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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谦

10月17日， 由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第六
届湖南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新编京剧《梅花簪》，在湖南戏曲
演出中心剧场演出。这是自7月份首次创排以来，笔者又一
次观看该剧。

《梅花簪》 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之
后，吸引了京剧行内众多翘楚加盟。曾执导过现代京剧《奇
袭白虎团》的山东京剧院一级导演白云明来了，梅花奖获
得者、余派老生凌珂来了，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的作
曲家朱绍玉来了……一个省级京剧院团为艺术节精心准
备的剧目，将如何在湖南戏曲舞台上与其他剧种“华山论
剑”，笔者两度观剧，想一探究竟。

编剧高源书写大爱
《梅花簪》原名《如梅在雪》，由编剧高源遵照真实历史

背景创作的一段凄婉的爱情悲剧。 讲述清顺治二年，清军
入关之后，一个明朝将军之子李良川，一个清朝和硕亲王
之女梅花格格，偶然相遇、相知、私定终身。然而，李良川的
和梅花格格的爱情在朝代更迭、 生灵涂炭的特殊历史时
期，面临着背叛家族、放弃名节甚至牺牲生命的种种考验。
演出到最后，男女主角双双自杀殉情。他们凋零的青春，虽
然无法撼动历史滚滚前行的车轮，却永远传达着闪耀着最
纯真美好的人性光辉。

导演白云明指导有方
对这个剧本，导演白云明认真看了四五遍，认为这个年

轻的编剧有魄力，文采好，格局大，爽快地接下了这部戏。白
云明，不仅是著名的京剧导演，同时也是山东京剧院的国家
一级演员，工武生，执导过《郑和下西洋》《铁道游击队》《狄
青》等数十几部剧目，多次获得过中国艺术节奖项。《梅》剧
中，导演把对白作为区别汉人满人身份的符号来使用。李良
川与降清的钱自蹊讲韵白，德亲王、梅花格格、多罗、虹儿等
满族人一律讲京白。对于舞台呈现，用白云明的话来讲就是
八个字：诗情画意，凄美悲壮。为了强化梅花这一视觉符号，
白云明导演运用了16个梅花舞女，代表梅花。在开场和结尾

各安排了一段美轮美奂的梅花舞。在舞台背景上，也多次出
现梅花造型。

凌珂细节之处显功夫
凌珂是个地地道道的长沙伢子，他是由湖南省京剧团

培养并成长起来， 一步步走向全国大舞台成为京剧名家
的。 凌珂饰演的李良川，从装扮来看，俊朗潇洒，酷似李少
春的林冲造型，横跨了老生、小生、武生三个行当。 在不同
的场景中，这三个行当特征在李良川身上交替“附体”。 在
客栈与梅花格格定终身的《折梅》中，李良川与梅花格格对
唱昆曲，似《游园惊梦》里柳梦梅般翩翩起舞，一个老成持
重的老生画风一转，成了活力四射的小生。 凌珂是一个十
分尊崇传统的京剧演员，为了体现余（叔岩）派高亢的特
色，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对核心唱腔进行了一定的改编。
在第三场父亲墓园的一段反二黄，以及第六场《殉梅》一段
西皮原板中出现的嘎调（最高音），在表达苍凉悲壮时，体
现了他唱腔中深沉隽秀的书卷气。“余音”绕梁，令现场的
戏迷和票友击节叫好。

张璇惊艳演绎女主角
女主角、国家一级青衣演员张璇饰演的梅花格格是一

位活泼且向往自由的女孩子。《梅花簪》中，张璇在唱和表
演上铆足劲，将梅花格格这个角色诠释得活灵活现。 作曲
家朱绍玉在唱腔设计上进行了很大的创新，而且大部分是
为梅花格格量身定做的，包括西皮、二黄、南梆子、昆曲、四

平调、高拨子、吹腔等旦角常唱的所有板式，虽然这些唱腔
调性变化大，但张璇凭借厚实的基本功，唱活了一个敢爱
敢恨、有血有肉的梅花格格。 特别是唱新创的四平调快二
六和四平调快板，“由不适应，到越唱越觉得畅快，有一种

‘歌’ 的味道， 但又不是京歌， 二者的结合是一种新的风
格。”张璇这样评价新板式。对于“马趟子”，张璇并不陌生，
在她曾演过的《汉明妃》《樊江关》里，都有过成套的“马趟
子”表演。 经过5个月的排练，张璇的“马趟子”功夫日臻完
善，演出中，惊艳的唱念做打，博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和掌
声。

可圈可点话创新
看完《梅花簪》，感觉其创新可圈可点：第一，新编戏

《梅花簪》通过引入有实力的导演和名角，让他们跟地方院
团的同行们并肩战斗，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
方法排戏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磨戏，带动演员表演的
整体能力上升，提高演员的专业水准和文化自信。第二，对
音乐部分，既要鼓励创新，也要保持京剧最核心的元素，现
在的新编戏普遍追求板式的丰富和华丽，只是时髦而难成
经典。 坚持京剧姓京，西皮二黄占主体的编曲思想才能赢
得观众。第三，乐队、舞台美术、灯光、服饰等也有诸多创新
之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乐器中古筝、箫、和琵琶配
合了演员的唱腔，可圈可点。舞美设计上，运用了一些创新
的手法，比如一般舞台上的大型道具是不能动的，而《梅》
剧让花坛、桌子等道具随着剧情的需要移动起来了。

夏湘平：
侍砚玩墨八十春
姚子珩

前不久， 去汨罗屈子祠， 被碑林中一块四面
环刻高达5米的 《离骚》 雄伟主碑深深吸引，
2500多字的隶幛， 洋洋洒洒， 潇散雅逸， 大气磅
礴， 自成一格， 纵横成意象， 如一气呵成。 文情
墨趣， 交映辉耀。 徜徉隶书大家夏湘平先生构筑
的这一艺术通道， 穿越到2300多年前， 对三闾大
夫的忧国情怀有了更清晰深刻的理解， 增添了崇
仰古圣与今贤的澎湃情思。

近日， 终得机缘在京城夏湘平的住所拜访夏
公， 其温文尔雅、 平易谦和的风采令人敬佩。 古
人书论有谓“书如其人”， 品读了夏湘平的书法
集 《砚边八十年》 之后， 更是顿生“书人合一”
的感慨。 《唐山抗震十周年纪念碑》、 《朝阳阁
赋碑》、 周敦颐的 《爱莲说》、 文天祥的 《正气
歌》、 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 范仲淹的 《岳阳楼
记》 ……品读其泼墨挥就的众多精品力作， 无不
使人领略到“夏隶” 超凡脱俗的独特风格。 其书
雅致淳古， 神采飞扬， 开卷直觉雅气扑面， 一幅
幅精作力卷， 古趣盎然、 逸笔超迈。

今年春末夏初，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美术
家协会、 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在北京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 《砚边八十年———夏湘平
书法艺术展》。 千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观展， 展
厅人头攒动， 书画界群贤毕至， 点赞声不绝于
耳。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观其 《爱莲说》 书
卷有感而发： “遂觉已步入褒斜道上， 侧身于石
门左右， 时而又遥领庙堂之肃穆。” 著名书法家
沈鹏先生欣然点评： “下笔徐疾自如， 重轻相
间， 章法稳重平实， 疏密得宜， 严而不拘， 松而
不散， 时而流露出潇洒自得之趣。”

从上世纪70年代始， 夏湘平连续担任第一、
二、 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并积极参与
中国书协各项工作。 还出席了全国第三届美代
会， 并当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为中国书协、
中国美协的事业特别是为全军的书法、 美术事业
发展壮大做了大量工作。 但谈起这些， 他总是谦
逊一笑： “没什么， 不值一提！” 唯独说起习练
书画的乐趣与技艺， 他便兴高采烈， 打开了话匣
子， 滔滔不绝。

夏湘平1930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小山
村， 他说喜欢书画， 是从儿时玩出来的。 大约五
岁时， 他在自家阁楼发现祖父盛绘画颜料的小木
箱， 里面五颜六色的各种颜料深深地吸引了他。
于是， 他好奇地在自己身上东涂一个色、 西抹一
个色的玩起来， 越玩越有趣， 当家里人找到他
时， 他已经变成满身五彩斑斓的“变形金刚”
了。 从那以后， 他就对胡涂乱抹更加喜好了。 不
久， 擅长书法的父亲辅导他临摹颜真卿的楷书帖
和何绍基的隶书帖。 这两本字帖便成了他启蒙挥
毫的范本。 每当夜晚， 一盏小小的桐油灯， 陪伴
他完成每日的习字课程。 1949年至上世纪70年中
期， 他在广州军区从事美术创作与组织， 创作了
版画 《椰林深处》 《海岛小学》， 国画 《有朋自
远方来》 《毛主席送子务农》， 油画 《越南、 中
国》 等大量美术作品，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多件作品参加全国全军美展或出版。 1976年调到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负责全军美术、 书法组织领导
工作， 直至离休。 其间， 组织全军进行了大量的
美术、 书法创作和展会， 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当代
国内外的书画名家， 曾多次获有关部门表彰奖
励。 2009年， 被中国文联授予“从事中国文艺工
作六十年” 荣誉证和奖章。

在80年的笔墨艺涯中， 他根据工作情况和个
人爱好逐步转向主攻书法， 在数十年的临池习练
中， 接触了几十种篆、 楷、 行、 草、 隶等不同书
体精典字帖， 他本着“察之尚精、 拟之贵似、 尤
贵神似” 的原则临摹学习、 思考与创作， 逐渐在
自己的书艺意识中形成了对隶书的审美倾向， 广
取博收， 临古借今， 杂取百家， 自成一家。 通过
对汉隶的笔法、 字法、 章法反复揣摩， 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他的书中“转益多师、 唯艺是取” “学古变
古、 学法变法” “厚积薄发、 融汇贯通” “草情
隶韵、 清雅独芳” “人书俱老、 翰墨日新” 等真
知灼见和艺途亮光， 为后学者昭示出一条霞飞丽
彩的宽直墨径。 他说： “如今， 爱学隶书的人多
了， 部分人师当代名家， 甚至有人模仿我的字。
我劝他们不要学今人， 应‘取法乎上’， 少走弯
路。 孤立地学习任何一种书体， 稍有小成便沾沾
自喜者， 最终与成功无缘。” 此乃夏湘平之警言。

品味夏湘平清心淡泊的人品、 逸笔超迈的书
风， 一个了无功利追求的“玩” 字贯穿漫长人
生， 这不正是恰切地印证了宋代林逋的“心不清
则无以见道， 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之言吗！

为袁隆平
“树碑立传”
钱海源

我自1968年由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长沙工作，已
是“文革”的后期。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在这期间蹉跎了十
几年的青春。 而袁隆平却在湘西偏远的农校，潜心和执着
地研究杂交水稻，虽经一次次失败，但终获成功。

袁隆平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
伟大人格精神， 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发扬光大的象征。
1991年， 我萌生了要用雕塑艺术形式为袁隆平“树碑立
传”，创作一尊半身铜像的想法。

在得到有关部门和袁隆平本人的同意后，我前往袁隆
平当时所在的湖南省农科院杂交稻研究所，来到袁隆平的
家里。 袁老和他的夫人邓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与我谈他
们当年实验杂交水稻的事。 我按创作铜像的要求，为袁老
拍了多角度的照片，袁隆平本人又提供给我几张他的老照
片作参考用。

在为袁隆平创作半身铜像泥塑大样阶段，我请他到我
的工作室，请他对泥塑大样提修改意见。 袁老见了铜像泥
塑大样，笑着连连称赞道:“做得好像！ 做得好像我啊！ ”他
接着说:“不过，我没有这么漂亮啊！”我解释说:“袁老师，您
几乎长年为杂交水稻在农田里，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辛劳
得像一个农村老大爷。但你年轻时不是这样呀！所以，我将
您的脸颊做得稍丰满些。 ”袁老听了笑着说:“这样好！这样
好！ 我尊重你老师的艺术创作。 ”袁老的夫人邓老师笑着
说:“钱老师做得好啊，精、气、神和形，都很像老袁。 ”

后来，湖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都先后播出了袁隆
平来我工作室审定袁隆平铜像泥塑大样的新闻。《袁隆平
铜像》制作完成后，先是安放在湖南省农科院杂水稻研究
所，后安放在长沙湖南农业大学校园内。

继我1991年创作《袁隆平铜像》的12年之后，我的儿
子朱明(跟妈妈姓)“子承父业”，他2003年广州美术学院雕
塑系毕业时，选择为袁隆平创作一个肖像雕塑作为毕业创
作。 为此，我陪同朱明拜访了袁老，受到袁老的热情接待。
袁老说:“感谢你们父子为我塑像。 ”朱明对袁老说：“我把
为您老塑像，作为是学习您老为祖国和世界做贡献的好机
会！ ”

朱明创作的《袁隆平雕像》，表现袁老在稻田低头细心
观察丰收在望的禾稻，较为朴实和生动地展现了袁老作为
伟大农业科学家的精、气、神、形的特点。 朱明用玻璃钢制
作的袁老雕像，安放在广州美院昌岗老校区校园内。

诠释英雄群体的
家国情怀

彭祝斌

参观完《永恒的瞬间———改革开放四十年湖南公安英雄
壮举再现摄影作品展》，感觉非常震撼。 每一幅作品都深深地
打动了我，也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在场的观众。 这次展出的
作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大格局，大情怀，大手笔。

《永恒的瞬间》是阳红光创作的“共和国不会忘记系列”
《失散老红军》的姊妹篇。 摄影家将创作置于共和国改革开放
40年这一宏大叙事背景，聚焦湖南公安干警英雄群体，意在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这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立意
高远，具有大格局。

这些作品从一条战线———公安战线、一个群体———公安
英雄群体、一个角度———英雄壮举，折射了共和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发展的风雨历程，彰显了共和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空
间无畏的奋斗足音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同时也诠释了一个民
族的英雄性格和崇高品质，揭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时代主题，凸显了艺术创作的思想高度和深刻内涵。 作品
通过特定的人物和历史情境，表现了暴戾与悲悯、血腥与祥
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了美与丑、爱与恨深切的戏剧交织，
体现了摄影艺术巨大的思想张力。

《永恒的瞬间》塑造的是湖南公安系统的英雄群体，直击
人心，具有大情怀，这种大情怀就是英雄情怀、家国情怀。“情
怀”是一种感情和襟怀，是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永恒的瞬
间》生动描画了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
家、由国家而天下这种中国人特有的价值逻辑。 每一个作品，
都饱含了英雄主人公对国家、 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大情大
爱。 作品里的每一个主人公，都用责任和担当，诠释了家国情
怀的精髓。 他们将个人追求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交互连
接，以伟岸人格承接历史担当，以悲悯情怀托举复兴使命，用
热血注释警星的内涵，用生命捍卫盾牌的威严，用英雄壮举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三湘大地一方平安，给时
代树立起永恒的丰碑。

《永恒的瞬间》和2013创作的《失散老红军》都属于纪实
性摄影作品，不同的是，《永恒的瞬间》并不停留于单纯的纪
实，而是大胆地借鉴文学和影视的创作手法。 为了追溯和还
原湖南公安干警过去的英雄壮举和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阳
红光创造性地运用了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情景再现”手法，
这是摄影创作的一次大胆创新与尝试，也是摄影师超越自我
的一次成功突破。“情景再现”的大胆运用，体现了摄影师超
群的艺术智慧，不仅可以还原特定的历史情境，将创作对象
从生活真实、历史真实提升到艺术真实，使作品具备时代气
息和历史深度的独特品质，而且可以规避特定题材和特定情
境纪实摄影可能带来的创作伦理问题。

《永恒的瞬间》创作历时5年之久，倾注了阳红光的心血，
也体现了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和艺术精神。阳红光在2013年创
作完《失散老红军》之后，就开始思考公安英雄的主题。 为了
确保真实再现，他多次听取英雄及其战友、现场目击者讲述
英雄当年当时的故事，还多次和英雄到现场察看、模拟，然后
根据现场情况和英雄及陪体(犯罪分子或群众）当年的肢体特
征设计动作，画出草稿，并反复进行讨论，最后还将定下的手
稿发给英雄所在单位，据此组织主体（英雄）、陪体排练。 由此
可见，《永恒的瞬间》 不仅是一曲用情怀谱写的英雄颂歌，同
时也是一篇用心血撰写的艺术礼赞。

周玲子
小时候看父亲做雕塑、 画画，很

自然地拿起他的工具边玩边画。父亲
很高兴看见我肆意涂鸦，并在这个过
程教我一些创作的规律与表达的方
法。 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不教我画
素描、色彩这些基本功，就让我发散
思维进行创作，只在创作过程中解决
构图、造型、色彩等问题。这一点让我
很受益，艺术思维的培养打开了我的
艺术创作之门。

对材料的探索是我一直在做的
事情。 我喜欢宣纸对水和墨色的敏
感。 当一滴水在宣纸上化开时，多像
天空飘动的云，多像一阵从树林里吹
过来的风， 多么像我某时的心情，捉
摸不定却又在瞬间存在过。而作品将
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留下，这是很迷
人的地方。我没有特别固定创作的材
料，总在寻找更有意思的载体来呈现
我的想法。

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很早就尝试
过雕塑、油画、版画、水彩、国画等各
种表达方式。 到最后选择国画创作，
是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和爱
戴， 觉得国画最能表现东方精神之
美， 也是最契合我想要的一种方式。
我的作品既追求写意的意境与灵动，
也追求工笔的精致与细腻，是跨越与
自由的。 我不会把画分工笔、写意那
么细，作品就是艺术思想的呈现。

粉墨春秋

张璇在《梅花簪》
中的“马趟子”表演。

翰墨飘香

夏湘平书《朝阳阁赋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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