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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坚

说起母亲，在我们小县城里也是家
喻户晓了。她是涟源湘剧团有名的青衣
演员，能够听她唱戏，一睹她的风采，曾
经是一个时代许多人的梦想。

打小我就跟随母亲四处演岀。记得
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原本宁静的洪源
机械厂突然热闹起来，人们欢呼雀跃，奔
走相告：今晚，县剧团要来演出了，上演
由名角梁永莲主演的湘剧大戏《李三
娘》。

刚近黄昏，暑气还未消退，大家潮水
般地涌向礼堂，从前面一排向后面一
望，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锣鼓铿锵，乐
声四起，一声如莺如燕如黄鹂的清音

“来……了”，那高亢嘹亮的声音拖得悠
长悠长，余音袅袅。人未出场先闻声，那
声音攒足了台下的人气，烘托了舞台上
的气场。母亲一袭飘逸的青衫长裙，款
款从幕布后走出来，她眼波流转，一抬藏
在长长水袖里的手，欲言又止。一跷兰
花指，抖、掷、抛、荡、叠，行云流水。年幼
的我，尚看不懂剧情，也听不懂戏文，可
母亲仿佛带着一股魔力，深深吸引着我
的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移走。“一悲一喜一
抖袖，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
眸，一生一世一瞬休”，舞台上的青衣是
那般惊艳，也那般让人心疼。她哭，我跟
着大哭；她笑，我也跟着傻笑。

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趴在乐池边
的小姑娘慢慢长大了，渐渐也能看出戏
里的眉目和剧情，深深地迷上了母亲扮
演的青衣，喜欢上了青衣那种深入骨髓

的大美，那是一种历经岁月尘香幽深的
静美。

生活中的母亲俨然如“青衣”：她高
贵娴静，苏世独立；既不低眉于权贵，也
不苟且于世俗；她命运多舛，却依然柔韧
坚毅。在那特殊年代中她沉寂了很多
年，在远离舞台的蓝田中学教书育人，为
湘剧的传承和发扬默默地做着贡献，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后来重新
回到剧团，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高强度的工作吞蚀着母亲的身体，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她日渐消瘦，身体虚弱，
患上了难以根治的肺结核病。为了不影
响剧团的正常演出，更为了挚爱她的戏
迷观众，母亲在治疗期间，不顾家人的百
般劝阻，坚持一场不落地上台演出，父亲
伤心无奈地对我说，你母亲这是要把命
都交给舞台了。

那年湘剧团上演传统剧目《哑女告
状》，母亲扮演的哑女掌上珠让她尝尽艰
辛。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小姐掌上珠
被继母与妹妹赛珠陷害，其兄呆哥人丑心
善，亲自背妹赴京告状。为了表现兄妹俩
赴京路上的艰辛，导演设计了跋山涉水、
过独木桥等情节，需要大量的串翻、跳
跃、下蹲等高难动作来体现，这对一个身
患重症的病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有一
回，我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演出，一幕令
人心碎的场景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舞
台中央，弱不胜衣的母亲口吐鲜血，仿佛
被风席卷般地轻飘飘地猝然倒了下去。
旋即，两幅绛红色的幕布迅速向台中央
聚拢，偌大的剧场顿时寂静无声，呆怔片
刻后，我嚎啕大哭着冲到台上，有人紧紧
抱住伤心欲绝的我，死活不让我靠近母
亲。不一会，蓝田医院的医生迅速赶了
过来，注射强心针后，母亲悠悠地醒了。
她坚持要演完这场戏，在幕布重启的那
一刻，母亲顿时鲜活起来，站在舞台中央
长袖善舞的她依然是那个命运多舛、惹人
怜爱的掌上珠。演出结束后，观众们不约
而同地从座位上立了起来，纷纷涌向台
前，久久不肯离去，整个剧场萦绕着经久

不息的掌声……
由于身体的原因，母亲提前退休

了，放弃了一生挚爱的事业。 退休
后的母亲鲜少出门，画画，绣花，带外
孙，日子过得清闲惬意。偶有剧团的
青年演员上门请教，她都会倾其所学
悉心辅导。前些年，涟源电视台想为
母亲做一个专辑，母亲拒绝了，她说，
我只是一名演员，演员的美好应该只
留在舞台上，让观众记住我扮演的角
色，忘掉我这个人吧。

母亲，她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
大青衣。光阴荏苒，未曾改变。

欧阳金雨

看近期娱乐版块新闻，几乎被
《乘风破浪的姐姐》占据了大半。
这档节目在无官宣、无定档的情形
下突然开播，截至目前，点击量已
超过4.3亿次，5.4万网友涌入豆瓣
评分，开局分数高达8.4分。30位

“30+”的女人，在本是年轻人主场
的唱跳综艺舞台上争奇斗艳，好不
热闹。这些姐姐们有的依然单身
等待真爱，有的离异后独自美丽，
有的曾隐于家庭相夫教子，有的深
耕事业笑看风云……

谁规定“30+”的女人一定是
面 容 蜡 黄 、身 型 垮 塌 ？ 谁 规 定

“30+”的女人一定要整天围着厨
房、老公、孩子“三转”？在这30位
女人的身上，既生长着阅过世事的
阔达与从容，又不曾褪去少女的纯
真与美好。《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
舞台，更是见证着她们化年龄劣势
为竞争优势的生动过程。不过，没
有人的魅力是漫不经心、唾手可得
的。

“30+”女人的事业，得来殊为
不易。节目成团经理人杜华，当妈
妈前是个工作狂。临产时，她对上
司说：“先给我几个小时把孩子生
完。”从28 岁创业到如今38 岁，整
整 10 年间，杜华把自己除睡眠外
70% ——80% 的 时 间 全 给 了 工
作。她一手打造的乐华娱乐如今
已成为国内造星工厂，但她的孩子
也因为少有时间管教，不得不通过
参加《变形计》来磨砺性格。活跃

在职场上的“30+”女人，最经常遇
到的难题就是“家庭和事业如何平
衡”。财务相对自由的明星企业家
尚且答不好这一题，平凡生活中

“30+”女人的事业发展更难免困
难重重。

“30+”女人的爱情，同样写满
了苦涩。3年没有谈恋爱的金莎，
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被父母轰
炸式催婚，“累觉不爱”。娱乐圈的
爱情或许不具有代表性，但社会对

“30+”女人爱情方面的普遍性标
签却着实很伤人。“30岁未嫁丢人”

“30+女人贬值”“‘30+’还期待爱
情很傻很天真”……这类对女性的
歧视性话语屡见不鲜。事实上，

“30+”女人结婚生育与否，是她们
自己的选择，她们非但不是“剩
女”，反而正当“盛放”，人生的多样
性仍在徐徐展开。

“30+”女人的家庭，同样一刻

都离不开细心经营。也许你会羡
慕52岁的伊能静嫁给了小10岁的
实力派演员秦昊。但她幸福的背
后，是挑战生育极限的冒险，是内
地台湾两边跑的艰辛，是坚持健身
的汗水挥洒，是暂停事业为家人洗
手作羹汤的妥协。伊能静在众人
面前铺展开其家庭的绚烂，但背后
每一样都离不开她的精心养护和
筹谋。平凡生活中“30+”的女人
经营家庭也是一样，既要顾及公婆
的情绪，又要照顾老公的脸面，还
要张罗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须
臾少不了智慧作根基。

但节目毕竟是节目。在《乘风
破 浪 的 姐 姐》舞 台 上 ，无 论 是

“30+”“40+”还是“50+”的姐姐，
都是那么光鲜靓丽，仪态万方。这
档节目或许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
反差，来激起“30+”女人们内心深
处的斗志。这一正能量，在近日来

的微博热搜及微信朋友圈里已多
有体现。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认
为，不应对姐姐们的亮眼、自信过
于赞美，就像当社会越赞美“30+”
女人的精致成功，对失败的容忍和
自我接纳就会变得越艰难一样。
现代社会，女性面对的压力已经够
大了，未来她们不应再过多承受舆
论带来的高规格、高标准束缚。

既 然 认 识 到 了 这 一 点 ，那
“30+”女人们就活得豁达乐观些
吧。不必抱怨，也不必羡慕。看过

《乘风破浪的姐姐》后，能力所及地
多做些保养、锻炼，日常生活中适
宜地装扮自己，工作之余多多看书
沉淀思考，长此以往也不失为“乘
风破浪”的良好方式。

现实生活中的“姐姐们”，又有谁
的生活不是且精彩着，且辛劳着，有
些时候甚至是且狼狈着。我们的人
生，本来就是乘风破浪。不然呢？

小城里的大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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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

因为心中有梦，所以奋勇向
前。向上的青春是人生最美的姿
态。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蜗牛与黄鹂鸟》，具有独特艺术特
征与主题内涵，以音乐说青春，以
奋斗话成长，以梦想关照现实，奏
响了一曲朝气蓬勃、正能量满满的
青春交响乐。

犹如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
一步地往上爬。蜗牛朝着目标，坚
持不懈地进取，隐喻着人们不畏艰
难、对奋斗目标执著追求的顽强精
神，正如剧名《蜗牛与黄鹂鸟》。这
部剧打破了一般青春剧的叙事窠
臼，以蜗牛与黄鹂鸟的艺术意象，
生动展现年轻人的迷茫与成长，具
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无论是脱线迷
糊的“钢琴怪才”方小莴，还是严
肃高冷的“钢琴王子”李臻言，都
性格鲜明，起点不同，不乏性格缺
陷和各种问题。但他们都有自己的
梦想，纵使实现目标梦想的路途充
满坎坷与不确定性，但只要朝着目
标，不断提升自己，一直向前、向
上，终能站上枝头，品尝到梦想的
果实。可以说，这部剧通过塑造方
小莴、李臻言为代表的青年音乐
家，小切口大现象地展现了年青一
代的个性与共性，传递了“拼搏进
取，永不放弃”“向上的青春是人生
最好榜样”的主流价值观。

最好的梦想一起实现，最好的
爱情是一起成长。剧中，不按常理
出牌的天才少女方小莴最大的缺点
是不能看谱，其天马行空的弹奏方
式无法与乐团合奏。随着李臻言的
成长蜕变，方小莴也在改变。为跟
随李臻言的脚步，不被落下，方小
莴经过魔鬼训练，参加比赛，克服
重重困难，拿到奖学金与爱人留学
巴黎，后又经历种种酸楚，冲破演
奏壁垒，成为了一名青年钢
琴家，在古堡完成了个人独
奏。应该说，李臻言与方小
莴在四手联弹中找到了他们
忠于内心的畅快表达，更找
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道
路。忠于梦想、突破自我的
李 臻 言 走 上 了 世 界 音 乐 舞
台，永远跟在李臻言后面跑
的方小莴，成了一个能够独
自站在舞台上的发光者。因
为梦想，因为奋斗，《蜗牛与
黄鹂鸟》 在交响乐故事中成

就了最好的彼此，最美的青春。
梦想需要奋斗来实现，再短的

路不迈开腿，也无法达到目标。《蜗
牛与黄鹂鸟》 正视人性与矛盾，通
过主人公各自的不足与历练来完成
年轻人的成长蜕变。对于李臻言而
言，这种磨练是克服心魔，是个性
与梦想的磨合，让才华与现实和
解。起点再高的“黄鹂鸟”也有成
长的烦恼。剧中的“钢琴王子”李
臻言，梦想却是成为指挥家。这种
戏剧化的理想冲突夹杂着父亲严苛
教育带来的心理阴影，使得李臻言
纠结在矛盾对抗中，以高冷姿态逃
避现实，甚至用恐飞和幽闭恐惧症
逃避去欧洲求学。但随着方小莴的
爱情激励，队友的支持和乐团的多
重历练，他最终克服了心理障碍。
李臻言从一个高冷严肃的钢琴王子
变成坚持音乐梦想、燃烧热血的青
年指挥家。回国后的李臻言带领乐
团继续奋斗，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奏
响了中国交响乐。

钢 琴 是 什 么 ？ 音 乐 是 什 么 ？
《蜗牛与黄鹂鸟》 中的李臻言和方
小莴都找到了答案。他们在合奏中
体会的快乐与默契；落后生与优等
生的交响乐团比拼；团结一心，精
彩 的 告 别 演 出 ……《蜗牛与黄鹂
鸟》 聚焦音乐青春，呈现了年青一
代追逐梦想的幸福感与奋斗感。与
其说这是一部以音乐之名、以梦想
为内核的青春偶像剧，不如说它是
打破古典乐严肃高冷的刻板印象，
弘扬中国优秀音乐文化的创新之
作，一部长江后浪推前浪，展示中
国式活力青春，以梦想共振年青一
代的青春宣言。在追梦中实现理
想，收获爱情，在奋斗中绽放青
春，赢得未来。

《蜗牛与黄鹂鸟》 用圆梦的奋
斗历程，奏响了触动人心、韵味无
穷的青春交响乐。

朝书暮画朝书暮画，，临古意多临古意多
梁瑞郴

认识龙燕清有十余年了。那个夏
日，在韶山投宿农家旅舍，不期而遇竟闯
入一个书海的世界，只见厅廊堂舍，四壁
墨色飘香，待我驻足观赏，心中不禁暗暗
叫奇，想不到这乡野之处，竟有这等翰
墨。当地的朋友说：“这可是我们韶山冲
的书法家！”于是叫来龙燕清。只见其方
寸平头，胡碴硬扎，似一赳赳武夫，但纯
朴之本色溢于言表，厚道而敏慧，粗犷
中而显示出斯文，即刻便让我对他怀有
好感，彼此相谈甚欢。此后的几天里，交
往日甚，品茗促膝，由书画而人生，由碑
帖而艺术。他谦谨而自恃，诚恳而不盲
从，且正年富力强，韶华正茂。于是，我
对他刮目相看。

燕清虽出身龙虎之地，但袭贫袭寒，
家境窘迫，不足为外人道。然燕清天纵
禀赋，与艺术有天然的亲切，痴于书画，
数十年不倦。他虽有底层的不幸，但幸
运的是却可避开喧嚣，安于一隅，孜孜不
倦。

我观燕清的书法有正大气象。他在
转益多师中直取颜体精髓，法度森然，力
道遒劲。他的书法，每每感觉浩然之气力
透纸背。他对颜体不仅取形求变，而且撷
神求魂，在学习颜体的过程中体悟其本质
——堂堂七尺男儿，凛然大义；伟伟大丈
夫，威武不屈。《祭侄文稿》，我们所读到的
是满纸义愤，一门忠烈，燕清喜颜体的根
本在此。他在习颜的过程中，尽管不断在
行草中求变化，但始终不忘根本。

我观燕清书法，有自然流畅之风。

纵观古今法帖，凡为世所推崇者，无不彰
显自然之风，即便拙书，仍然显露的是率
真憨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
文如此，其他艺术均如此。燕清的书法，
不逾矩，不越规，将自然看成是最高美学
原则。书法如太匠，凸雕凿，显矫情，就
失去了书法的率真。燕清之书法，藏锋
敛势，不露锋芒但力拔千钧，最为难得。

我观燕清书法，有尔雅之趣。燕清
貌似赳赳武夫，但尔雅而不俗，喜读书，
爱琢磨，在追求艺术道路上，取法乎
上，尤以近年为盛，凡前贤古圣经典，
均捧之不倦，以充实学养，滋润笔墨。
读他的楹联，直取雅意，不怠古笔，如

“屈指英雄能有几，满怀壮志恨虚无”
“阳春一曲知音几，法帖长临古意多”
“名利场上知世味，笔墨纸上见真功”
等等，以切身体味，联作身心，既自勉
自醒，又颇能警世人心，堪为联中佳
品。他的书画作品有不少读书以厚
己，情趣盎然，见品见性。

书画同源。坚实的书法基础以及学
养，为燕清画作提供了有力支撑。燕清
的画，自有他的特色。山水、花鸟、人物
均有所涉猎。他的山水，不拘古今，大多
山野荒径，柴扉瓦屋，林泉溪瀑，在孤寂

中发现残缺之美，在落寞中寻找人生之
逸。小景物、小情致，山水小品中透露出
含蓄和野趣。他常行走于乡村山野之
间，自然的天性，让他对脚下的土地表现
出特殊的感情，虽不能役天地万物于笔
下，则取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线条出自
其老辣的行草书，大胆用墨，鲜用颜色，
敢于素面示人，故他的画，藏于尺幅间，
情感涌于画作中。

我尤喜欢他的荷。湘潭为莲荷的故
乡，近荷心香，在这片土地上，是应该产
生画荷大家。我很希望燕清在画荷上积
沙成塔，别开生面。在总结前贤的基础
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更喜欢品
读他画面上的自题诗词，或古风古韵，或
染指年华，或诙谐幽默……比如他的国
画《闹新春》题诗曰：“ 儿时乡里闹新春，
各户各家喜挂灯。延绵细雨增春意，携
老扶幼远鞠躬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书法、诗词、绘画跃然纸上，相映生辉。
也常见燕清写意小品，借诗言画，寄情以
文，颇有文人风骨。

于书画，燕清下的是笨功夫、苦功
夫。他善用心与笔墨对话，与山川草木
亲近。燕清心怀锦绣，却质朴口讷。还
好，书画家是以作品说话的。

艺路跋涉

鄢福初

那日散步江边，突然想起东坡
《与言上人》里的句子：“雪斋清境，
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
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
知远近，亦旷然天真。”“放脚”二字
真是绝妙！东坡大字楷书之撇捺，
恰如江边放脚，快风活水。

世人论词以东坡与辛弃疾并为
豪放派代表，细加比较，则辛弃疾重
在豪，东坡更见放。东坡说过“出新
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的话，最令人寻味。东坡的“放”是儒
与道之间的从容出入，是从心所欲不
逾矩，是行云流水，是行于所当行，是
止于所不可不止。张旭、怀素的“放”
尚有表演的成分，唯东坡“真放”，后
世没有人赶得上。

赵孟頫一生，心中之忧日夜不舍，故极力控制，转
化为书法线条结构的精准、快捷，近乎决绝却始终不能
放，更遑论“豪放”之外，他的唯美是凄美。徐渭、祝允明
是狂放。徐是鲜血喷涌，祝是有保留地反抗。

郑板桥、金农的趣味则江河日下，退到狭小个人天
地，是想放而不知真放者。

今人之“放”则近乎使酒骂座，胡闹乱嚷。清人翁
振翼尝云：“学书且勿放肆，平日工夫粗疏，一活动必走
作。”这话仿佛就是专门说给今人听的。

龙燕清作品《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