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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近日，电影《少年的你》将校园欺
凌话题再度带入公众视野，网民讨论
热度居高不下。《少年的你》中，陈念
在遭受校园欺凌后说出的那句“谁能
帮我”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大家为
校园欺凌感到心碎、难过，发声抵制
校园欺凌，希望重拳治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全
球范围内，有32%的学生近一个月内
曾被学校的同龄人欺凌至少一次。在
中国，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检察
机关共批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案件
3407人，起诉5750人。这些数据还只
是不完全统计，还有不少学生在遭受
校园欺凌后选择沉默。

拳打脚踢、起绰号、嘲笑、排挤……
校园欺凌形式多变。虽然《少年的你》
中的场面有影视作品夸张成分，但现
实中，类似拳打脚踢的身体欺凌并不
少见。 且除身体欺凌外， 起绰号、嘲
笑、辱骂等言语欺凌，排挤、孤立等关
系欺凌也会对学生心理产生较大影
响。“没事找茬”已成校园欺凌的最主
要原因。正如很多观众对电影《少年
的你》中家境优越、成绩优秀的魏莱
为何要去欺凌同学表示不解一样，现
实生活中，7成左右的欺凌者和被欺
凌者都认为校园欺凌更多发生在“没
事找茬”。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校园欺
凌治理增加新难度（数据来源：中国
人民大学统计调查协会和腾讯新闻
《看见校园霸凌： 公众认知调查报
告》）。

不只造成“身体外伤”，校园欺凌
还可能带来“心理内伤”。校园欺凌的
影响， 首先是影响学业和生理健康。
有超过四成的被欺凌者表示会因为
欺凌行为放弃学业。且校园欺凌有时
像一剂慢性毒药，其“毒性”在几个月
甚至几年后才得以发作，使被欺凌者
出现人际关系困难、自卑、抑郁等现
象。但由于这样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

潜伏性，老师、家长甚至被欺凌者本
人，都很难将后果归因于早前受到的
校园欺凌。拿什么保护“少年的你”？
校方要培养同理心，不能“重平息轻
教育”。校方在处理类似事件时，既要
教育和训诫实施欺凌的学生，也要重
视受欺凌学生的心理抚慰与疏导，更
要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导，培养同理
心。比如芬兰通过线上游戏，让学生
分别扮演受害者、 欺凌者以及旁观
者， 让每个学生了解被欺凌的感受，
不再对校园欺凌袖手旁观，更不会没
事就找茬欺负同学。

电影《少年的你》引起的公众关
注，是解决这一社会现象的良机。《少
年的你》 也反映出一个重要命题：倾
听、陪伴、良好表率，家庭教育不能缺
位。校园欺凌的发生与家庭环境密不
可分。作为孩子最重要的导师，家长
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孩子
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家长的倾听、陪
伴和良好表率不仅有利于塑造孩子
健全的人格，更可以及早察觉孩子正
成为欺凌者或者正被欺凌，及时进行
干预。

用法律向校园欺凌“亮剑”，筑牢
校园安全防护网。近年来，从《关于防
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到《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
案》， 再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提出的建立校园欺凌防控制度等举
措，都正让处理校园欺凌案件有法可
依，校园暴力案件有望延续逐年下降
的趋势。健全既有制度规范、加大惩
戒机制震慑力，让孩子们远离欺凌的
困扰，是社会治理触动人心的重要课
题。

电影《少年的你》中有画外音说：
“你往前走，我一定在你身后。”呵护
少年的成长，家长、学校、社会还需加
强协作，坚定地告诉少年们：你们向
前走吧，我们一定在你们身后！

希望每一个“少年的你”都能不
再受到欺凌，勇敢地向阳而生。

木华

11月20日，“小戏骨”又一全新力作《黄飞鸿》将在爱奇
艺视频独家上线。这是小戏骨团队的第15部作品，也是该
团队首次尝试“少儿动作戏”，武打场面精彩火爆，舞狮、武
术等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其中，加上题材的爱国主义及港片
怀旧情怀，令网友们纷纷表示极为期待。

“小戏骨”系列曾创造了全网逾10亿的点击率，在湖南
卫视播出时，稳居同时段排名第一，成为现象级影视内容，
这既是“小孩演大人、小孩演大戏”这一创新剧模式的成
功，也是摄制组坚持全实景拍摄、死扣细节的精品战略的
回报。此次小戏骨《黄飞鸿》从筹拍到制作完成，历经大半
年时间，剧组经历了从严寒到酷暑的季节更替，克服了“天
公不作美”的绵绵阴雨影响，小主演们一招一式、一拳一脚
毫不含糊。 成片获得了广电总局审片小组的一致肯定，评
委们更是用“有看点”“有创新”“不可思议”“眼前一亮”等
评价予以肯定。

采访该剧的总导演李洁， 谈起为什么要选择经典、还
原李连杰版的《黄飞鸿》时，李洁说:“原片是徐克导演武侠
系列的巅峰之作，我们希望用小孩子重拍的方式，让更多
的青少年欣赏并热爱这样一部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同时
黄飞鸿是著名的爱国英雄，他身上的侠义精神、傲然正气、
爱国情怀特别值得当代青少年学习，加上该片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舞狮文化、 武术文化等都有系统的展现，能
让青少年在观影的同时，学习和了解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是小戏骨系列的初心，也是小戏骨一直以来坚持的
精神内核。”李洁导演表示，“小戏骨”内容上坚持“传承和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上“以孩子影响孩子”，不仅
大人喜闻乐见，孩子们更是早早就在心里烙上了中国文化
的印记。

“小戏骨”是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品牌栏目，在全国首创
“小孩演大剧”、“演经典、学经典”的节目模式。所有演员都
是6至12岁的少年儿童。一帮“00后”的娃娃们像模像样地
表演经典影视作品中的经典人物，让人既耳目一新，又忍
俊不禁。现已拍摄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黄婉秋主演的
《刘三姐》、李谷一主演的《补锅》、王玉珍主演的《洪湖赤卫
队》、田华主演的《白毛女》、赵雅芝主演的《白蛇传》、陈晓
旭主演的《红楼梦》、金超群主演的《包青天》、李雪健主演
的《水浒传》等作品。

《水浒传》豆瓣评分8.0。忠义黑三郎宋江、智多星吴
用、黑旋风李逵，娃娃们都演得像模像样。《放开那三国》豆
瓣评分8.0。主要讲述了董卓霸权、王允献貂蝉、曹操献刀、
三英战吕布等戏份，小演员们不仅演技在线，打斗戏也很
是精彩。黄世仁与杨白劳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这帮娃娃
们也把《白毛女》搬上了大荧幕，演得催人泪下，豆瓣评分
8.2。“小戏骨”不仅能演影视剧，花鼓戏《补锅》也唱得，观
众很是认可，豆瓣评分8.3。《包青天之秦香莲与陈世美》又
称《铡美案》，陈世美的无情冷酷、秦香莲的无奈可怜、包拯
的铁面无私，娃娃们拿捏得很是到位，豆瓣评分8.6。《红楼
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人物众多，各不相同，感情细腻，不
好入戏，可是“小戏骨”们却凭借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豆瓣给出高分9.2！

“小戏骨系列”还走出国门，输出中国文化，加强区域
文化交流。《红楼梦》《放开那三国》《水浒传》《包青天》等剧
目今年以来在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的各大电视台播出，引发观众的一致好评。海内外
观众除了对小演员们的演技大加赞赏之外，更青睐剧中所
展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网友们给“小戏骨”最多的一句评价是：演技可以吊打
“流量小鲜肉”。

厉害了我们的娃！

蔡栋

画家石君，近两年致力于尝试融
合创新。观看到他近几年创作的30余
幅作品，为他高兴之余，有些话要说。

作为一个勤奋的工笔重彩花鸟
画家，石君先生已在全国大展中获奖
六次。巨幅画作《满园春色》挂进了中
南海， 专家学者评论文章多之又多。
作为石君的老友，我倒是很喜欢他常
常在自己名字前加的“行者”二字。这
倒似乎值得一说。

“行者”，一是佛教用语，指行脚
乞食修苦行的头佗僧人，出家修行但
未经过剃度的佛教徒，也指所有修行
佛道的人；“行者”还有一意，即出行
的人。窃以为，大道至简，行者石君，
即行走的石君，即追求艺术的“苦行
僧”。行向哪里呢？行向广阔无边的大
自然， 行向风光无限的艺术世界。想
想，光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他就
去了56次； 千年胡杨的故乡新疆沙
雅，他也冒着酷暑去了多次，更不用

说家乡洞庭湖的芦苇荡与安化茶马
古道了。一年到头，他的鞋子总要比
旁人多穿破几双。

除了写生之行万里路，他在创作
之行上也许走得更远更苦。

石君之志大矣。他一直在苦思创
新，想把西方印象派莫奈、塞尚、雷诺
阿的迷人光影与中国画的悠远意境
融合，使自己的画既绚丽多彩又饶有
意境， 这自然是一场更艰难的跋涉。
行者无疆，探讨无垠。石君常常沉醉
于他的画案前，心手相忘，不知东方
之既白。

眼前这30余幅作品，可谓他近年
来尝试融合创新的阶段成品。

《冷月》 构图之奇妙，《萤火虫》
画面之温馨，《锦绣前程》 色彩之细
腻……大开大合，至繁至简，干裂秋
风，润含春雨，尽精微，致广大，一一
展现于他的新作中。

在一切皆注重效率的繁华都市
香港，人们能在他的画作前放慢自己
的匆匆脚步吗？我期待。

《老爹》的深情咏叹
李丽

“我想再牵你的手，青山常在，来世再一起走……”这是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最近推出的一首原创歌曲《老
爹》，以深沉浑厚的演唱风格，诠释了子女对父辈最深切的
怀念与依恋。歌曲《老爹》在新媒体平台播出后，迅速得到了
广泛的情感认同和共鸣， 创作这首歌的是两个湖南怀化
人———词作者谭伟平，曲作家郭巴。

词作者、 怀化学院原党委书记谭伟平教授在谈到歌词
创意时说：“父亲去世后，他一生的足迹，多元而矛盾的形象
都似电影镜头在我脑海里展现， 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怀念。”
初名《父亲的回忆》，后改为《印象父亲》，定稿时取名《老
爹》。一次次的修改，一遍遍的打磨，不仅是对艺术精益求精
的追求，更是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对亲情依依不舍的回味，
对父爱渐彻渐透的领悟。“我的父亲”“我的老爹”，这再无回
应的声声呼唤，蘸满人世间最诚挚浓烈的至爱深情。

歌词截取父子情缘中的一个个人生片段， 一幅幅生活
画面，点点滴滴的感动，成为永永远远的挂念。父亲是那个
把我高高抛接托举起的强有力的臂膀， 是那个不经意间猛
然发现的弯腰驼背的身影， 是潜移默化与人为善的言传身
教，是以身作则以苦为乐的隐忍担当。慈祥的老爹，勤劳的
老爹，我深爱的老爹，深爱我的老爹，喊一声老爹，无限眷
念，喊一声老爹，无限依恋，喊一声老爹，望青山常在，喊一
声老爹，盼来世再见。

《老爹》是天下父亲的写照。词作者追忆搜索“记住的和
淡忘的”父亲形象，“父亲”这个词从此只能镌刻在心底，“父
亲”的含义更加虔诚、坚实、深沉。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
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这人
生是父亲的人生，是子女的人生，是父子共度的人生，是一
代一辈绵延不绝的人生。 个人的悲欢离合升华成普遍的情
感认同，歌曲就具备了获得共鸣、广泛流传的情感基础。

歌曲曲调沉稳、深情。起伏的旋律诉说着岁月沧桑，抑
扬的节奏表现出情感跌宕，大交响乐的伴奏，将深沉、宽广
的父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歌唱家杨洪基以其深沉浑厚的演
唱风格，字字铿锵，声声情重，将深沉含蓄的父爱完美地诠
释。歌短情长，亲缘莫负，情长路短，行且珍惜，词作、曲作和
演唱者共同演绎了一曲亲缘依恋、挚爱深沉的父亲赞歌。

“吹”出来的艺术人生
吴兆娥

“苗妹儿，到哪克？”虹桥上，人来人往。一个非常耳熟的
声音从后面传来，回头一看田老就站在我身后的两三步远。
田老还是老样子，黑色上衣，黑色小鸭舌帽。白色的小山羊
胡，乐呵呵的一脸祥和。

田老大名田儒龙，凤凰县人。1995年9月被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
称号。他画画不用纸，而是用口在玻璃上吹墨成画，是著名
的玻璃吹画大师。

田老年逾八十，矮小的个子，常穿一身宽大的青布衣，
一顶鸭舌小黑帽高高耸在满面红光的额头上， 不知是帽子
有点小，还是喜欢这样个性的装饰，帽子遮盖不住耳朵后面
的银发，浓黑的眉毛下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神，细细密密
的连腮胡子一直延伸到尖尖的下巴， 最有特色的就是那长
长的白色小山羊胡了，他喜欢边走边洋洋自得捋捋胡子，鹤
须童颜，有点仙风道骨的模样。

我提出想去田老的工作室看看，田老爽快地答应了。路
上，我要搀扶田老，田老笑呵呵地说：“冒要扶我，让人看到
了，还以为我病了。”我被他风趣幽默的语言逗乐了。随着田
老一直往虹桥方向走，快到虹桥时，田老指着右手边一个很
陈旧的卖冷饮的卷闸门店面说，“从这里进去就是我的工作
室了”。

田老很麻利地拿出钥匙开卷闸门的小门， 一股淡淡的
墨香扑鼻而来。进去一看，我惊呆了，30来平方米的房子，
两张大长方形书桌，中间一张，靠墙一张，面对面摆放，桌子
上就是文房四宝，狼毫笔高高低低挂了很多，房子靠窗一面
放有一个旧煤炉，上面的烧水壶正冒着热气，摆设简单得不
能再简单。而墙上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却很吸引眼球。

田儒龙1938年生于凤凰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远近
闻名的木匠，做家具时要雕些花鸟虫鱼做点缀，田老在父亲
影响下十一二岁开始学画，买不起纸笔，常用树枝蘸水或稀
泥在干净平滑的石板上练习绘画，他也跟随父亲学木匠。有
一次，他在乡下做木工时，发现那家人的柜子中间有一面玻
璃，玻璃下有一幅山水画，把那个木柜子衬托得更美了，突
然引起他思维的跳动，想如果能在玻璃上泼墨直接吹画，不
仅不要纸笔，还能节约材料，多好啊。于是他就苦苦练习，失
败了一次又一次，但始终没放弃过。19岁时他被县阳戏剧团
看上，聘为美工设计员。他潜心钻研，勤奋学习，敢于创新，
终于掌握了口吹玻璃画的特技。

田儒龙的玻璃吹画以山水画见长，既自由、随意、潇洒，
又有国画的凝重。他先后创作了《百蝶图》《山伯访友》《古城
雪霁图》等一批玻璃画作品，他“吹”出的山水气势磅礴，自
然景观栩栩如生，既有透视效果，又有实感直观，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虚实兼容。

画室墙上， 挂着田老和很多名人的合影。 田老到过北
京、上海和长沙，也到香港、台湾做过个人艺术展览。好多作
品收入了《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
人录》等，后来年纪大了中气不足，放弃了玻璃吹画，开始拿
起笔作画。

有一次，田老说要回乡下作画，邀请我们几个朋友一起
去他的家乡，我们欣然同往。在乡下的小院子里，田老叫老
家的人摆一张大桌子，铺上宣纸，磨好墨就在院子里露天作
画，引来好多乡亲旁观。他们说：“这个老头子一画画就不要
命了，一动笔就是半天不吃也不喝，不让人省心。”那天也是
如此，77岁的田老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画了4个多小时。

如今田老的耳朵有点背，每次我和他聊天都要把嗓门提
得很高，他看着我，喜欢说一句，“唉，老了冒中用，年轻人和我
说话嗓子扯破了，我还是冒听到。”他喜欢和我聊天。每每回
忆他的童年时，都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聊儿时的玩伴，聊他
当地主的爷爷，聊他年轻时的老师，常常激动得泪光闪闪。他
说他喜欢画荷花和虾，说总是觉得好多东西没画完，好多事
情没做完。他的神情有点落寞，好像亏欠别人什么。

田老依然保持着一个湘西民间艺人的姿态， 怡然自得
地活着，永不疲倦地画着，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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