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路跋涉 “偶像养成”
令人担忧

吕岩梅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综艺刮起“偶像养成”之风。这些
节目打出“全民制作”“偶像养成”等概念，设置各种热搜
话题和“进阶式”粉丝参与环节，搅动亿万青少年投身其
中。 这些节目到底给青年人带来了什么？ 给行业、给社会
带来了什么？ 网络视听该如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作出贡献？ 这些成为社会和家长们关注的问
题。

“偶像”形象堪忧。 “偶像”者，本意就是一个时代或一
个时期为人们所尊敬仰慕的对象， 具有榜样的力量和人
生价值的引领作用。观看“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男孩头
发染成白、黄、红等各种颜色，戴着耳环，白面红唇，说话
嗲声嗲气；“偶像”女孩则以动辄以哭取胜，以“卖惨”博取
粉丝同情，助其“出道”。 家长们忧虑：这样的“偶像”是否
能够成为新时代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偶像”专业能力堪忧。 几个月速成的“偶像养成”和
“颜值胜过实力”的选拔标准，决定了这些“偶像”很难具
备扎实的专业功力。 节目中，“偶像”们跳舞不跟拍、唱歌
忘词跑调、“哭场”“笑场”现象不在少数，明显缺乏基本的
文艺细胞和专业素养。

“偶像养成”导向堪忧。 集资投票是“偶像养成”的真
正支撑。 “偶像”吸金能力直接影响其“出道”与否和“出道
排名”。专业人士忧虑：这样金钱开道的“偶像养成”导向，
是否符合网络视听文化应有的核心价值追求和专业精神
追求。

粉丝的情况令人担忧。 参与“偶像养成”的粉丝主体
是大中小学生。“偶像养成”节目是典型的粉丝经济。每个
节目大都有几十个到上百个粉丝组织， 这些组织都建有
QQ群和微信群，少的数百人，多的数千人。据统计，《创造
101》的粉丝中，19岁到24岁大学生年龄段的占比最高，达
到41%；其次是18岁及以下中小学生年龄段，占比33%；25
岁-34岁研究生年龄段占比21%。 三个年龄段总占比是
95%。 《偶像练习生》的粉丝中，这一比例是93%。 所以，是
中国这些正值身心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在支撑着这些 “偶
像养成”节目。 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成为“偶像养成”节目
粉丝的现象较为普遍，粉丝们自愿为“爱豆”付出时间和
金钱。 据报道，一张千人粉丝见面会的门票卖到3000元，
黄牛可以炒到9000元。

“偶像养成”节目形式上的渲染炒作和内容品质上的
乏味、无趣甚至是低劣，形成强烈的反差。 动辄几十亿的
播放量，数以亿计的投票数量，还有播完就上热搜的几十
亿的话题热度，将许多青少年卷入其中，耗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销蚀了孩子们宝贵的青春时光。 同时，节目
形态的相互抄袭雷同也正在消解近年来网络视听迸发出
来的可贵创新力创造力。

面对亿万渴望先进优质网络文化“喂养”的青少年网
民， 通过节目创作与宣传传播培养打造一批新时代的青
春偶像、励志榜样，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工作。 但是必须
要把创作的焦点对准纷繁多姿的现实生活、 对准波澜壮
阔的变革时代，对准那些奋发有为、创新争先，闪耀新时
代中国精神的真英雄、 好榜样。 这样的偶像是时代的楷
模、民族的脊梁，这样的偶像才能为新时代青少年成长提
供向上向前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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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岚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15周年。 由
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贺
绿汀》剧组分别在上海、江苏、湖南、湖北、北京等
省市巡演。 作为贺老家乡晚辈，笔者有幸于7月21
日晚在湖南邵阳观看了由顾平、方琼等主演的该
剧，与大家一起享受了一道精彩纷呈的精神文化
与音乐文化大餐。

该剧由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
策划并作词，由青年剧作家陆驾云编剧，由张千
一、戴维一、邱晓柳、徐可等人作曲。全剧包括贺绿
汀投身革命、赴上海国立音专深造、刻苦钻研西洋
乐理和演奏技艺、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
队奔赴前线、在炮火和枪声中创作《游击队之歌》
等6幕。 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
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上
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贺绿汀先生从青年时期开
始，以音乐为武器投身革命事业，不断奋进，成长
为时代歌手、人民音乐家，奏响民族与时代最强
音的感人故事。 跌宕起伏的故事， 强大的演出阵
容，感人肺腑的演唱，生动地塑造了贺绿汀艺术
形象，让在场观众深受感染。

当晚的演出， 贺绿汀的扮演者上音教授顾平
出神入化地展现了贺绿汀的多面形象： 从一个来
自邵阳山里的农家子弟， 到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
洗礼的知识分子， 他放弃安稳的艺术教员职位投
身湖南农民运动，成为192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 之
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根据地的战斗。 抗
战爆发时，已成为音乐家的贺绿汀暂别小家，率先
组织上海抗日救亡演剧团奔赴山西前线……贺绿
汀夫人姜瑞芝出身邵阳名门， 祖父做过清末的督
销总办，父亲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她与贺绿汀在
革命与人生的风雨中相识相知相爱相守， 是佳话
是美谈。 姜瑞芝的扮演者上音教授方琼是湖南人。
她秉承了贺老对她在大学时的指导：“照着谱子演

唱出质朴的感觉，而不是进行过多的装饰。 ”方琼
用纯熟卓越的表演和大气深情的演唱诠释了姜瑞
芝贤德、豁达、自尊自强的形象。

该剧高昂的精神基调也感染着每一名剧组
成员和在场观众。当《游击队之歌》响起时，台上的
学生神采飞扬，歌声激越。 同为华夏儿女，同是炎
黄子孙， 即便贺绿汀的时代与当下相隔近百年，
但人生意义、青春激情、民族精神等文脉、血脉基
因却不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异。 长达两个小时的
歌剧演出中，我们看到了最佳效果的舞美、灯光、
声效、 乐曲和精致得体的服装道具。“邵阳街头”
“十里洋场”“海陆丰地区”“新四军营地”“陕北窑
洞”等场景，加上“湖南花鼓”“岭南丝竹”“洋场小
调”“苏北民歌”等根据不同场景添加的音乐元素，
凸显了作品的地域化特征。《牧童短笛随想》《人民
音乐家贺绿汀》《嘉陵江上》《上音，我的爱》等动人
唱段，堪称经典，体现了浓浓家国情怀和歌剧的
艺术魅力。尤其是《牧童短笛随想》，作品采用了我
国传统乐器笛子的加花变奏手法， 以婉转动人
而富于动感的旋律生动再现了牧童在尽情玩耍
之后的情景，使人们仿佛看见顽童在玩耍尽兴之
后随着悠扬的旋律渐渐远去， 给人回味无穷、余
音袅袅之感。

贺绿汀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座高峰。 他学贯
中西，深入中国音乐传统和民间音乐海洋，以坚
定的中国文化自信，走出了一条被国内外普遍认
同的音乐家之路。 他把自己的音乐活动与国家和
人民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位人民
音乐家的铮铮风骨，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
沉热爱。 歌剧以贺绿汀对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的
追求为主线，将其经典作品与该剧新创作的词曲
有机结合，和声构造、旋律处理兼用中西方之法，
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 如此大情怀、 大制作的歌
剧作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倡导的重视现实题材创作，突出四个讴歌的
文艺导向，同时也体现了很强的艺术原创力。

向晓玲 向晓菊 罗丽莎

“请为152号这位农民画家投票吧！ ”
近日，泸溪人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支

持着这位参加2018年全国民间书画网络大赛的陈敏。
陈敏，一个土生土长的泸溪农民，33年如一日，用画笔描绘出

一幅幅活灵活现的作品，通过画作表现出他眼中的美丽泸溪。
那日，我们三五好友一起邀约来到大溪寻访这位农民画家。

一路寻访，找到了陈敏的家。 一栋上世纪90年代建筑的3间平房
呈现眼前，门前很窄，仅可作为过道，但在过道的小小围栏上却
整齐地摆放着几盆盆栽，有正在盛开的花儿，还有修剪有形的盆
景。他的家人说陈敏外出还没回来。一会儿，摩托车声响，一个戴
着头盔、中等个子、皮肤略黑的汉子走了进来，这就是陈敏。

陈敏，今年45岁，是武溪镇大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自幼便
喜欢画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老师帮忙指点，没有资
料可以辅助， 完全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发自内心对艺术的热爱。
陈敏从小就有着异于常人的绘画天赋，看花画花、见鸟画鸟，皆
有模有样。家境贫寒的陈敏初中毕业就辍了学，开始了他务农的
生涯，从此田间地头便是画纸，随手执起的一根树枝就是画笔。
陈敏虽然离开了学校，但绘画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过。

后来，陈敏在武溪镇华峰公司上班，除了上班和务农，闲暇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画画。家里一个小小的房间便是陈敏的画室，
一个书桌上摆了纸墨笔砚、颜料、调色盘，书籍摆得满满当当。桌
子一角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根雕以及摆盘上的石头， 这是陈敏路
边捡来，自己加工刻上字画。 房子里床上、地上铺的，墙上贴
的，都是陈敏的字画，没整理开来的时候都是厚厚地重叠着。 问
他为什么不把一些优秀的作品装裱起来的时候，他羞涩地憨笑：
“家里穷，装裱太贵了。 ”

陈敏每天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他眼中的泸溪风光。 闲聊
着，陈敏略微沉吟，一气呵成写了四个字：画里泸溪。 他说，现在
的泸溪越来越美丽了， 他希望以后自己更多的作品里面能体现
泸溪的美，能保留下泸溪的美。 兴致来了，陈敏挥毫泼墨画了
一幅画，短短的十几分钟，一株栩栩如生的兰花便呈现在我们面
前。陈敏最开始喜欢山水，后来喜欢上花草，便琢磨花草的形态，
反复地练习，到了如今，可谓花草在心中，提笔随手就来。

从12岁到45岁，陈敏用33年的时间自学绘画坚持梦想。 没
有支持，没有赞许，没有指导，陈敏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了下来。
今年6月，陈敏得知2018年全国民间书画网络大赛举办，他毅然
参加了比赛。

他说，这次参加比赛，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怎么样。不管结果
怎么样，重在参与。 他说，“就是想一直画下去。书画是我人生的
追求，也是一种精神享受，让我可以体验到非同寻常的快乐。 ”

颜家文

八个人，抬个鼓，两把大叉前头舞。 这是儿时
大人给小孩出的谜语， 谜底是螃蟹。 国人看到动
物，最首先想到的就是吃，能不能吃。 所以有第一
个吃螃蟹的说法。 不想去考证什么时候人类就开
始吃螃蟹了，只知道苏东坡有曾经以诗作与人交
换螃蟹的记录。 他还在大饱口福之后， 没有忘乎
所以，写过“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的
诗句。陆游也有诗句：“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
老眼明。 ”清代剧作家李渔说过：“蟹之鲜而肥，甘
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达色、香、味三者之至
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 ”

古文人雅士吃螃蟹的多，但真正画螃蟹的人，
不知算谁最早。 元代有画家赞过螃蟹的美味，却
不见有作品。 最早画蟹的，手头能查到作品的，要
算是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了。他的“秋深稻熟”
里的蟹，完全如他其他的画一样，用笔放纵，不拘
形似，突出的是感觉，如后人所说的，“我画的是我
自己，不是对象”。 他的蟹，身子是三笔浓墨涂抹，
八条腿蜷曲收拢， 惟有两个大叉画得细致。 大叉
上的齿用笔尖点得很是锐利。 我想青藤先生一定
是被螃蟹夹过，所以体味到钳与齿的凶狠。

清人吴昌硕也画过螃蟹。 他的《看你横行到

几时》，两个蟹，一大一小。大蟹身子一大笔浓墨涂
成，细笔勾勒出灰色腹部。 小腿的关节，起笔落笔
太尖，以致成了纺锤形，离具象稍远。 还是不得不
佩服吴昌硕的学生齐白石先生， 他画螃蟹不仅数
量多，艺术表现也十分精彩。齐氏的蟹，眼睛突出，
两短线浓墨画就。 身子大多三笔，或浓或淡。 不同
于前人的是，他画八条腿下足了功夫，蟹的腿，第
一二关节，粗细一致，呈本来的扁圆形，且各自自
由伸张，看来先生实在地观察过许多实物。两个大
钳都有绒毛，钳子很少张开，更无齿的刻画。 洞庭
湖边长大的齐先生定是捉多了螃蟹，技巧纯熟，不
曾被它夹过，所以对蟹钳无有敌意。前人画蟹大多
是背面向上的，齐先生第一次将它翻过身来。对亮
着白肚皮的蟹，腹部的纹路也描画细腻。且翻身的
螃蟹多是公蟹，老先生怕是有所忌讳，以防旁人多
嘴。

今人大写意画家苏高宇也喜欢画蟹， 深得齐
白石笔意，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 高宇画蟹，
注重墨色之变，用笔强调书写性。常常出现在他笔
下的蟹，有三两只的，也有七八只挤到一起的，其
中有翻有覆的， 翻的也是公蟹， 且腹部也画出纹
理。高宇画蟹，八条小腿，一是伸展合理，让人看来
自然、舒服，也许是高宇先生小时候也是在山溪里
捉过许多螃蟹的，才有如此准确和细巧刻画。二是
腿的用墨，含了适当水分的笔的中锋，舔了少量的
墨，落在纸上的时候，八条蟹腿各条的两侧墨色较
中间略深，从而巧妙、恰当地表现出它的质感。 三
是小腿的爪尖，用笔劲道，使其坚硬有力的角质得
到充分呈现。曾见其题款：“江湖险恶，请多保重。”

在人们的印象里，螃蟹的形象丑陋，又凶狠霸
道，从古至今没有好词给它。苏州古时有一姓常的
士人讽刺当地一对贪官父子写了这样的句子：水
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大画家吴昌硕画
蟹题款也是说，看尔横行到几时。古人偶尔倒是有
过类似说一点好话的写螃蟹的诗，如：未游沧海早
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 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
处也横行。白石先生似乎醉心于一壶老酒，几只螃
蟹，对它少有臧否。有位画家觉得，画，有美，有趣，
就够了。不用或少用螃蟹来图解别的什么，回到它
的本身，回到它的独特，回到艺术的原乡，我以为
也是可以的。

影视风云

艺苑掇英

《贺绿汀》：
一道音乐文化大餐

歌剧《贺绿汀》剧照。

暑期档荧屏
需要怎样的“爆款”

吴明

每年暑假， 无论
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都力图在暑期档争得

一席之地。“逢暑期档必
出爆款”似乎已经成为影
视领域的规律。 不论是前
两年的《古剑奇谭》还是
《花千骨》，不论是去年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还是今年的《扶摇》，
不论是去年的《我的
前半生》 还是今年的
《猎毒人》……都在暑

期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化

类节目的热播，中华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了自身的
价值，也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 当《延禧攻略》通过各种层面，
把非遗文化融入电视剧中， 受到年轻网友追捧自然是顺理成
章。《延禧攻略》总制片人于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部戏，戏
在文化里，文化在戏里。 让观众可以看到更多，这是我想传达给
观众的。 ”

现实题材拼共鸣
今年暑期，现实题材电视剧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持续升温。

以致敬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的电视剧《岁岁年年柿柿红》以“小
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在同时段竞争者中取胜，从首播起就霸
占了收视和市场份额双冠。 该剧讲述了一个陕北普通村落40年
的历史变迁，呈现了中国农民的心灵史，用镜头语言诠释新时
代农民的家国情怀。

讲述一线缉毒英雄故事的《猎毒人》， 凭借新颖的艺术表
达、精彩的视觉呈现，将情节、情感、情怀落于有血有肉的故事
中，用艺术化的手法以小见大，诠释了全民禁毒的英雄的形象。
反映海外陪读家庭的《陪读妈妈》独辟蹊径，讲述了四个海外陪
读家庭的父母与子女克服种种困境与危机、 学会相互理解、共
同成长的故事。《最美的青春》聚焦青年人的成长轨迹，以塞罕
坝造林人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讲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冯
程、 覃雪梅为代表的来自全国18个省市林业大中专的毕业生，
与承德围场林业干部职工为骨干的369人组成开荒队伍， 积极
响应祖国号召的感人故事。

现实题材表达新的变化令人欣喜，当代故事聚焦真问题、新
问题，现实主义的力度不容小觑。

古装剧比新意
古装剧向来都是暑期档的标配。 暑期档最早开播的古装剧

《扶摇》在腾讯视频单平台的播放量已突破120亿，其中有26天
的日播量都稳居全网所有电视剧榜单冠军。 对于《扶摇》受欢迎
的原因， 该剧导演杨文军的看法道出了许多年轻观众的心声：

“我喜欢扶摇骨子里的坚忍和强悍，这会令当下的年轻人受到鼓
舞。 ”

而正在爱奇艺热播的《延禧攻略》，剧中服饰精美讲究，可谓
有目共睹。 但讲究到什么程度，要不是剧组特意作出说明，外行
人可能还真看不明白。据了解，剧中人物的服饰参考了各种史料
古画，极尽所能地做到经得住推敲，更融入刺绣、缂丝、绒花等多
种非遗，还由众多手艺老师傅亲手制作而成。就连剧中最普通的
宫女服饰也用了多种绣法，从传统的京绣、宫廷绣到缂丝、手推
绣、打籽绣、盤金绣，全部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绣工纯手工缝制，甚
至请来苏州缂丝制造技艺传承人作为指导。

史料有记载，剧中的富察皇后因为勤俭，“以通草绒花为饰，
不御珠翠”。剧中也忠实再现了这一点，而那绒花之精美，似乎不
逊色于珠翠。 剧中绒花是由绒花工艺大师、“南京最后的绒花匠
人”赵树宪参照故宫博物院馆藏实物手工所制，“还原了历史，惊
艳了时光”。除了服饰之外，剧中还有昆曲、打树花等非遗项目露
脸，这也是打树花第一次进入影视作品。 剧中的非遗门道很多，
堆砌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观众不必看出非遗技艺，但也
能够体会到它们所呈现的美感和文化底蕴。

影视剧讲好故事应该是最重要的， 但好的故事仍需要精美
的包装，可以说这一次非遗给热门影视剧做了一次精彩的包装。

呼唤“工匠精神”
观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影视作品来充实暑期？ 虽然这个暑

期档荧屏火热， 题材多样类型各异， 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一些现实题材作品不接地气，一些古装剧悬浮气质浓烈，
一些翻拍剧桥段雷人……

近些年来，电视剧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大了，数量和类型越来
越丰富了， 真正能够走入并留存于观众内心的荧屏形象却越来
越少了。无论原因如何复杂，最重要的还是需要电视剧人不忘初
心、坚持工匠精神。不论电视剧的呈现样态、传播方式如何变迁，
都应有更多光彩熠熠的人物形象与观众相约、相守。创作者应该
扎根人民、反映真情实感，为观众提供更多有血有肉、有温度、有
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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