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禹琳

尺八，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吹管乐器，隋唐时代
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乐器。 因管长一尺八寸，故称尺
八。 其音色苍凉辽阔，又能表现空灵、恬静的意境。
后传入日本，在中国反而极为少见了。

5月25日， 天气有些闷热， 七拐八弯地去了影
院，观看早几天网上订了票的纪录片《尺八·一生一
世》。此前，作为纪录片爱好者，我只隐约地知道尺八
源于中国，繁于盛唐，南宋势微，却在日本传承千年。

尺八的音乐从海上的浓雾里破空而来，悠远、
辽阔、空灵，让人仿佛做了一个梦，醒来发现外面是
雨天，到处湿漉漉的，却倍感清凉。 慢慢，尺八和多
种打击乐同台互燃，在动漫游戏中献声，显示它的
包容和丰富性。 再后来，一个个与尺八有缘的人物
登台，时而中国、时而日本、时而美国，讲述他们与
尺八如命中注定般的故事。 最后，却是小凑昭尚在
长城上吹《晚霞》和佐藤康夫在青龙寺里吹《一声一
世》的画面和音乐留在脑海里。 恍然大悟，尺八音
乐是温柔地吹给故人的曲子，其实是自然、温暖的，
恍若他们头顶上的光。

90分钟的观影， 如何去表现古老尺八多舛的
命运？ 纪录片最初如中国的水墨画家， 用寺庙、和

尚的背影、海上的雾，寥寥几笔交代了尺八如何从
南宋传入日本，《虚铃》《虚空》《雾海篪》三首尺八名
曲的由来。时间、地点、人物交叉闪回，画面简洁，转
换快速。 与尺八有关的人物繁多而时空错乱，但导
演又如皮影戏大师，线头都掌握在他手里，他用尺
八轻轻一拉，所有的关系都理顺了。

纪录片里，尺八的曲子既是背景音乐，又是当
然的主角。它变幻无穷，又无处不在，把命运的奇妙
展现得更理所当然。 导演聿馨开车，突然听到佐藤
康夫的《宙》，心灵如受雷击，眼泪啪地就掉下来了。
她开始去了解这陌生的乐器，用两年时间，30次赴
日完成了这部纪录片。 台湾修飞机的蔡鸿文偶然
听到美国的海山演奏的《竹竹》尺八大碟，爱上了尺
八，走上了推广尺八音乐之路；郑州学药剂的小伙
徐浩鹏在网上听到佐藤康夫的《宙》中了魔，打工赚
钱买下了第一管尺八。 而日本的尺八演奏家小凑
昭尚小时候曾嫌尺八土，毕业于名校，在街头卖过
唱， 最终却想让刚出生的小凑千凡也传承尺八；佐
藤康夫那支《宙》的曲子竟是去世的祖父带给他的
灵感，如阵雨哗地降临他的头顶；三桥贵风的母亲
认为他这辈子就是要由尺八来度化的。

一声一世。 尺八似乎就有如此的魔力，无论尺
八的演奏家还是尺八的制作者， 都准备把一辈子

献给尺八。 蔡鸿文说制作尺八让他疯狂让他快乐。
海山说，尺八的声音独一无二，简约丰富。 三桥贵
风说，尺八是连接此世与彼世的乐器。佐藤康夫说，
尺八是帮助他开拓人生道路的导师， 是他人生中
很重要的伙伴。 小凑昭尚说，尺八将人心中的迷茫
与悲伤救赎，他越来越爱笑了。

纪录片是在讲尺八的故事， 分明讲的是被尺
八和尺八的音乐改变了命运的人的故事。 观影的
人鸦雀无声。

尺八的生存困境显而易见， 但我们也看见了
希望。 在5月25日，纪录片放映后，在佐藤康夫与长
沙观众见面会上， 一个女生说因为听了佐藤康夫
的演奏，特意去学习了日语，希望能为尺八做点什
么。 一个男观众10多年就把科技融入传统乐器，用
现代工艺制作出了尺八。 而佐藤康夫现场用尺八
吹奏了一曲动画片《火影忍者》的主题曲，他说尺八
在跟时代一样向前， 这种古老的乐器可以融合更
多的东西，他会坚持传承与创新。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流浪日本
千年，在这个国家传承了下来，又通过日本传到其
他国家，传回中国，尺八应该是幸运的。 而更幸运
的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终于在一部纪录片里见到
了、听到了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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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彬

当前， 很多书家将书法定义为“纯艺术”， 有的甚至
将书法提到了“当代艺术” 的层面，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
当代书法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认为只有这样才将书法从沉
重的“文化枷锁” 中解脱出来， 彰显了书法的艺术特性，
成为纯粹的艺术。 这种观念下的书法创作只着重考虑作品
的点画线质、 字形结构和章法布局， 不关心书写内容究竟
为何人所写， 也不在意书写诗文的风格与书法作品的关
系， 更不会为书法创作而自撰诗文， 书写技法成为了他们
追求书法艺术表现力的核心甚至全部。

一件书法作品， 虽然最先引起注意的是作品中的字形
字势或艺术风格， 但细细欣赏时， 人们自然会识读作品的
书写内容。 “重识读”， 是书法审美与欣赏不可缺少的环
节。 如果一件书法作品的书写内容没有一定的文义， 这件
作品的文化精神与艺术品格都会受到质疑， 满纸的点画线
条与字形章法也就成为了没有意义的空洞形式， 甚至可以
视为没有灵魂的艺术躯壳。 从书家创作的层面考虑， 书家
选取什么样的诗文内容创作书法作品， 是对书法家文化素
养的考评。 如果书法家书写的诗文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内
容， 尽管这些诗文内容非常经典， 也很难凸显书法家的文
化素养。 若书法家书写自作诗文， 且所撰诗文具有极好的
文采， 可想而知， 这位书法家就不是普通层面的“抄手”
或书写“工匠” 了。 而且， 注重书写内容从来都不会降低
书法创作的艺术表现， 只会增加书法作品的文化含量与人
文精神。

同样， 文人画之所以具有意境， 其主要原因是画者本
身是文人， 其文化素养和审美境界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专
业画家， 文人对画作的理解不是停留在作画的技法层面，
也不是以画面的真实程度来衡量作品的优劣， 而是通过笔
墨技法与灵趣体现画作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情趣， 让内心的
诗意形成可观可赏的画面， 让凝聚情感的笔墨所写成的画
作体现文人特有的闲情逸趣与品格精神。 文人画家笔下的
竹， 大多以体型不大的青竹、 紫竹或湘妃竹之类为创作题
材， 这类竹清瘦而有气节， 正直而坚韧不拔， 不畏严寒酷
暑， 不惧风雨雪霜， 既有守节虚心的品格， 又有卓尔凌云
的志向， 具有令世人倾慕的君子之风。

在我看来， 要画出真正具有文人气格的中国画， 书法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也是表现文化画中特有线质必不可少
的技法要求， 因此， 古代很多文人画家落款时常常用
“写” 这个字， 这不仅仅在表明写意， 也是作画过程中对
书法用笔的书写性阐释。 赵孟頫题 《枯木竹石图》 云：
“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应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
须知书画本来同。” 这是非常著名的题画诗， 也是最能说
明书画同源或者说以书入画的诗句。 文徵明也有“时将书
法作画法， 墨花洒出皆神工” 的题画诗句。 “书画同源”
或“以书入画” 是古代文人画家独到的“绘画秘笈”， 也
是文人画家为什么注重诗书画同步发展最终融为一体的根
源所在。 我学习书法与写诗差不多是同时起步的， 都是从
初中时期开始。 但那时写的诗词不懂格律， 直到攻读硕士
学位修了 《诗词格律》 课程才知道格律的规则。 书法学习
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虽然初中时期就开始写毛笔字， 但到
了攻读硕士才真正理解笔法的内涵。 正因为有了书法的基
础， 我学习国画时才可以相对自如地运用毛笔写出不同质
感的线条， 而且我作画时更多地是运用书法的书写性表达
画面中的点线特征。 我的画作多是以线为主的兰竹梅等题
材， 块面的画作比较少， 这应该跟我的书法很有关联。 我
画梅花的树干和树枝， 或者画竹竿、 竹枝甚至竹叶时， 都
会很自然地运用书法的线条和发力方式， 尤其是画兰叶
时， 书写性特征更加明显， 力求每一片兰叶的线条中寓含
非常丰富的变化， 而且都会呈自然的状态。

我最终的理想就是在画作中体现诗心、 书境和画意，
使诗书画三者的风格得到完美的融合， 让诗风、 书风和画
风都体现内心的审美追求， 体现读书人应有的清新俊逸和
儒雅之气。 为了实现这个艺术目标， 我会倾一生之心血，
积一生之学养， 练一生之功力， 写一生之诗心， 让自己的
学识、 灵感、 才情、 美感与境界都在诗书画的融合中得到
充分展示。

吴茂盛

品读画家赵洪琦的花鸟画，让人惊叹和陶醉之余，更会第一时间
里想起唯美的湘南。 他的作品沉潜着一种厚重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
照，穿透着一种浓郁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怜悯之情。他独特的笔墨是那
么灵动潇洒：线条精细流畅、用色明快淡雅、画面沉稳清丽……仿佛
潇水一样诗意地流淌。

赵洪琦是当代湖南工笔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20岁出头就获得全
国书画大赛金奖、入选全国美展。 接二连三地获奖，并没有使他得意
忘形，而是让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国画艺术的博大精深和自己的不足。
于是，他毅然放下舒适的工作，走上了漫漫北上求学之路。在长沙，他
拜人民艺术家陈白一为师；在北京，他成了国画大师潘洁兹的弟子。
后来，他又深造于中国国家画院及文化部重彩画高研班。他的艺术视
野更宽广更宏阔了。

赵洪琦号苦耕，又名楚樵。 用他的话说，宣纸就是他的一亩三分
地。 在艺术的田地里，他一边苦耕，一边苦读，历史、哲学、古典诗词、
美术史都成了他的最爱。 寒来暑往，一盏孤灯，手不释卷，闻墨而醉。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笔下流淌出来的都是故乡永州的景物，顿时
又惊又喜，感觉与生俱来一般。 那些花鸟和禽畜，在梦里无数次出现
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在北京，他想家；在长沙，他也想家。 他固
执地认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家乡永州。赵洪琦找到了自己的抒情方
式，他用自己的笔墨语言描绘神奇的湘南。

当代作家叶蔚林的小说《茹母山风情》和《没有航标的河流》，把
湘南瑶族风情描写得惟妙惟肖，赵洪琦想用另一种方式———绘画，通
过一种源自内心的感知，与湘南低语，和故乡对话。

师古人师众长师法自然。 2000年后，赵洪琦的创作成井喷式爆
发，《幽幽岁月》《古桐》《甜蜜世界》 等一幅幅力作像叶蔚林一样温情
脉脉地讲述着花鸟与自然、禽畜与人类、生命与土地的乡土故事；这
些打着湘南烙印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给美术界带来了返璞归真的
新气象。当代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牛克诚认为，读他的作品，仿佛在
听他用带着湘南乡音的话语，讲述土地与生存的童话。 著名诗人、评

论家周瑟瑟觉得
他艺术性格的容
忍、寂静与灿烂，
通过传统的未来
性建构了中国工
笔 画 的 现 代 美
学。

赵洪琦以火
热的激情拥抱自
然， 以无尘的爱
恋表现他对故乡
浓烈的情感。 他
的笔墨清澈 、幽
深、多情、绵延不
断， 像潇水一样
诗意地流淌。 他
用心用情用自己
独 特 的 笔 墨 语
言， 讲述着故乡
那 些 唯 美 的 故
事。

俞虹

近日， 名为“WISDOM� in� CHINA” （中国智造） 原创节目
模式推介会亮相法国戛纳电视节， 继去年 《朗读者》 《经典咏流
传》 《国家宝藏》 等9档中国原创节目模式集体发声后， 《闪亮的
名字》 《上新了·故宫》 《声入人心》 等7档节目又于今年闪亮登
场。 中国原创电视综艺以更坚实的步伐走上世界级视听与数字内
容交易平台， 自信地向来自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同行进行宣
介推广。

从依靠模式引进， 到将引进模式作为参考对象， 进行规范化
探索， 再到逐步实现独立原创， 进而输出节目模式……荧屏综艺
节目的发展历程， 既包含原创节目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 也蕴含
未来提升中国电视综艺原创力的可能性。 理性认知原创节目面临
的新挑战与新环境， 方能把握新机遇； 深入调研分析市场与受众
需求、 深化开拓创新的层次和空间， 方能稳步提升原创力， 使中
国电视综艺行稳致远。

近年来， 创作者在不同主题、 领域开发出多样态、 差异化的
原创电视综艺， 深耕细作类型， 追求精品化， 增强对社会现实的
观照、 对观众审美的引领。 《致敬英雄》 《闪亮的名字》 让观众
看到英雄、 了解英雄、 崇敬英雄； 《我是未来》 《机智过人》 聚
焦人工智能、 前沿科技， 使内容兼具审美特质与科技属性； 《我
就是演员》 以平实视角， 打造关于表演的“圆桌论坛”， 让演员与
观众再次回归表演艺术的本真； 《中国诗词大会》 《经典咏流传》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电视化手
法让观众领略诗词之韵、 文化之美……这些优质电视综艺以原创
姿态焕发了新的生机， 再次证明： 互联网时代， 电视综艺面临挑
战， 更存在机遇。 优质内容始终拥有跨越媒介的核心竞争力。

一档原创节目要取得市场成功和良好反响， 关键要了解观众
想看什么， 从中寻找命题和契合点。 这是决定内容生产与市场共
赢的本质。 《中国诗词大会》 《汉字英雄》 《中国成语大会》 等
原创电视综艺获得良好的市场反响， 因为其不仅融入了文化元素，
更将节目模式与当下观众的心理、 喜好做出精准连接， 与综艺元
素进行了巧妙和适度配比。

《中国诗词大会》 《朗读者》 《经典咏流传》 《国家宝藏》
《美丽中国》 《我是未来》 等优秀原创节目， 皆是以价值导向和审
美取向为第一诉求。 节目一经推出， 即形成广泛、 积极的传播影
响。 中国原创电视综艺能够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根本在于在政
策导向下， 在价值观、 方法论上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自觉以媒体
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在审美与文化价值层面考量， 真正去发现、
探求传播内容的蓝海， 去探索利用新技术的深海， 去开拓挖掘传
播的多种可能性， 让创作者的“想要” 植入受众的“期待”， 成为
市场的选择， 主导中国原创电视综艺， 推动中国原创节目走得更
远。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教授）

李魁正

朱戊扬近年来师从于我学习中国画， 他给我的
印象很深，其为人厚道，朴实真诚，生性恬淡而不事
张扬。 一般画家喜欢画山水，画花鸟，朱戊扬却喜欢

画水稻。所谓“画如其人”“人品即画品”。朱
戊扬之于中国画， 给人的感受是真率，淳
朴，清雅，有一种深刻的真实感和格外和
谐的画面魅力。

朱戊扬的中国画，无论是工笔还是写
意，大多以田园水稻丰收场景为题材。 我
曾问过他，生活中绘画题材很广泛，为什
么对水稻情有独钟？ 他对我的疑问做了三

点答复：一是他出生于农村，在半饥半饱中长大，吃
饱饭是儿时的梦想； 二是兰花之叶的形态长势与水
稻禾苗很相似， 自古以来， 以兰赋诗作画者数不胜
数， 画稻者却少之又少； 三是当今城市少年远离农

村，只知盘中米，不知农夫之艰辛。 故朱戊扬对水稻
格外热爱， 尤其感恩于以杂交水稻闻名并解决人民
温饱问题的袁隆平院士的科学成果。

得知戊扬倾情于水稻画创作之初衷我很高兴，
对他的中国画创作亦相当关注。 戊扬不时带来一些
近作请教于我，作为老师，主要是传道授业解惑，而
其中最关键的是启智开慧，因人施教，充分发挥其特
长与优势。抑或戊扬在我的讲解中受到了启发，近几
年来，他的一些创作，无论是花鸟画还是山水画，都
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是在物象造型上吸收了
宋画的一些特点，注重物理物态；二是在构图章法和
表现技法上吸收了西方绘画的优长； 三是画面的意

韵得到了很好的升华。
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思考和思想的画家， 通过自

己的不断探索与研究，肯定会有所成效。 这些年来，
朱戊扬在工笔画创作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他的
工笔画《惠风》《当代神农袁隆平》《香域》《牧归》《高
速》《湖南省美术馆建设》 等作品在国家权威性大展
中入展或获奖。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他对中
国画创作的勤奋执着，同时也是由其道德、品格和修
养等因素自然熔铸而成的。

中国画最本质的核心即画品、境界、风格与精神
的凝炼。 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不断领悟
探索，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戊扬的绘画之路定会更
宽更广。 最后我借清代书画评论家戴熙之语勉励戊
扬：“识到者笔辣，学充者气酣，才裕者神耸，三者备
而后画道成”。 （本文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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