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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要说今年以来什么电视节目最火？ 不是明星齐刷脸的
真人秀，也不是宫斗戏仙侠玄幻剧，而是一档档文化类综艺
节目。继《一本好书》《一路书香》走红，近期同样引发大家的
热议还有《声临其境》。

《声临其境》作为国内首档声音魅力竞演秀，第一季完
美收官，反响不俗，被誉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一股清流”。
于是又紧锣密鼓拉开了第二季的帷幕。 自1月25日开播至
今， 节目进程已经近半。 近日迎来了群星集结的精彩半决
赛，倪萍、刘敏涛、刘奕君、秦昊等实力声咖悉数登场。其中，
最引人注意的，是上周五晚倪萍的助演嘉宾、主持界鼎鼎有
名的董卿的到来。令观众激动不已的是，他们在《声临其境》
的舞台上，能看见两代央视“一姐”同框。 有网友激动地评
论：岁月从不败美人。更有人把《声临其境2》说成是“综艺爆
款”“引领潮流”。

由湖南卫视倾力打造的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
境》节目，作为语言类垂直领域原创节目，专注挖掘声音力
量，传递声音魅力。《声临其境》的宣传广告词有这么一句：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记录。 广告词固然精彩，不过说到底，
还是有质地的声音才会被关注乃至吸引———展示声音的魅
力，缔造声音的世界，乃至听觉享受，才是该节目推出的意
义所在。

去年，《声临其境》 第一季作为一档纯原创的小众垂直
题材节目，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之下，成为了豆瓣评分8.2
的原创口碑爆款。 总导演徐晴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观
众的审美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小众题材的配音题材，比起
演技或者音乐类，切口更小更偏基本功。 小切口，却一样能
体现演员的能力，让一些“宝藏艺人”的实力得到充分的展
示，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声临其境》一直以来的追求。“续
集难写” 似乎是很多原创综艺做到第二代时要面临的共同
难题。《声临其境2》秉承创新加匠心的初衷，从大环节到小
细节，每一个点都是节目组不断探索细化的。节目走到第二
季，请来了王刚、张国立、张铁林“铁三角”担当声音指导，也
请来了更多跨界的声音大咖……这些变化， 都是为了在坚

持节目内核的同时，做到让观众有新鲜感。 突破自我、超越
自我并非易事，但《声临其境》愿意去做。

《声临其境》以台词和配音为切入点，每期邀来四位影
视艺人同台竞声，展示考较他们的声技功力。对登陆该节目
的艺人而言，这无疑是声音之战。登陆该节目，老戏骨，实力
派，中戏、上戏乃至广院毕业的，话剧经历，台词老师，播音
尤其配音出身，都是极讨巧的正选。 诚然，当红明星的知名
度，自然会带来收视的流量乃至大流量，这是他们登场的优
势， 也是节目的看点， 更是竞声之后本尊现身时的吸睛之
处。

就已播节目而言，老戏骨当然不负期待，而中生代和新
生代更有出乎意料的惊艳，赵立新贾静雯瞬间角色上身，朱
亚文周一围韩雪惟妙惟肖， 高亚麟翟天临张歆艺马思纯令
人刮目相看……实力派真的可以由此侧漏自己影视知名度
之外原本被忽略的额外张力。这是节目的活力所在，也是整
个影视行业的希望所在。这种关注现实、聚焦行业的创新举
措，不仅有助于一项技艺的复苏，更有助于“声音产业”的良
性发展。

从“一股清流”到“引领潮流”，《声临其境》带给我们深
刻的思考：文化供给“升级”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发力。
我们要通过供给的提升、表达的创新、意识的进步，来更好
地回应人民群众饱满的文化热情，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文
明素养的提高。

《地久天长》：
现实主义的时光机

王珉

同一部电影的男女主演包揽国际大奖殊荣，这在华
语片史无前例。49岁的咏梅和46岁的王景春在王小帅执
导的电影《地久天长》中，凭借精湛的演技，斩获第69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主角，打破了华语电影
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获奖纪录。这部备受国内观众热切
期待的电影终于在3月22日公映了。 影片从小人物的命
运中裹挟出宏大历史的变迁，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曾经
患难与共的两个家庭， 在时代洪流下历尽伤痛与不安，
在经历了30年的人生起伏跌宕后， 最终选择面对真相，
坦荡向前。

电影的中文名是《地久天长》，歌曲《友谊地久天长》
在电影中出现很多次。 故事便是用这个旋律开启，这首
快乐又悲伤的歌曲将各种情感缠绕在一起， 纵横交错。
导演王小帅说，人的一生既漫长又短暂，漫长的时候真
的要经历很多的事情，要承受很多的痛苦，慢慢过完这
一生，如同“地久天长”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影片中，王景
春和咏梅饰演的夫妻是上世纪80年代的工人，因为意外
事故独子刘星去世，又由于时代原因失去了获得二胎的
机会， 丧失生活信念的夫妻二人辗转隐居在福建的渔
村，并收养了一名养子。叛逆的养子成人后离家出走，二
人再次“失独”。20多年后，两人回到老家，往事重新浮出
水面。

在大时代背景下， 小家庭既有随波逐流的无奈，更
有顺应命运的坚韧。 工作的丢失、地位的沦丧乃至最残
酷的生命凋零， 都让我们感受人生一次又一次的无常。

“时间已经停止了，我们正在等待变老。 ”王小帅接受采
访时说，“我拍电影，不是拍苦情戏、悲情戏，我们只是把
生活搬上荧幕，让大家感受生活就好了。 我觉得有可能
是观看者在里面看到了生活，从人物身上找到了很深层
的情感共鸣。 ”

3个小时的片长，人物、场景众多，支线庞杂，影片用
现实和回忆穿插的这种非线性叙事的表达方式，在同一
场景内切换到不同时代，让观众看到一半才能全部梳理
清楚所有人物的身份和相互关系，将中国30多年跌宕起
伏的历史缓缓展开。 王景春和咏梅在影片中饰演的“中
国式”夫妻，塑造了一种典型形象，“善良、隐忍、坚韧的
中国人”。他们克制、深沉、收敛的表演，反衬人物对苦难
的默默承受。影片中，丽云在绝望之中自杀，耀军抱着她
跑了几里路，心急如焚，他气喘吁吁，又咬牙坚持着，小
人物在悲剧无奈的境遇下又努力生活的坚韧，面对大时
代卑微却不失尊严的感动，感染了观众。 他们所有的情
感一呼一吸，都能透出我们普通中国人的气质。 我们经
常说中国人是吃苦耐劳的民族，遇到很多事情，虽然有
各种各样的起伏，但最后都是隐忍的。

对于这部展现中国家庭变迁的电影作品，观众看后
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尽管剧情凄婉，但电影却拍得并不
苦情，也没有刻意煽情，有一种温暖的力量，让人不由自
主地热泪盈眶； 有人认为，《地久天长》 片长约为3个小
时，前两个半小时的影片都充满张力，最后半个小时堪
称“烂尾”，故事的结局太圆满了，完全颠覆了影片前半
部分的风格， 这种突破对于影片的艺术性来讲是一种

“破坏”；还有人说，3个小时的电影，就如同和角色一起，
走过30年起伏的人生， 时间在情感的起伏中快速地推
进，让你丝毫察觉不到它的流逝。

黄泽亮

应该怎样观赏一幅画？ 个人认为，相信自己的眼
睛，用心感悟，才是最重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不是很
重要，对于非美术专业的普通人来说，看懂艺术，也没
那么难。

如果你对一张画真的有兴趣， 那就静静地看图，
在看画过程中有情绪的波动，或者与自己的人生产生
些许共鸣，或者感叹赞美，虽然你不懂具体的绘画技
艺，但确实已经在欣赏了。 哪怕只说出“好看”“不好
看”的简单评价，也道出了自己对绘画的理解。大部分
普通观众面对绘画作品时， 常常纠结于是否看懂艺
术，我想，对于一般的爱好者，能凭个人的直觉来欣赏
美术作品，从中找到乐趣，有所体悟，应该就算“看懂”
了。何况艺术从来不是让你去懂，而是让你去感知！因
此，感受艺术比理解艺术更加重要。 看画者一定要相
信自己的眼睛，从“看图”角度来认识绘画作品，这是
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另一个角度是“从故事入手”。如果我们对观赏作
品的时代背景、收藏传承经历以及作者身世有一定的
了解，将对我们理解其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从故事入
手的角度可以使绘画欣赏变得生动可爱， 妙趣横生，
大家乐于接受。 例如《富春山居图》的收藏传承故事、
艺术的故事，艺术作品背后与艺术家有关的故事都很
丰富，这些故事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欣赏画作，明白《富
春山居图》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名画。其中有“黄公望的
传奇人生”“沈周和富春山居图”“乾隆看走眼，名画逃
过一劫”“焚画殉葬”等等故事。话说“焚画殉葬”，是画

痴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爱之至极，据传睡觉抱着
它、饮食望着它，眼不离画40年。 清顺治七年，卧病在
床的吴洪裕到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山
水画，遗言将画“火殉”。就在其咽气的一瞬间，识货的
侄子从火中把富春长卷抢救出来， 为了掩人耳目，他
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 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
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却在中间烧
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从此，稀世国宝
《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一半流落台湾，另一半留在
了浙江，隔海相望。

第三个角度是抱着“享受”的心态去欣赏。在各种
美术展览中，常常看到学美术的观众看画，爱凑近看
局部，只关心绘画技巧，想要从某幅画上学到什么。何
谓欣赏？即以愉悦心情观看的意思。不管学习与否，专
业与否，看得开心，感受美的愉悦最重要。 看美术展
览，一定要抱着“享受”的心态，完全放松下来，凝视画
中永恒的瞬间，享受自己看到的东西，享受看画时浮
动在周围的气氛，以及审美带来的喜悦。 没有专业知
识去看展览的普通人能从作品中有所体会有所感悟，
达到怡情悦性的程度即可，不必对于学术信息有太多
的纠结，也不必困惑于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对于作
品的理解也好误解也罢，其实这也无所谓，属于自己
的才是最真实的。

把握以上三种角度， 一般人都可以轻松“看懂”
绘画作品。 如能再掌握一些美术欣赏的方法方
式 ， 储备一定的艺术理论基础知识 ， 逐步上升
欣赏境界， 当然更好， 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情
趣与品位。

杨强立

山水于画家而言， 既在眼里， 也在胸中； 既在
笔下， 也在心间。 无论春夏秋冬， 无论大江南北，
徜徉在诗意的世界里， 终日与青山绿水为伴， 笔下
皆是郁郁葱葱、 充满生机。 即便处书斋之内， 只要
胸中有丘壑， 笔墨与造化融汇， 画画就如同游山戏
水， 流连忘返。

我画过一个系列的画作， 名为“江山无处不悠
然”。 所谓悠然， 必是闲情所致， 这其实是从艺者的
一种心态、 一种境界。 元代画家倪瓒曾散尽家财，
泛舟五湖三泖之间， 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 作画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聊以自娱”。 他的画被誉为
天下第一逸品。 其实画画就是画艺术家的心态、 思
想、 人生观、 自然观与价值观。 不急不躁， 平心静
气， 一笔一画， 认真踏实。 因此， 对于画画， 我一
直是保持着某种顺其自然的心态， 在山水之间觅一
份神韵， 在笔墨之中寻一份闲情。

对于画家而言， 闲情并不是逃避世界， 更不是
有意回避时下的热闹， 而是直面现实、 投身社会的
人生追求， 是一种独善其身的理想， 是一种自由自
在的向往， 是一种自甘寂寞的气质。 闲情对于我而

言， 是珍贵的， 是难得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 陶渊
明云“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我偏爱中国传统
画家那种闲中求乐， 闲情不尽， 画意无穷。 将真情
与智慧寄寓山水之中， 于山水之中拾得闲情逸趣，
然后超然于事物， 纵情于翰墨。 无论创作还是生活，
都应回到 “真” 性上来。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只要
内心自在， 就可谓“江山无处不悠然”。

其实一代又一代的画家们，如黄宾虹、张大千、傅
抱石、陆俨少、潘天寿、李可染等，他们的作品都是天
性表达、自然所致。 当然还有我的老乡齐白石，他早年
背井离乡，后定居北京，所以他的画钟情于乡村小调、
花鸟鱼虫，寄托了他对故乡一草一木的怀念。 浓厚的
乡土气息，天真烂漫的童心，天地万物的诗意，是齐白
石艺术的内在生命。 古往今来，那些大艺术家，无一不
是对幸福生活有一种积极的向往， 他们不求大富大
贵，只愿与世无争，始终以纯真的心，寄托自己的思想
感情。 在前贤的影响下，我亦是在不断追求内心真实
的表达，追求人生的诗意，追求艺术的高地，追求一种
与天地山川对话和共鸣的境界。

大自然不因艺术家的笔墨而存在， 艺术家的笔
墨却离不开大自然的存在。 用心感悟自然， 自然也
用心回报感悟。

蒋人瑞士

元末著名的戏曲家高则诚在他的 《琵琶记》
开场时说： “论传奇， 乐人易， 动人难。” 虽观
众审美旨趣各不相同， 但凡动人的， 莫不是拨
动了记忆深处的心弦。 观看大型现代花鼓戏轻
喜剧 《甜酒谣》 时， 先声夺人的是———“甜酒，
小钵子甜酒！” 这吆喝声在我童年长沙小吴门的
巷子里， 抑或是长乐古镇三街六巷回响不绝。

《甜酒谣》 编导的创作灵感， 也许就源自
“甜酒、 小钵子甜酒” 这记忆深处的吆喝？

由甘征文编剧， 贺希娟执导， 叶红、 宋谷、
刘光明、 朱文辉等联袂主演的大型现代花鼓戏
轻喜剧， 讲述的是小人物逆袭的励志故事。 作
品以古镇长乐甜酒为素材， 演绎小人物成长记。
围绕继承与发扬， 融合时代推陈出新， 彰显传
统文化的自信与活力。

作品中的主人翁陈香玉， 凭借自身的聪明、
努力和机遇， 最终达到了一定的人生高度。 香
玉是时代的新青年； 甜酒是古老的传统文化。
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表达， 明快而又含蓄的故事
主题， 带来了戏剧叙事的厚度。 故事围绕香玉
事业的进阶和感情的发展而推进。 香玉不屈不
挠的性格， 获得了贺正贤的认可， 两人通过营
销合作， 初步实现了事业板块和感情基础的搭
建。 除了上述的事业与感情双线并行， 富有穿
越感的台词、 时尚音乐、 现代舞蹈、 长乐故事
会、 古镇场景、 人物之间妙趣横生的相处都颇
有趣味， 焕发出时代气息， 满足了戏剧视觉的
趣味性， 也具有轻喜剧弹性。

从现代花鼓戏赏析的角度看， 花鼓戏的轻
喜剧故事， 拼的不是复杂的结构， 而是简单结
构下的复杂戏剧： 喜剧变化。 这远胜于复杂结
构复杂线头频出的全景先知模式下的简单场景
处理。 也就是说， 简单结构下的复杂变化， 是
表演的基础舞台， 最容易抓住轻喜剧戏剧任务
的主动权。 反之， 复杂结构下简单场景处理，
对表演而言是极具麻烦的。 内生喜剧借力点会
被稀释， 且会觉得用力过猛。 现代花鼓戏现实
轻喜剧之难， 主要是轻喜剧人物性格， 其次是
外部戏剧梗。 花鼓戏轻喜剧追求“笑点”， 难免
遇到俗点和“脏点” 需要处理。 《甜酒谣》 抓
住人物轻喜剧性格， 抓住透彻敞亮喜剧设计核
心， 抓住人物与环境共生， 合理推动和完成轻
喜剧任务， 俗点和“脏点” 自然过滤。 《甜酒
谣》 在酿酒过程中的打情骂俏、 调侃戏谑以及
贵爹白日发财梦， 在完成轻喜剧任务的同时，
也给现代花鼓戏注入了后现代艺术趣味。

《甜酒谣》 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自信心
和乐观主义精神， 编导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和
洞察力， 使作品既体现了艺术真实， 又带有理
想的光辉， 以热爱现实生活， 歌颂美好爱情的
人文主义思想， 刻画了香玉这个聪明美丽的姑
娘。 这部作品的剧情走向和人物特质， 具有正
能量， 弘扬真善美的同时至情至性。

渐行渐远的叫卖， 唤醒了编导意识暗区对
传统事物现实精神困境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的
矛盾， 作坊与标准化的矛盾， 金钱与理想的矛
盾， 帮助与反目的矛盾， 真与伪的矛盾。 编导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 深刻洞察了这些矛盾中具
有的戏剧性。

戏剧本源是矛盾性的揭示， 事物中的美与
丑， 善与恶， 进步与回退， 新生与腐朽等； 人
物性格中的言论与行为， 动机与效果， 常态与
变态等。 它们之间的矛盾经过编导的艺术概括，
便创作出具有感染力的戏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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