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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

“长长姐妹书、 世世姐妹情……” 旋律悠扬， 风光
旖旎。 一首以女书文化为主题的歌曲 《姐妹书》， 不仅展
现了湖南永州美丽自然的风光和鲜活的风土人情， 更唱
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书文化。

“湘女多情， 更多才。” 《姐妹书》 的演唱者， 中国
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 湖南省政协委员李雨儿接受采
访时， 对女书文化充满自豪， “千年传承， 世界独有，
女书文化值得捧给全世界看。”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 女书于1982年在
永州市江永县被发现。 女书完全由女性创作、 传授和使
用， 被学者们称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 女书
靠家传、 亲朋相教的方式世代相传， 被称为文化“化
石”。 2006年5月， 女书习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出生在湖南永州的李雨儿， 自小对女书充满兴趣。
在对女书进行调研的过程中， 她认识了多年来致力于女
书传承与保护的永州江永县政协主席刘忠华。 从坚守女
书文化宣传18年的刘忠华那里， 李雨儿不仅对女书的发

展历史理解更为深刻， 女书背后所承载“智慧、 坚忍、
包容和善良” 更让她为之感动。

今年初， 李雨儿在全省两会上讨论时提出“如何将
女书文化推向世界” 的提案， 从当下流行文化的角度，
分析目前女书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深入了解女书文化之后， 感觉自己身上多了份沉甸甸的
责任。” 李雨儿说， 如何更好地挖掘女书的文化内涵，
让女书走入大众生活中， 是她一直思考的问题。 “将女
书的传统文化， 与目前流行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 让更
多的人了解女书， 爱上女书。” 李雨儿认为， 通过将女
书拍摄成微电影、 微视频及创作系列歌曲等方式， 能够
立体地展示它的内涵， 也能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女书组歌》 由江永县政府出资， MV取景地为江
永的小古源、 勾蓝瑶寨、 中国女书园等景区。 《女书组
歌》 共有三个作品， 三首歌的歌词均由李雨儿亲自创作。
《姐妹书》 谱曲由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永州籍教授蒋军
荣创作， 用温婉柔美的旋律讲述女书结拜姐妹之间相扶
到老、 悲欢与共的温暖情谊， 《女书魂》 强调女书文化
的智慧、 坚忍、 包容、 善良和创新， 《训女词》 则着重
表现家风与传承。

追求独一无二
刘谦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粒
相同的沙粒。 艺术创作也是一样的。 俞成林的画作，
除了坚守艺术性， 更是坚守住了画作中独一无二的
东西。

品读俞成林的画， 既带有漫画的色彩， 幽默夸
张， 又蕴含了水墨人物画的美感和艺术感， 独具一
格，让人耳目一新。 如《闲抱琵琶》一图，画的是两个
丰满圆润的美貌少妇，发髻高扎，衣着华丽，一个轻
吹横笛，一个浅抱琵琶，神情稍带哀怨，画作的题词
是“闲抱琵琶寻旧曲”，画面配上闲诗，颇有“商女不
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蕴。 俞成林的画，用
墨淡雅，着色颇慎，整幅画就几种颜色构成，画面干
净而色彩对比强，用笔利落简洁，人物形象更是塑造
得夸张独特，生动逼真，人物脸型、坐姿、手脚的画
法，皆自成风格。 他如此注解：“我的画作里，是刻意
追求独一无二的东西。 ”

其画作除了有独特的画面感外， 更有深刻的思
想内涵。 他的画，用看似简单的画面揭露了深刻的道
理，给人启迪。 从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大展的入选
作品《假和尚》中，可看出俞成林的构思之妙。《假和
尚》是他构思了几年时间画就的，当时社会上假货横
行， 俞成林根据这一社会现象画了一个身披袈裟的
和尚，一手摇着竹扇，一手挽着个包袱，包袱上写着

“化缘”两字，一手拿着一个铜钱，举到头顶上辨其真
假，画作右边提了一行小字：“人说我是假和尚，料知
铜钱亦不真。 ”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社会中的丑陋现
象，让人观后既有视觉上的美感，也能在思想上引起
震撼。

当然，画作有特点、独一无二是远远不够，最基
本的还是作品要为大众所接受，为老百姓所喜欢。 只
有大众喜欢， 才能实现书画家的艺术价值和人生理
想。“现在很多画家认为‘我的画不是给现代人看的，
我的画是给一百年以后的人看的’， 他们想学梵高
呢。 我是坚决不学梵高的。 ”俞成林经常不经意间来
点冷幽默。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曾号召过文艺要为
工农兵服务，要为老百姓服务。 反观现在的书画艺术
界，孤芳自赏者有之，相互吹捧者有之，闭门造车者
有之，更有不少人创作大众看不懂的作品……

要创作出大众喜欢的画作，就要留意生活，细心
观察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也就是画家要有关注、关怀
生活的能力。 但仅仅将画作民间化又不行，还要上升
到艺术作品的高度，这样才能雅俗共赏。 俞成林平时
就很注重生活的积累，听到一些民俗风情、茶馆谈资
等都会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画作表现出来。 如他在很
多场合见过不少喝醉酒的人，留意观察“酒鬼”们的
各种姿态，创作了一幅《未识酒味已酩酊》。 他的作品
都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棋到中盘方知险》《大树底
下好乘凉》《神仙难钓午时鱼》等等，让人过目不忘，
心生喜爱。

陈明

感觉存在两个杨福音， 一个作为画家， 一个作为哲
人。

前者画有众多画作， 后者写有 《福音画语》， 篇幅
有限内容却涵盖古今， 显露性情， 表现出理论野心。

画作已得到业界方家认同， 赞誉多多； 画语也被多
方解读， 见仁见智， 精彩纷呈。 不知是否也有人注意过
二者间的关系———画家杨福音与哲人杨福音到底是怎样
一种关系： 双剑合璧相得益彰或者貌合神离形同陌路？
似乎都有点， 又似乎都未必尽然。

画作纯净、 古淡、 沉着， 典型的文人画风格； 画语
却丰富、 率真、 奔放， 地域和时代色彩浓烈。

湖湘文化的血性不是文人或士大夫趣味可以统摄
的， 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也坎坷曲折泥沙俱下，
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虽然寥寥数笔令人荡气回肠， 肯定
不会只是笔墨色彩的技术原因。 但往深里说， 画语里的
东西也并没在画作里得到充分体现。 东方和西方的冲突
和融合是百年来的文化演变主线， 也是画语的重要主
题。 画作与画语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 可是我没有感觉
到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是画作画语或者与杨福
音的对面交谈。

如果不是敏感度的缺乏，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不可
能的。 那又会是因为什么？ 我感觉， 或者是以艺术家的
主观体验支配创作， 思考只是一种从属性的理论涵养和
思维拓展， 或者虽有哲人自觉， 却是将理论抱负定位在
传承朱耷、 石涛、 齐白石等先贤的事业， 回到中国画、
文人画。

文人画的主题是成熟成型从主体、 趣味到内容形式
都相对单一的， “士大夫词翰之余， 适一时之兴趣” 而
已。 与宫廷画、 工匠画相区别， 这已足够。 可是， 与西
洋画分庭抗礼呢？ 陈衡恪说的文人画四要素， 人品、 学
问、 才情之外的思想， 实际更多的只是表达一种期待与
希望。 “画语” 中的思想颗粒坚硬粗糙， 带着原始的尖
锐锋芒和不可驯服的野性， 闪闪发光。

创作如果不是“莫名其妙” 的“无端忽起”， 不是
诗歌书法之余的情绪宣泄意趣寻找， 而成为某种思想追
问理念冲突的不得不然。 那么， 杨福音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一种画作？

这就是我读 《福音画语》 时抑制不住的胡思乱想。

周洪林

6月9日至10日，2018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 届时，中
国邮政将增发《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纪念邮票一套1枚。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
华举办的重要国际会议越来越多， 现盘
点一下这个时期我国发行了哪些国际会
议邮票。

2001年10月20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会议·中国》 纪念
邮票一套1枚（图1）。 邮票图案由华表、彩
带和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会议会标组
成。

2006年11月3日， 中国邮政发行了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纪念邮票一套
1枚（图2），邮票画面以中非合作论坛的
会徽为主体图案， 高度概括了论坛“友
谊、和平、合作、发展”的主题。

2008年10月24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纪念邮票1套1枚
(图3)，邮票主图为本届大会的会标，其创

意则源于中国结， 蕴含着亚欧合作和谐
的深义。

2013年8月15日 ,� 中国邮政发行了
《中国—东盟博览会》 特种邮票一套1枚
（图4）。 该套邮票主题鲜明，以广西著名
书画家联袂创作的国画《繁花似锦》为素
材设计， 邮票主图为盛放中的中国和东
盟11国名花，画面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博
览会友谊、合作、发展、繁荣的主题。

2014年11月10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纪念邮票一套1枚（图5），邮票构
图重点突出2014年APEC会议的标志。
左边为长城，右边为巍巍泰山旭日东升，
寓意APEC各经济体勇挑重担， 合作发
展，朝气蓬勃。

2016年8月27日， 中国邮政发行了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纪念邮票
一套1枚（图6），邮票图案包含峰会会标
及举办地杭州的风光元素， 极具中国特
色。

2017年5月14日 , 中国邮政发行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念邮
票一套1枚（图7），邮票设计以论坛标识
为主体， 画面中水纹元素代表了财富和
海上丝路，祥云代表了陆上丝绸之路，华
表、中国高铁、中国远洋货轮、中国大型
飞机等元素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成
就，表现了联通中外的桥梁和纽带，同时
阐述了此次论坛的“五通”主线。 邮票下
方的城市剪影结合了天坛、国家体育馆、
甘肃嘉峪关等文物古迹与现代建筑，体
现了中国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
携手共建，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共同
愿景。

2017年8月19日 , 中国邮政发行了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纪念邮票一
套1枚（图8），该套邮票以2017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会晤标识为主要设计元素，
结合了鼓浪屿、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等最
具厦门特点的风光和人文标志， 整幅画
面视野开阔，色调雅致，寓意金砖国家以
厦门会晤为新的起点，扬帆起航、携手未
来的美好前景。

艺林风景

李雨儿：

用歌声传播女书文化

艺海拾贝

我国邮票上的国际峰会

⑦

①②

③

④

⑤

⑥

⑧

艺苑掇英

两个杨福音

杨福音作品

艺路跋涉

俞成林作品 《岁月如歌》

《幸福马上来》：

堆砌素材
差强人意

黑白

随着我国电影市场的繁荣， 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跨界当导演， 不仅有徐峥这
样的演员， 郭敬明这样的作家， 何炅这
样的主持人， 刘若英这样的歌手， 就连
说相声的郭德纲也按捺不住心中“狂
躁” 拿起了导筒。 而今， 又一位相声

“大咖” 再次加入到拍电影的行列， 导
出了生活喜剧 《幸福马上来》。 这便是
冯巩。

其实， 在电影界冯巩倒不是一位新
人。 此前， 他主演了多部电影， 其中包
括 《没事偷着乐》 《谁说我不在乎》 和
《生活有点甜》 这样的佳作。 他还曾在
2005年和2007年分别执导 《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 和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两
部评价不错的生活喜剧。

与其执导的前两部电影相比， 《幸
福马上来》 无疑有着更强大的明星阵
容， 贾玲、 白凯南、 潘斌龙和宋宁这些
徒弟前来助阵自然不在话下， 老搭档牛
莉、 当红小生刘昊然、 “德云一哥” 岳
云鹏、 大碗娱乐的张小斐、 白眉工作室
的梁超也纷纷加盟， 让观众感受到冯巩
强大的号召力。

去年上映的 《欢乐喜剧人》 大电影
也曾有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明星阵容，
但最终却以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惨淡结
局收场。 看来， 观众的主要着眼点并非
明星， 并且这些出演 《幸福马上来》 的
喜剧明星真正经得住观众和市场检验，
并有票房号召力的也凤毛麟角， 刘昊然
貌似算一个， 但戏份并不多。

《幸福马上来》 讲述发生在调解员
马尚来身上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作为资深调解员， 马尚来的江湖地位无
人可撼动， 但一个叫茅雪旺的后起之秀
竟然向他发起挑战。 马尚来只好应战，
双方各带一队人马比拼， 由此引入一些
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的场面。 面
对马尚来的“不务正业”， 妻子和儿子
很不理解。 在内忧外患之际， 马尚来还
是要发扬乐天知命精神， 搞定一切……

作为春晚的“喜剧扛把子”， 冯巩
自然有能力让观众发笑。 并且， 不是简
单的网络段子集锦， 而是让观众会心一
笑。 但作为一部电影， 《幸福马上来》
段落之间并无必须的起承转合， 看上去
就像是小品荟萃， 减弱了电影的意义，
丢失了喜剧的内涵。 而 《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 和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尽管同
样是讲述生活中的小人物， 但起码有一
个完整的故事。

《幸福马上来》 因急于向观众靠
拢， 将一大堆包袱和笑料一股脑儿展示
给观众， 反而让观众看到一出出乱哄哄
的闹剧， 结果适得其反。 此外， 《幸福
马上来》 取景于山城重庆， 讲述的也是
重庆的本土故事， 却让一大堆北方人来
主演， 无论言语表达还是性格展现， 都
没收到更好的效果。

窃以为， 观众还是喜欢看冯巩演绎
那些接地气的小人物。 靠堆积明星阵
容、 堆积娱乐化噱头来吸引观众的眼
球， 都是一种商业化思维， 但过于商业
化之后， 冯巩的电影反而失去了应有的
味道。

影视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