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荧屏看点

芳华

一部百集微纪录片， 却以“反差萌” 的表达
方式尽述国宝的前世今生。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承制
的百集纪录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 早在第一季就
引发了全民关注。 如今， 第二季节目正式宣布暑
期回归， 更多的文物珍宝也将与观众见面。

在本季节目中， 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

将陆续现身。 其中，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多件馆藏
精品文物也将露出真容。 相比第一季， 第二季在
三个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 一是文物选取范围进
一步扩大， 文物类型更加丰富。 在第一季的陶器、
玉器、 青铜器之外， 新增了漆器、 石刻、 简牍、
织锦等文物类型， 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生产力
的发展变化。 二是与文博单位合作更加紧密， 更
加贴近文物考古专业学术前沿。 第二季全片共有
来自全国的50多家博物馆参与支持拍摄。 三是在
制作层面， 进一步加大了新技术的应用， 如高精
三维数字扫描、 高清平面信息采集、 多光影采录
技术、 表面微痕提取技术、 数字拓片、 数字线图、
多光谱采集等,�突破了传统摄影的视角束缚， 强调
文物本体信息， 从而呈现出精彩的动画演示。

节目每集仅5分钟，“孵化”却历时整整两年。
节目组总导演徐欢介绍， 从搜集到筛选， 团队经
过学习、 研究、 走访、 勘察后 ， 从全国登记在
册的380多万件文物中遴选出100件，“做5分钟
的节目和做1个小时的没区别， 许多分集导演带着
对文物的敬畏之心， 仅仅一集就能打磨上大半
年。” 第二季将于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首播。

别把“毁经典”三个字
用得如此廉价

王彦

老剧翻拍在2018年再成话题。 《天乩之白蛇传
说》和新版《流星花园》上周同一天开播。在待拍或待
播的序列里，还有《恶作剧之吻》《将爱情进行到底》
等偶像剧，以及《金粉世家》《倚天屠龙记》等。 “回忆
杀”滚滚而来，卷起一阵网络风评 “毁经典”。

然而， 在分析为何总是 “新不如旧” 之前， 有
个问题先得理清———谁才堪当 “经典”？

以 《流星花园》 为例， 它确乎在一代人的记忆
里占据一席之地， 当年播出时也着实轰动过。 但其
内里， 只是一部青春偶像剧， 拿的还是后来满大街
的 “霸道总裁 ” 剧本 。 17年前 ， “买下巴黎铁
塔 ” 的台词会流行 ， 不过是该剧凭一时的视觉风
尚 、 男团偶像组合的新鲜度俘获了特定年龄的观
众。 这一切置换到观剧审美在不断提升的今天的观
众面前， “浮夸、 尴尬” 自然成为评论的高频词。
编剧大约也知 “霸道总裁” 时过境迁， 所以在新版
里做了不少调整 ： 让F4变穷 ， 让他们集体当 “学
霸”。 可治标不治本， 剧中 “优等生” 的骨子里还
是个动辄就拿外卖糊人一脸的暴躁狂。 一个欠缺文
学支撑、 现实体察的剧本， 再怎样改编， 充其量只
是 “带流量的原作”， 与 “经典” 无关。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 《为什么读经典》 一书
中写道： 每读必有新鲜之感者和初读总会唤起久违
的美好回忆者， 可视为经典。 再扩充些， 能用简单
结构表现丰厚内涵的， 能让观者在外观内省后生发
思考的 ， 能在历经多番轮回依然不断影响后来者
的， 皆为经典。

总之， 判断经典与否， 标尺从来不是流量， 而
是大浪淘沙般的时间和耐心， 需要公允的读者与睿
智的批评家富于公心的不断精选。 所谓 “毁经典”
也当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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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亮

荷花身姿曼妙、娇媚芜艳、芳香四溢，又有谁
不会喜欢荷花呢？ 自古以来，荷花已被反复画，重
复画，画透了，也画滥了。 画出新意难，要在众画
家中脱颖而出更难！ 看了璇子的作品，画荷印象
令人耳目一新，着实为她高兴。

璇子画荷吸收了平面构成的形式，把荷花荷
叶的视觉形象以对称均衡的相近形态，有规律地
反复出现，平面的灰色和黑色墨块填充于花叶之
间。 在主体立意的指导下，若干造型单元组成一
个有机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富有张力的视觉
效果。 满池的荷花，静静的，具有独特的意蕴和艺
术魅力。

璇子对待绘画艺术是很有主见的。 她说：“我
们生活在当下就应该有当下语境的生命态度，绘
画也是一样，我一直努力在寻找探索表现当下语
境状态的艺术作品，它应该以艺术家独特的语言
表达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关怀，又能表现鲜活的生
活状态……” 这种创作理念， 使得她敢于突破
传统的程式，追求新的表达形式，用自己的绘画
语言抒发情感。 在画荷花上，荷花、荷叶多为抽象
或半抽象的形态，甚至荷塘花间的蝴蝶也抽象为
几何形体，这样从视觉经验的角度融入平面构成
法则，旨在将自然物像抽象为艺术形态，把自然
空间幻化为艺术空间。 她的荷图与传统的荷图面
貌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然，璇子不只是画荷，她画各种各样的花
卉。但画面总是那么清雅宁静，富有时代气息。她
的绘画与理念不受传统规范的束缚，自觉地让自
己的艺术探索紧随时代的步伐，努力去创造适合
时代需求的审美格调，为水墨画带来了一股清新
的活力。

人如荷性，这种状态能够使璇子对荷花的感
觉自然地流露出来。

敖普安

1988年秋天， 在湘潭工作的衡阳籍作
家刘剑桦， 找我刻一方“洛夫” 名章， 我
第一次知道了洛夫先生的名字。 洛夫先生
也是衡阳人， 于是我用齐白石印风刻了
“洛夫” 名章， 由剑桦持赠。 不久， 剑桦
告诉我， 洛夫先生接到此印很高兴， 也很
喜欢， 将随身携带， 即时钤用。

“洛夫” 名印的刻治， 激起了我对新
诗的重新关注。 年轻时酷爱新诗， 后来因
弃文从艺暌违多年。 作为生活在另外一个
社会的湖南同乡， 其新诗写得怎样， 引起
了我的好奇。 刚一读到洛夫的诗， 就感觉
到诗中的魅力， 给我不一样的冲动， 他那
些另类想象的思维与独具匠心的遣词造句
手法， 震荡着我的心， 使我僵滞已久的思
路豁然开朗， 心中隐隐产生了创作的情
愫。 然而此时我的寄情抒怀， 已沉迷到另
外一种艺术形式———书法篆刻里了。

1992年2月， 洛夫先生回湘， 经剑桦
介绍在湘潭我们初次见面。 我设宴为他洗
尘， 陪他游雨湖， 逛街市， 他饶有兴致地
要看我的生活状态。 到我家里， 一杯清
茶， 板凳对坐， 促膝倾谈。 先生平易近
人， 读我印谱， 问我艺术观念。 我赠他对
联一副， 写司空图 《诗品 》 句：“晴雪满
竹， 流莺比邻。” 他即席为我印谱题“刀
韵” 二字。 此番相见， 话语的融洽， 心灵
的沟通， 加深了我对他的尊敬与爱戴。 读
着他那些感人肺腑的诗章， 我竟萌发了用
篆刻艺术来步趋他的诗思， 表现他的诗意
的想法， 试图以不同的艺术语言， 表达出
相同的艺术境界， 达到殊途同归的审美效
果。 洛夫先生对此创意十分激赏， 我请他
自选诗句、 诗题、 诗篇中的简略句子， 作
为印文， 我再从中选取我最喜欢者入印。
就这样， 一部跨领域的 《诗魔之歌印集》
即实施刻治。

1995年秋， 我去北京完成了出版 《齐
白石全集》 的著录与编辑工作， 回来后立
即投入洛夫诗句印章的刻石。 1996年全年
到1997年初夏基本完成， 共刻印150余钮，
鉴于新诗句子较长， 其中多字印不少， 可
谓洋洋大观了。 洛夫先生高兴地为 《诗魔
之歌印集》 作了序言， 他娓娓道出他的诗
学主张、 对书法篆刻艺术的认知， 以及对
这部两个艺术门类相结合的印谱的评价，
赞誉我“是一位用刀子写诗的人， 也是一
位用石头思考的人”。

彼时， 洛夫先生已迁居温哥华， 对书
法艺术的追求有了更大的兴趣。 他策划去
温哥华举办一个两人的诗、 书、 印综艺

展， 要将这个文艺创新组合体， 展现给当
地的华人社会。 1997年上半年， 我一边刻
印、 拓印， 洛夫先生一边写作书法作品，
实施展览事宜， 两人通信频繁。 他通过温
哥华青云艺术中心向我发出邀请函， 我即
向文化主管部门申办出国办展审批手续。
是年7月1日， 恰逢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我
是湘潭市展览的主要组织工作者之一， 忙
得不可开交。 时间一晃到了6月份， 已经
没有办理签证的时间———我去不成了。 但
展览已经部署妥当， 日程及活动也已安
排， 我只能用航空将《诗魔之歌印集》展品
尽快寄给洛夫先生。 后来先生信告， 综艺
联展非常成功， 当地新闻媒体予以连续报
道， 在华人社会影响甚大。

《诗魔之歌印集》 刻石在加联展后，
洛夫先生多次在他的书籍或年表中介绍，
于我延誉有加。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直到结识了金石家敖普安后， 才知道印
章是一种不必附加于书画， 而具有独立形
象与个性的艺术。” 1998年， 我访问台湾，
携去端砚一方， 并刻上诗跋赠予先生， 客
居先生寓所治印。 先生介绍我认识卜乃
夫、 张拓芜、 张默诸公， 并与创世纪诗社
同人聚餐。 他陪我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
又赠予他出版的几乎所有诗文集， 让我满
载而归。

1999年秋，我在衡阳写生，想起洛夫先
生远在温哥华，十分挂念，写了一首五律寄
给他：“台岛经年别，潇湘草木凋。 繁华云过
眼，叠石思如潮。 蛩语西风劲，诗怀北斗高。
蒸江桥畔月，惆怅海天遥。”2001年，我主编
的《湘潭书艺》报创刊，请先生惠稿，先生即
书立轴寄赠。 这幅作品发表于当年10月25
日该报第2期，墨韵淋漓，书风高蹈，也承载
着彼此的眷念之情。

此后的日子， 我与洛夫先生各自为事
业奔走， 几乎无机会见面。 先生曾撰 《秋
末怀普安》 一文发表于加拿大报纸。 近几
年， 我一直筹划 《诗魔之歌印集》 的出版
事宜。 先生高兴地说， 如书出来或举办展
览， 他一定前来出席首发式或开幕式。

今年3月初， 洛夫先生添加了我的微
信， 不久又建立了“雪楼小集” 微信群，
信息互动， 无比欣慰。 正当 《诗魔之歌印
集》 将要付梓之际， 谁料3月19日惊闻先
生以90岁高龄在台北仙逝。 回忆往事， 记
忆犹新。 先生一代诗宗， 儒林耆宿， 德艺
双馨。 我敬撰挽联：“师友缔良缘， 金石为
开， 宝岛温城传墨妙； 死生成契阔， 精神
永在， 衡峰湘水酹诗魂。”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 西泠印社社
员，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范亚湘

“郎在外间打山歌， 姐在房中织绫罗。 我不晓得， 是
何子个上屋下屋岭前坳背巧娘巧爷生出这样聪明伶俐的
崽， 打出这样干干净净索索利利钻天入地漂洋过海的好山
歌？ 打得那鲤鱼是游不得水， 打得那黄牛子滚下坡。”

“我绫罗子不织听山歌。 娘骂女： 你这只死妖婆， 你
为何绫罗子不织听山歌？ 那山歌郎的歌子是听不得， 他要
唱得你去把他做堂客。 叫声妈妈你莫骂我， 你老人家年轻
里头也爱听山歌？ 你不听山歌哪有我？ 我不听山歌， 哪有
外孙伢子喊你做外婆……”

亮晃晃的太阳高悬在黑麋峰的山顶上， 坐在山下余小
平屋前坪里听他打完这首长沙山歌， 我们半晌没有挪身。
的确， 听这样的山歌， 人不掉魂儿， 好难得。

这首十足长沙韵味、诙谐而生动的《郎在外间打山歌》
里，有活泼泼的人生、最真实的人情、最朴素的情感……听
这样的山歌， 是要把人全身心地交付出去， 和打山歌的人
一道融入苍穹下才行。 因为打山歌的人是赤裸裸地用心在
打， 直打到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仿佛都已隐去， 最后独剩下
一个声音随风飘向远方……

那天， 长沙山歌传承人余小平一连给记者打了好几首
山歌：“春季劝男要作田， 劝男莫把姐来缠， 我的哥， 你借
人家一石要还一石二斗五， 扯了扁担丢了箩， 鸳鸯枕上劝
情男……” 这首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长沙县农村最为
流传的山歌。 那时， 农民在田间劳作之后的短暂休憩时
间， 便会亮开嗓子喊上几段山歌， 有时候会引来身旁或远
处劳作人的对打，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山歌响彻田野上空
和山岭之间， 呈现出的是乐融融的生活气息。“我们年轻
时， 山歌就是流行音乐！ 可以说， 我们会在那快乐的山歌
对打中忘记年龄， 忘记时间， 忘记贫穷， 忘记烦恼……”
说到打山歌， 今年62岁的余小平有些“忘乎所以”。

余小平说， 长沙县北山过去有好多老人， 虽然大字不
识， 山歌、 花鼓戏等却唱得好。 农村的人， 做哪样农活不
辛苦？ 歇气的时候很多人就情不自禁地打一段山歌， 打完
山歌之后心情舒畅， 浑身带劲， 再做农活就不感到累。
“我是听着山歌长大的， 时间一长， 也想打山歌。 那时，
我家境还算宽裕， 花了八角钱买来一瓶白酒， 拜了村里的
任连生老人学打山歌。 这一学， 就打了大半辈子山歌， 算
起来， 我是长沙山歌的第三代传人。”

从2011年开始， 在北山镇文化站工作的余小平开始
利用节假日和夜晚时间， 不辞劳苦跑遍北山的各个角落收
集山歌。“由于大多数会打山歌的老人都不识字， 我挨家挨
户请他们打， 一边听一边记录， 到目前为止， 我收集的北
山山歌有200多首了。” 2016年12月， 长沙山歌被认定为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次年， 余小平被评为
长沙山歌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长沙山歌好听， 可会打长沙山歌的人已经不多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中小学课堂， 长沙山歌也走进了中
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课堂。 在孩子幼小时， 就埋下传统文化
艺术的种子……这样下去， 我就不着急长沙山歌今后没人
打了。 ”一高兴，余小平随即扯开嗓子打了一首《散工歌》 ：
“太阳落水又落山， 犀牛望月姐望哦郎， 昨日与姐同过山，
抱着姐姐把花啰贪； 太阳落水又落坡， 大家来打个散工啰
歌……” 余小平忽而两手合拢握拳， 忽而做出呼喊模样，
忽而又大力挥动双袖， 那种干完农活散工的开心和大声唱
起歌驱赶疲惫的喜悦瞬间流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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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普安为洛夫先生篆刻诗歌名句“因为风的缘故”。

艺林风景

郎在外间打山歌

长
沙
山
歌
传
承
人
余
小
平
︵
右
︶
和
搭
档
一
起
演
唱
山
歌。

艺苑跋涉

璇
子
画
荷

璇子作品

影视风云

京剧《三岔口》 徐铁军 作

《如果国宝会说话2》
再推新国宝

戏墨拾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