的
演讲获得了演讲比赛一等奖， 激动得我心都
在飞。

时光飞逝。 毕业后，我幸运地成为了“长
岭”大家庭的一员，和许许多多的“长岭”儿女
一起“我为石化献青春”。

那天中午，在宾馆吃工作餐，忽然一个熟
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想起来了，是曾经辅导
过我演讲的石油学校的李老师。 我热情上去
和她握手拥抱，许多年过去了，老师还是那么
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我们聊了很久，交谈中
得知， 老师1997年退休后潜心于个人爱好，
迷上了彩色剪贴画。这是一种将各种颜色、各
种画面的纸， 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裁剪组合
成充满意境和情趣的纸艺作品。 看上去似剪
纸又不像剪纸， 但真是带给人一种美极了的
感受。

走进她的家，墙上、桌上挂着或放着她亲
手制作的一幅幅清新别致的作品。 《兰花
花》 《对月》 《金秋时节》 《春日旋律》
等， 把人带到了一种自然、 纯朴的美好世界
里。 她作画的工具似乎并不复杂： 用过的废
旧挂历、包装纸、广告宣传单、杂志彩页、吹塑

纸，不干胶纸……信手拈来。 作品的立意、构
图也很独特， 可爱的动物， 大自然的花草树
木，靓丽的小人物，迷人的风景，经她巧手拼置
色快，一幅的剪贴作品就诞生了。 李老师的剪
纸也很漂亮，经常向朋友们送她的剪纸作品。

闲下来时，她将自己的创作经过写成书，
著有《彩色纸艺》《休闲手工制作》《少儿彩色
剪纸》等，《湖湘剪纸通讯》还专门为她出了一
期专刊。从李老师的作品中，我仿佛看到了一
种自然灵性的展示，一种人文精神的表达，体
会到了最纯粹的古香古韵。

追求美的意境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李老
师虽已过了古稀之年， 可她看上去依然青春
焕发。 她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为他人带来
美。如今，李老师是湖南省剪纸艺术委员会会
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有多幅作品在国
内书报上发表并获奖。

艺林风景 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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