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欲达千里地， 先聚眼中光； 不须扬鞭催， 奔走踏春梦。

(二)
伯乐向前看， 金蹄奋起追； 回首看征程， 谁道不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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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

2019年4月7日， 南山流行音乐节开
幕式首场音乐会， 地点在深圳湾体育馆。
室内，有空调。上下观台共三层座位，观众
有七八千人。 谭盾携手中国女歌手张靓
颖、 中国摇滚乐组合杭盖乐队唱响开幕
式，南山音乐节正式启动。 此次开幕式的
亮点《女书之夜》， 聚焦古典与流行的对
话，探索如何从老祖宗留下的文化中创造
出新的、 有大格局的音乐， 从古老的文
化中长出新芽，解读传统与未来、摇滚与
交响的碰撞。张靓颖作为特邀嘉宾现场演
出。

舞台上令人称奇的以竖琴独奏和交
响乐演绎的《女书》，是音乐家谭盾以世界
上仅存的女性文字湖南江永女书为素材

灵感，历时5年乡村考察最终写出的作品。
《女书》以“音乐3D”和“时空3D”为主要创
作理念，展现了三维艺术空间的对位，即：
影视之间的时空对位、音乐与影视之间的
对位、 古老的女书文化与未来文化的对
位。影像中穿越时空而来的仿佛不属于这
个时代的声音，带着悠远质朴的气息。 交
响乐个性鲜明的现代性音响保持了谭盾
一贯的创作个性，两者对话创造出一个关
乎永恒与轮回的思想世界。

谭盾用13个乐章讲述了“女书传奇”，
其中包括“母亲的歌”“女书村”“深巷”“女
儿河”等。整部作品以“活在梦里”结尾，告
诉观众这些创造了自己独特文字的女人
们一边流泪、一边幸福，她们在压抑的现
实中为自己创造了独立美丽的精神王国。
从湖南女书村请来胡美月、胡欣、蒲丽娟、

周惠娟四位传人，她们
着民族服装，在结尾时
出现在舞台上，即兴哼
唱……

谭盾，中央音乐学
院硕士、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博士，现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球亲善
大使、中国交响乐团荣

誉艺术指导。他已赢得当今世界最具影响
的艺术大奖，包括威尼斯双年展艺术终身
成就奖·金狮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德
国巴赫奖、俄国肖斯塔科维奇大奖、美国
格文美尔大奖。 谭盾一向以冷峻、深邃的
音乐风格被业内人戏称为“从一团鬼气里
走出的大师”，他以一曲《卧虎藏龙》问鼎
奥斯卡，做出了水乐、石乐等离经叛道的
音乐。 谭盾2013年携新作微电影交响诗
《女书》 在国内首演， 并将在多国进行演
出。

“‘女书’其实是一种世界文化，我要
做的工作是让‘女书’搭上交响乐这艘国
际通行的船，驶往世界各个码头，把中国
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据谭盾透露，在排
练这部作品时，费城交响乐团的一些音乐
家被感动得边流泪边演奏。《女书》此次能
回到作品的诞生地，在谭盾看来，是一次
超越演出本身的行为。

2019年4月26日，在“女书全球行”启
动暨女书（北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
仪式上，将启动“女书全球行”，以女书携
手各界艺术大家，举办全球巡回展览和文
化交流活动。 此次活动以北京为起点，进
行全球传递，最终回到女书发源地湖南省
永州市江永县。

祝如

刘人岛是一位在艺术领域涉猎广泛的
艺术家。 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师从张仃、 吴冠中、
祝大年、 袁咏等， 在书法、 绘画、 雕塑、
设计等方面均有成果， 尤善绘画。 3月26
日， “大美中国———刘人岛美术作品展”
在中央党校美育馆开展。 展览共展出刘人
岛创作的山水画、 花鸟画作品110余幅。
这些作品墨彩淋漓、 色韵交融， 不仅彰显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同时也展示
了新时代中国艺术的风貌。 艺术家以独特
的视角， 描绘祖国名山大川， 凝练了其对
生活的理解与感悟、 对祖国的热爱与赞
美， 表达出作者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相通
的朴实情感。

刘人岛生长于湘西南的新宁崀山。 那
里的村镇四周是终年常青的山林、 清澈湍
急的河水、 高大茂密的银杉和漫山遍野的
杜鹃花……这些构成了他童年视觉记忆的
底色， 也是他日后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更使得他深深地热爱着祖国的美好河山。
此后， 他的脚步踏遍了大江南北的山川河
岳。

刘人岛的山水画作品大致有两种风
格。 一种是对大自然美好山水真实而生动
的写照， 一种是天马行空、 自由酣畅的大

写意画风。 前一种作品或许来自于他对家
乡景色的艺术转化， 不少画作中以空阔的
江河、 浑厚的山岳、 弥漫的流云主宰着画
面的构成， 而笔法细密的翠竹、 溪涧则与
之形成了远近虚实的映照， 山间瓦舍、 一
抹昏黄的灯光则平添了几许温情。 他的大
写意山水画则有明显的抽象性， 且风格高
迈、 色韵交融， 不少作品集泼墨与刻画于
一体， 颇有新意。

他耽于传统， 又不拘泥于传统， 大胆
追求笔法和立意格调上的出新， 使得他的
作品带给观者更多趣味。 除了对山的着力
表现之外， 刘人岛还非常关注对水的表
现， 且有自己独到的技法。 如 《观沧海》
中礁石只占画面的一隅， 整个画面以留白
展现澎湃的海浪， 几只海鸟翱翔于天际，
与海天融为一色， 观者之渺小感立现， 展
现出画家对自然、 对世界乃至宇宙的热爱
与敬畏。 《钱塘江大潮》 技法上脱离了传
统， 具有时代特点， 与大众体验紧密相
连。

刘人岛的作品既有对大山大水的豪情
铺陈， 也有写物精微的柔情诗意， 可谓
“致广大而尽精微”。 其作品瑰丽的色彩关
系， 具有强烈的个人辨识度， 显现出作者
在原工艺美院学统积累的装饰语言带来的
意趣， 在传统造型语言与当代审美观之间
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

谢丽芳

李红， 湖南永州人。 现任湖南省
白石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湖
南省女画家协会副主席。 李红的艺术
创作发端于用签字笔在速写本上的精
心勾画。 后参加省里短期人体油画写
生班， 基本掌握油画工具和材料， 便
开始断断续续地画起了油画。 “母
爱” 是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亘古不变
的一个主题， 也是艺术家创作的永远
母题。 李红画画尽管也得益于其公司
对艺术品的收藏， 然而， 作为深爱女
儿的母亲， 如李红所言， 之所以自己
要学习绘画， 还是源于想为女儿将来
的艺术学习创建一个良好的家庭环
境， 与孩子一起同感艺术。 因而， 痴
迷油画创作于李红也就成为了一种必

然。
李红是一位凭感觉与直觉作画的

画家， 没有进过专门的艺术院校， 反
而让她的绘画不论在造型还是在色彩
的使用上更多了份自由少了些羁绊。
其朴实而率真的天性在她的画面中也
得以了释放。 李红画女儿的作品多是
根据自己拍摄的照片， 但绘画形成的
图像， 却是画家通过心灵对照片的感
受， 经过概括、 提炼等艺术处理过程
而创作的艺术形象。 李红以自己特有
的笔触和色彩， 赋予作品以最大的原
真性， 其艺术感染力超越了摄影， 让
人感动。 除饱含母亲的绵绵之爱外，
作品还显示出画家对女性自身生命的
体验和对女儿生命成长的关注与探
索， 呈现了李红在油画艺术创作上的
天赋。

曾致

1947年出生的长沙花鼓戏省级传承人
贺艾芸，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花
鼓戏艺术研究会顾问。 1959年从艺，先后师
从姚佩琼、王命生、伍岳云、谢莲英、潘铁君、
王雪生等前辈艺术家， 主攻青衣和花旦，一
直坚守在花鼓戏表演艺术舞台，先后主演了
50多个剧目， 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
生动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其中传统剧目有
《装疯吵嫁》《书房调叔》《秦香莲》《四姐下
凡》《皮秀英四告》《盘夫索夫》《谭记儿》《梁
祝》《芦林会》《祭塔》《五更劝夫》等。

年逾古稀的贺艾芸说起自己演了一辈
子的花鼓戏，依然精神头十足。“我们演戏追
求的是什么?就是貌如其人，状如其人，神如
其人。 作为地方小戏，花鼓戏的特点就在于
通俗易懂、载歌载舞、泥土气息、地方语言。 ”
说着，贺艾芸手打拍子就唱了起来。

说到花鼓戏就不得不提《刘海砍樵》。贺艾
芸说《刘海砍樵》的广泛传播，充分说明了花鼓
戏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我们的《刘海砍樵》
既有泥土气息，也有时尚洋气的一面。 上到央
视的舞台，下到长沙的小歌舞厅，随便在哪里
随时都可以来上一句‘走咯喂行咯喂’。” 现在
还有很多改编版本的《刘海砍樵》，结合了时代

的元素，愈发焕发出新的色彩。
“俗话说，演戏演形则死，演心则活。”与西

方戏剧不同， 中国的传统戏曲十分讲究程式。
贺艾芸介绍，中国的戏曲程式是曾得到世界戏
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赞赏的，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将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表述为“有规律
的自由行动”。我们中国的戏曲，在台上一举手
一抬足一个眼神，那都是有规范的。

“看戏怎么看?先听一张口，再看一双手，
眼睛亮不亮，身上有没有。 ”因此，对于花鼓
戏演员来说，其功力就体现在：“舞台上要讲
个美：服装美，妆容美，人还要最美”。 贺艾芸
幽默地将演戏比作年轻人接吻：一定要打心
里喜欢他才可以接，演戏也就是这么一个内
外结合的过程。

“长沙花鼓戏早年只有小丑和小旦，后来
才加进小生。 随着花鼓戏艺术的不断发展，生
旦净末丑这些行当才逐渐全了。”贺艾芸说，花
鼓戏一般以地方小戏为主，宫廷戏、打戏较少，
正旦角色较多，正旦在行当中以唱为主，要求
嗓音嘹亮、共鸣通畅，讲究运气、吞吐、含蓄等
技巧，高低音过渡要自然。“一定要掌握好收放
轻重，让观众听得清楚。 ”

“比如表演骑毛驴上山，那跟骑马上山
的表演手法就不一样，骑马上山那就挥个马
鞭子，骑毛驴怎么骑?那我肯定是骑在毛驴身

上，上山毛驴不肯走，还得往后退。 ”说着，贺
艾芸就嘴里唱起了腔调，手舞着学起了骑毛
驴。“如果完全按照青衣、正旦的传统套路，
那花鼓戏的演绎就绝对没有这个效果，绝对
没有这样的生活气息。 也就是说，花鼓戏演
员要突破行当的约束。 ”

“声音要像过独木桥一样，气息要像一
条线，吐出来要像一串珍珠，挂在气息上，最
后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对于花鼓戏演
员的唱功要求，贺艾芸采用了湖南著名花鼓
戏艺术家刘赵黔的说法。 而这一系列唱腔的
处理，最终都是围绕着人物塑造来服务的。

退休后贺艾芸继续返聘从事花鼓戏教
学工作，先后培养了王萍、胡建忠、蒋卫红、
陈冬香、文君、汪好、吴乐茵、陈雨晴、丁城
欢、张凯然等一批新秀。 2016年12月，贺艾芸
在长沙音乐厅举行“梨园拾珍”花鼓戏专题
讲座，2017年7月参加了湖南花鼓戏表演艺
术家何冬保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
2018年贺艾芸担任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
花鼓戏青年表演人才培养项目主讲教师。 唱
了近60年花鼓戏的贺艾芸对花鼓戏的传承
创新有自己的心得。“我传承花鼓戏，一定不
是墨守成规的，一定是根据剧情需要、根据
每个演员的特征，不断修改和完善。 花鼓戏
也可以很时尚!”

周煜媛

一直以来，快乐和活力是《快乐大本营》
给人的直观感受，其内里则是社会关怀性和
正能量精神。 稍一观察就会发现，节目一开
场不管是表演、访问、游戏还是主持人的状
态引导，呈现的元素都是积极正向的。 爱生
活、有梦想、努力且善良，这样的内容表达和
基调也正是观众容易被代入的原因。

不仅如此，《快乐大本营》也在持续进行
自我调整和升级，创新形式，注入更多的公
益性和正能量精神。 通过多方面的绵绵发
力，节目价值不断加码升级，彰显出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地将镜头对准身边的
百姓，发现普通人身上宝贵的闪光点，在欢
笑之余，《快乐大本营》增强了观众对生活的
体会，带动大众关注社会话题，情感感染力
和价值感召力明显。

比如最近一期节目中，环卫工人在工作
的闲暇之余，竟别出心裁地把打扫工具扫帚

编成舞蹈，也由此变成全总文工团的专职演
员；因为热爱手工艺制作，农村留守青年在
设计发明各种“神奇工具”的路上乐此不疲，
并受到众多网友的喜爱；儒雅的舞蹈少年巧
妙地利用百叶窗跳出创意舞蹈，既展现出专
业功底，也散发出创新的魅力。 他们都是来
自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平凡人，却在平凡的工
作和生活中创造出了不凡的故事。 节目在这
一点上进行挖掘和放大，接地气、聚人气、有
能量，意义不可小视。 他们技艺上的精进和
深湛让人敬佩， 他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以及有梦想也有行动的表现力，更为打动人
心。

从消防到空乘，从电竞到乐器，节目将
触角深入现实生活， 关照身边的平凡英雄，
努力展示身处不同行业的素人的魅力，通过

细腻解构， 挖掘出普通人的情怀和感动，实
现观众与节目深层次的价值认同，传递出满
满的社会民生之暖，也在无形中输出了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

为了实现更好的内容表达和传播效果，
节目尝试将公益的形式融入到节目板块。 例
如“心愿树”板块，面向需要帮助的弱势群
体，以公益为目的，帮助他们实现愿望。“我
想要一个望远镜来观察鸟类，因为我太喜欢
它们了。 ”“我想给奶奶买一件棉衣，让她过
一个温暖的冬天。 ”“我想送给同学一台学习
机，因为他在家无人辅导功课。 ”这些愿望微
小平实、毫不功利，背后是一个个善良质朴、
积极上进的内心。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
让温暖像种子一样， 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积聚能量，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艺林风景

谭盾：

让女书搭上音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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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艾芸眼中的
花鼓戏

贺
艾
芸
为
第
三
批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马勤春早

刘
德
全
诗
画

刘
德
全
诗
画

艺
苑
掇
英

刘
人
岛
作
品

艺路跋涉

母
爱
绵
绵

︱
︱︱
李
红
的
油
画

李
红
作
品

影视风云

“快乐”升级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