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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信

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
了羽毛制作的工艺画。据考，
湖南邵阳羽毛画起源于明代
永乐年间。用飞鸟禽类的羽毛
为主要材料，进行手工制作的
工艺美术作品，即羽毛画。
2008 年，邵阳市羽毛画被湖
南省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产品。

何芃的父亲何斌阳，为
邵阳羽毛画第二代非物质文
化传承人。他曾在山区生活了
一段较长的时间，这让他能亲
近大自然，常与山林相晤。于
是，他的审美情趣远离甜媚，
崇尚真诚大气与刚健。2012
年，父亲带着何芃和弟弟何迁
创作了羽毛画《家园》，获“全
国农业休闲创意展”中南赛区

金奖。在父亲的指导下，何芃和弟弟创作了
大型羽毛画6幅，小型画10幅，多幅作品参
展并获奖。

2018 年何斌阳先生病逝。何芃工作在
父亲曾经忙碌过的制作室里，这里每一件
东西似乎都存留着父亲的手温，这让她常
常感到肩上那种沉甸甸的责任：要继承羽
毛画传统，把父亲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何
芃与弟弟创办了邵阳羽毛画研究所。

何芃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要专门从
事羽毛画创作还是需要“补课”。她制作羽
毛画越深入，越理解到羽毛画与国画、油画
甚至雕塑、剪纸等艺术有很紧密的关系。要
设计好一幅羽毛画，必须具有较好的美术
基础与绘画能力。于是，她到了北京，在邵
阳籍著名画家、艺术理论家刘人岛先生门
下，老老实实地接受美术知识和绘画能力
的学习培训。她沉下心来熟悉各种羽毛丰
富多彩的特质，设计、制模、灌胶定型……
这些工序需要有一定艺术功底及制作功
力。至于加工染色羽毛，在设计稿的基础，
对各色羽毛进行选择剪贴，这对制作者更
有着较高的艺术和审美要求。何芃还向邵
阳老一辈羽毛画师及邵阳学院艺术设计专
家请教。她日复一日心无旁骛地学习研究
着她的羽毛画，创作的羽毛画《四时芬芳》

《平沙飞雁》有明显的国画韵味，还兼有民
间美术的装饰性。她的理想就是创作出更
多有较高艺术品位的作品，让羽毛画事业
在自己和弟弟手里上一个新的台阶

何芃发现，许多家庭的几桌上都爱放
置相框作摆设。她就思谋着制作出一批小
型相框式羽毛画：羽毛做的几支红梅、几支
翠竹、几朵红艳艳的山茶花……出现在小
型的画框中，有国画的写意，又有油画的绚
烂。这种新产品市场效应不错。何芃又开辟
电商业务，网上介绍、出售羽毛画，拓展出
一片有潜力的市场。

为了羽毛画工艺后继有人代代传承，
她还在几个学校和少年宫兴趣班担任美术
手工老师，教小学生制作简单的羽毛画。望
着孩子们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看着一双双
小手在片片羽毛上涂色，何芃心中有一种
难得的成就感。

羽毛很轻，责任很重。羽毛很美，何芃
的理想像羽毛一样绚丽。

王彦

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
剧《庆余年》一上线就露出爆
款品相。更新至今19集，该剧
在评分网站拿到了8.0分的
不错成绩，与之相关的剧情、
演员等话题亦轮番登上过热
搜榜单。网络短评里，“全员
演技派”“原著精彩”“改编一
流”等都获得了数量众多的
点赞，足见人气。种种迹象似
在证明，这是一部“准佳作”。

该剧由陈道明挑大梁，
在剧中饰演庆帝。近年来“自
带流量”的实力派吴刚、中生
代花旦李小冉坐镇；张若昀、
李沁、辛芷蕾、宋轶等都是勤
勉的青年演员；就连只出现
一集的小演员韩昊霖也因在

《我和我的祖国》里出彩的表
现被观众记住。单从选角来
看，剧组有着打造品质剧的
决心。已播部分，这些演员基
本扛住了检验。

不过，细看《庆余年》的
剧情，颇有可商榷之处。故事
采用“剧中剧”的双层架构。
外层是都市的，内层是古装
的，古今映照中，剧中人带着
现代思维闯古代，“人人平
等”“法治”等观念确实博得
观众认可，但时不时冒出的
当代用语、喜剧风格，令该剧
隐隐透着戏谑、穿越的意味。

该剧的外层架构以文学
史专业生张庆的视角展开。
他用现代观念剖析古代文学
的论文被教授驳回，不甘心
之余他干脆写起小说，借笔下人阐释观点。
于是，范闲诞生了，他是内层架构的主人公，
一个被张庆赋予现代意识的古代人，真正的
故事就以他实现抱负的过程来透析一个布
满人性荆棘、追求清明理想的朝堂。

古装与都市互为表里，所以故事中人毫
无古代的落后观念。譬如范闲，他从出生起，
就凭着与当代青年合拍的价值观，获取了观
众的同情心。他信奉人人平等，所以看不惯
嚣张的管家；他反对盲从的父尊子卑式家庭
教育，故而会要求冤枉了弟弟的父亲道歉；
他深信公理正义，于是要拉绝境中的滕梓荆
一把。又譬如叶轻眉，同样是带着现代灵魂
的古代人，她会说出被当代青年直呼“热血”
的台词，“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守护
生命，追求光明，虽万千曲折，不畏前行”。如
果说范闲体现了改变生活的勇气，那么叶轻
眉便抒发了“开化民智”的壮志。因与当代合
拍的价值观念，剧集赢下了不少好评。

与此同时，今天青年人推崇的“反差萌”
也是该剧圈粉的一大利器。无论是人小鬼大
的童年范闲，还是拥有古代灵魂却因为受范
闲影响而出口“浪漫”“更新”等当代词的范
若若，都能屡屡引发笑点。编剧王倦认为，与
观众共情、让观众喜欢，是做剧集的关键，

“一旦人物被观众喜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即使人物没有剧情发展，他们在说
闲话，观众也愿意看”。与《大宋少年志》里精
通各种江湖把戏但深明大义的元仲辛、不学
无术但重情重义的韦衙内为观众喜爱类似，
这些在原著基础上用反差萌来改编的人物
形象，都让《庆余年》有了一定的观众缘。

由于拥有现代人而且是文史专业生的
知识储备，范闲能将辛弃疾、杜甫、李白的名
句信手拈来，还能背诵《红楼梦》，更抛出“非
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惊人之语。在
剧中“真古人”的眼里，如此出口成章的范闲
的确担得起“诗文冠绝京都”的美名。更不消
说，这位“古人”还会造香皂、烧玻璃，足以赢
得一众美人芳心。

事实上，如此设置，似曾相识。在早年的
穿越剧里，观众没少见识不论朝代的“古诗
文乱炖”，也看过许多角色无需努力就拥有

“天赋异禀”。而在近年的一些古装“大女主
剧”里，一路无阻碍“打怪升级”“人见人爱”
的戏码也已泛滥荧屏。从《步步惊心》到《延
禧攻略》再到《庆余年》，这类作品有着相似
路线，都是用相似的理念和打败敌人的爽感
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由此为故事里的人物突
出重围欢呼叫好。

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穿古装的都市剧”
越来越多，历史正剧的面目将日趋模糊。“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若受众甚广的剧集都以价值虚弱的“穿越”
套路讨好观众，那么蕴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思想价值，终究会被这些戏谑的“四不像”
消解。

吴兆娥

初识林寒，是 3 年前的一个下午，
朋友相邀去林寒画室，欣然同往。

林寒的画室在离凤凰古城30几里
路的吉信镇。从小城出发，半个小时不
到，我们来到了吉信镇老街，沿着一条
石板小巷走进了林寒的画室。林寒的画
室其实也是林寒的家，一栋两层小楼，
门前院子不大，有一水池，里面几只红
尾鱼游来游去，还有些花花草草、小假
山及形状怪异的石头点缀，池子不大却
充满生机。画室在二楼，一股墨香扑鼻
而来，一张4米左右的木板桌横跨画室
中间，上面大小画笔高高低低挂满一

头，右墙挂满了新作，有的墨迹未干。林
寒招呼我们喝茶，这时我才认真打量这
位藏在民间的画家：中年，个儿不很高，
清瘦，乌发有点自然卷，脸黝黑，棱角分
明。他不多说话，总是微微浅笑，给人一
种安静、稳重的感觉。

林寒是凤凰县木江坪人，从小生活
在一个闭塞贫困的家庭里，父母目不识
丁，兄弟姐妹多。林寒天生喜欢画画，可
是家里穷，上学都成问题，想要像现在
的孩子一样有机会学画是不可能的。父
母靠卖柴火和木炭为生，要步行挑到几
十里外的县城来卖，收入微薄。林寒从
小吃苦，但对自己的爱好从没放弃过，
常用黑炭和石子在大石板上自由画，身
边的小树小花、飞禽走兽都是林寒画笔
下的活素材。长大后，林寒因贫辍学出
去打工，学了一门装修手艺。他走南闯
北，白天给人家装修房子，晚上用速写
本练画，在生活的颠簸中一直不放弃自
己的爱好。后来结婚了，本想安心画画，
可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他，爱人也常唠
叨他不务正业，他自己也意识到如果天
天画画连西北风都喝不着，面对生活的
柴米油盐，林寒只有重操旧业，白天继
续做装修工，晚上熬夜画画。不管什么
时候、什么条件，他从来没有放下画笔，
放下自己心中的梦想。用林寒的话来
讲，一个人可以清贫、困顿、中落，但一

定要有梦想，只有存在梦想，就有改变
生活的一天。

后来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林寒一边
专心创作，一边学习古典文学知识。常
有人登门求画，或多或少能换钱了。林
寒在自己创作的同时也吸取名家的精
华，先后受益于田云鸿、刘鸿洲、田大
年、张平惠等，并入湖南省美协高研班
学习，得孙克、王金石等画家教授指导，
作品《家壑清韵》获“全国书画、篆刻、摄
影艺术展”中国画金奖，《武陵千寻》也
获中国画金奖。

这两年，和林寒交往多了，偶尔大
家会一起乡野采风，一起喝茶聊天。林
寒总是一副温文尔雅、谦虚谨慎的样
子，很少言语。不过，一旦他与同行人聊
起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便双眸发亮，滔
滔不绝，时常妙语连珠。林寒自谦“三尺
素纸皆寂寞，一管残笔弄风流”，他热爱
画画几至痴迷，常常废寝忘食。他对画
要求严谨，他画花鸟、山水，有水墨也有
工笔，总是信手拈来，落墨豪放，线条灵
动。自然的豢养，成就了他不拘一格、潇
洒恣意的独特画风。

林寒是一个不喜欢推销自己的人。
尽管身为湖南省美协会员，作品多次参
展获奖并被组委会收藏，得到许多大家
的肯定和赞许，但他一直默默地在三尺
素纸上坚守，寂寞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方芳

贺岁档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背后
有真实新闻事件：一个小偷在逃捕途中，
绝望地寻求救赎的经历。影片以该新闻事
件为蓝本，虚构了盗窃团伙头目周泽农

（胡歌饰）意外枪杀警察，而后被警方悬赏
30万元缉拿的故事。周泽农明知自己来日
无多，本想将巨额悬赏金留给5年未见的
妻儿，但在逃亡过程中，这一大摞活的奔
跑着的悬赏金被各路人等垂涎：妓女（桂
纶镁饰），犯罪成性的黑恶势力，甚至兄
弟、信任多年的朋友，等等。影片最后，以
周泽农被乱枪击杀，妓女领到悬赏金交给
他的妻儿收尾。

电影的摄制有赖于编剧、导演刁亦男
长达两年的编剧经过，以及为表现复杂盛
大的人性“聚会”，胡歌和廖凡等众多演员
蜗居武汉苦练人设的不易。影片本身最值
得圈点的地方，就是全体演职人员的敬业

精神。其次，力图通过社会的复杂来清晰
表现亲情与人性中的美好。由此在细节处
理上颇为苛刻：桂纶镁出场时以伞遮脸增
加神秘感，刘队（廖凡饰）在周泽农家中轻
声让罪犯的儿子外出，避免目睹搜查过程
的人性化办案……

遗憾的是，尽管如此，电影依然因为
定位迷离、叙事线索虽然庞大但过于芜杂
轻飘、价值涉嫌扭曲混乱、细节过剩等，极
大地弱化了观感，影响了观众对情节和人
物的深入共鸣。

从影片定位来看，片名和“犯罪”没有
任何关联。但作为一部讲述被警方悬赏30
万元逃犯最后以死归案的电影，处处是警
察和小偷的较量、小偷和小偷的较量、白
道和黑道的对决、情义和不义的取舍。它
的实质，就是一部货真价实的警匪片。胡
歌当下偏文艺的风格化，未能在气场上盖
过廖凡。廖凡往那儿一站，胡歌就已经成
为了陪衬——假如廖凡与胡歌换个角色，

势必有助于影片定位，带给观众不一样的
观影享受。再者，影片想表现的核心，大约
是着眼于从社会底层混乱失序的生活之
中发掘和肯定人性中的美好。由此说来，
影片大约又是一部伦理片。一句话，这是
一部想要歌颂底层人物伦理亲情、但又涉
嫌以文艺风进行警匪故事严肃表演的动
作片。

影片叙事信息量大，快慢详略轻重处
理有诸多欠妥。一是节奏快慢处理有欠妥
之处，如胡歌在桥下向桂纶镁回忆才发生
的过往，镜头用得太多。二是画面常见血
腥，但叙事条理性不够清晰。三是刻意美
化底层人物，为了美好而美好：桂纶镁将
领到手的巨额赏金交给周泽农的妻儿，动
机是什么？难道是因为逃亡途中在湖面上
共度良夜？居无定所、缺金短银的桂纶镁
在毫无交代的情况下，将自己担惊受怕饱
受精神折磨换来的钱统统交给罪犯的妻
儿，多少显得不真实。四是30万赏金到手

显得太过于轻松。警察办案依据和钱物的
一进一出，都有极其严谨的程序，一旦出
现事实衔接对不上号，根本不会如此随
意，赏金的易得，简直无异给警察办案扣
上了一顶“随意”的帽子。

桂纶镁将 30 万赏金拿到手之后，刘
队开车护送她去银行存钱。刘队在车上还
交代，出于官方宣传需要，所以才给现金
而非转账。影片最后还交代，桂纶镁重回
警局接受调查。这就真的不好理解了。假
如警察都是这样断案奖惩，其严肃性到底
在哪儿？

影片中的主角、盗窃头目为了补偿妻
儿，甘愿拿自己换取赏金。这种救赎行为，
本身值得肯定。但生活中，每个人背后都
有各种不易，如果为了解决这些不易便试
图说服观众，忽略更大范围的受害者去同
情某一个罪犯，这在道义上站不住脚，更
存在价值取向上的混乱扭曲。影片或多或
少地存在这样的误导。

艺艺林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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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车站的聚会》：让人难以共鸣的“聚会”

任波

初冬暖阳下，长沙博物馆副馆长李历松
站在博物馆入口处，等待长沙博物馆自新河
三角洲新馆开放4年以来的第500万名观
众。上午10时30分，李历松迎来了来自浏阳
市沙市镇莲塘村新屋组的一大家子陈氏家
人。众人推举这一大家子中74岁的老人陈
希柏为第500万名幸运观众。陈希柏不是别
人，正是国宝级文物商代兽面纹提梁卣的上
交者。

长沙博物馆馆藏的商代兽面纹提梁卣
是国家一级文物。此前，已故美国哈佛大学
人类学者张光直教授在《中国青铜时代》一
书中评价中国青铜器的“狞厉之美”时，就认
为长沙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商代兽面纹提梁
卣极具典型性。有文物爱好者曾经评价：“来
长沙博物馆参观，没有看宁乡黄材出土的商
代象纹大铜铙和浏阳秀山出土的商代兽面
纹提梁卣，就等于没有来长沙。”由此可见商
代兽面纹提梁卣这件青铜器的珍贵。

盛过3500多年前美酒的商代兽面纹提
梁卣是如何在浏阳发现的，又是如何来到长
沙的？

陈希柏老人说，他20多岁时，在一个当
时叫做浏阳县秀山乡堡塘村新屋组的塘里
进行水利建设,，负责挖塘坎泥土，当黄土挖
到2米深时，他一锄头挖下去，旁边一大块黄
土忽然倒下来，一个长满铜锈的罐子出现
了，这个立在黄泥巴中间的青铜罐子上面是
沉积的沙土，下面是锯木土。陈希柏说，他无
意中挖出的这个青铜罐子随即被生产队收
走，放在养猪场楼上。几年后，农村实行包产
到户，青铜罐子是陈希柏挖出来的，所以罐
子又分到了他的手上。

1982年，有个亲戚告诉陈希柏，长沙文
物工作队正在进行文物大征集。当时陈希柏
没进过长沙城，他问清楚长沙的去法后，就
用一个蛇皮袋子装上青铜罐子，搭车从浏阳
来到了长沙城。在长沙陈希柏住了两晚，搭
公交车去交文物，却搭错了车，经过一番周
折，最后他找到了中山路上的湖南自修大学

（即船山学社）内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设
立的文物征集办。当时是一男一女两位同志
接待的陈希柏，他们仔细看过陈希柏交的青
铜罐子后，认真翻阅了文物图册，并对这件
文物进行了称重、量高等测量，当即就付给
陈希柏70元钱，表示收购了陈希柏上交的
这件文物。陈希柏将青铜器捐到长沙的事

迹，自此在当地流传。
2018年，老家在浏阳秀山莲塘村新屋

组的陈全带儿子来长沙博物馆参观，看到兽
面纹提梁卣标注为浏阳秀山出土，马上意识
到这就是他从小听说过的家中伯伯上交的
文物，陈全用手机将这件文物拍下，并告诉
了陈希柏老人，证实确实是老人当年挖出来
并上交的文物。与此同时，浏阳市文物局也
在陈希柏挖出商代青铜器的土地塘边立了
一块木制标识牌。陈全于是决定开车带着伯
伯陈希柏及全家人到长沙来看看老人挖出
的这件文物，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这一
幕，陈希柏也成了长沙博物馆新馆开放4年
来的第500万名幸运观众。

陈希柏老人说，这次走进长沙博物馆，
能成为长博的第500万名幸运观众，冥冥之
中似乎有着定数。长沙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
陈希柏，当年收购他上交文物的黄纲正等两
位博物馆工作人员已经去世，但他上交的文
物依然保存完好。

李历松带着陈希柏往一楼的基本陈列
展示厅走去，进入展厅，在入口处的墙壁花
纹上，陈希柏发现这里印着的珍贵馆藏器物
就有他当年挖出的那个商代“罐子”，在即将
进入商周展厅内时，从未来过长沙博物馆参
观的陈希柏老人忽然甩开众人，径自朝展厅
中间一个展柜快步走去。他说，这就是他当
年挖出来的“青铜罐子”，这个青铜器和他分
隔了37年，再次见到，仍感觉是亲人一样。

陈希柏戴上老花镜，隔着展柜，仔细端
详他的“亲人”，他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看，
又绕到展柜的另一面反复端详。陪同前来的
陈氏家人都被他认真的神态感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