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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离别》在2020年7月20日
——影院复工首日上映。影片里恰好也
铺着来自新疆的“金地毯”和“银地毯”，
迎接着重新踏进影院的观众。经历 170
多天的停业之后，中国内地影院终于复
工了，这可能是有电影院以来，人们离开
电影院最久的“一次离别”。

《第一次的离别》由青年导演王丽娜
执导，秦晓宇监制，汪涵担任总策划，腾
讯影业携手大象伙伴影业、芒果 TV、幸
福蓝海等公司共同出品。自2018年第31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并斩获
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以来，又陆续
获第 6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

“国际评审团最佳影片”奖、第43届香港
国际电影节新秀竞赛单元“火鸟电影大
奖”等多个大奖，导演王丽娜还凭借此
片获得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
单元“媒体关注电影人”荣誉及第二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一路
走来不断收获好评。2020 年 7 月 18 日
晚，著名主持人汪涵做客淘宝直播间，灯
塔“冲击播”与淘宝直播联手打造的电影

《第一次的离别》线上路演暨直播售票活
动，在线销售的超过1万张19.9元观影资
格券更是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据灯
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0日21时，全国
影院复工首日的实时票房达328万（含服
务费），总出票13.34万张，上映场次1.04
万。其中，《第一次的离别》位列票房首
位。这里，我们刊发两篇影评，为疫后影
院复工鼓劲，为这部优秀影片喝彩，为广
大影迷们助兴。

早云

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散
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
斯。离别悲苦，但讲述离别的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却有着
满满的治愈力量。穿越都市
的喧嚣，挥别科技的侵扰，当
我们遁形般通过镜头之眼，将
目光投射于新疆沙雅的一个
小村子里，身临其境地跟随了
男孩艾萨走过人生的一段旅
程之后，再反思自己的人生，
或许会有许多的感悟和改变。

艾萨是本片的小男主角，
生 长 在 一 个 比 较 贫 困 的 家
庭。有苍老的爸爸和因为生
病而神志不清的妈妈，以及同
样在读书的哥哥。所以，对于
艾萨而言，他的生活，便是在
学校、家庭和农田三点一线间

来回奔波。看似平常，却总有
意外来袭，小小的艾萨，就不
断的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离
别。

人的一生，总是不断的在
遇见与离别之中，慢慢前行。
但对于艾萨这样涉世未深的
孩子而言，那些或蓄谋已久、
或猝不及防的离别，每一次都
显得如此深刻。所以，虽然影
片名叫《第一次的离别》，但整
部影片，却有着一次又一次的
各种离别，带来太多的揪心与
无奈。比如，挥别没有考上更
高学府的哥哥去远方读技校；
比如，被突然走失的母亲打个
措手不及；比如，与转学而离
开的亲密小伙伴凯丽分开；比
如，自己最心爱的小羊儿消失
不见……亲情、友情，还有孩
子与羊之间的“养育情”，都磨
砺着这个勇敢又沉默的小男
子汉。

哥哥走了，还会回来，但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次出
发？母亲丢了，也终于找回来
了，却又被送进了养老院。当
然，后来又接了回来，但未来，
谁又知道呢？凯丽走了，也许
有一天，还能再回来，继续做
好朋友。而心爱的小羊没了，
真的就永远的没了。

这个世界那么大，你与任
何人、任何事，都只能保持一
段的关系，这一段，或短或长，

总有离开的时刻，就如那天上
的 云 ，聚 聚 散 散 ，飘 向 远 方
……接受离别，获得成长，我
们就是这样跌跌撞撞的长大，
而未来，将有更多的离别。哀
而不伤，离而不泣，接受一切
变化，坦然面对下一个明天，
是《第一次的离别》情感叙述
的高级之处。没有煽情，没有
催泪，却用一种潜移默化的力
量，敲动你的心扉。

当我们回首来路时，也会
发现，总有一些无奈的再见，
曾经刻骨铭心，却在时间中渐
渐被淡忘，也有一些告别，连
声招呼都没有，就那么凭空消
失……但等看过《第一次的离
别》之后，那些人，那些事，却
泛起在脑海，一幕又一幕的掠
过，重新镌刻起浅浅深深的印
迹。

《第一次的离别》由出生
于沙雅的导演王丽娜执导，这
是 一 位 美 丽 又 年 轻 的 女 导

演。通过影片的镜头与故事，
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她对这片
生她养她的广袤土地的无比
热爱：诗化的美景，或壮丽、或
恬静；写实的人物，或粗粝、或
纯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伴
随着每天的日升日落而生生
不息的岁月画卷。

这部影片，能带给人一种
特别奇妙的观感，那种极度的
真实情景，以及看似设计却又
相当自然的风物，所有的人
物，都没有表演的痕迹，这或
许与导演王丽娜是学纪录片
出身有关，当很多电影还在镜
头前张扬地进行表演的时候，
她却将镜头进行了最隐秘的
深藏，让我们捡拾到世间的真
味。当字幕升起，仍然不能从
影片中抽离，仿佛艾萨、凯丽
他们的生活，仍然在那片遥远
又泛着金光的土地上，在那一
棵棵隽永的胡杨树旁，持续地
发生着、进行着……

谢静

7月20日早上九点半，我就跑到离家不远的
电影院买下了这张电影票。《第一次的离别》，我很
期待。

电影院里人并不多，大概有三四十个人
吧。大家都戴着口罩，安安静静坐等电影开
幕。我一边看手机里“吟诵教学法”讲座，一边
等待着久违的电影开始的一刻。终于，电影开
始了。唯美的画面，儿童的故事，温暖的情愫，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元素。

看到小姑娘凯丽比努尔的爸爸把自己写给
孩子妈妈的诗吟诵给孩子听的时候，我的心被
深深触动。电影开播之前，我正好在看的“白话
诗吟诵”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位父亲
不就是白话诗吟诵吗？不过，他吟诵的语言是
维吾尔族语言。诗的大意是：“我心爱的百灵鸟
一样的爱人，你离开了我，我的心在深夜里哭
泣。你是多么美丽，八个天堂也比不了你！”这
位父亲就用这首诗，唤回了已经和他离婚的爱
人，挽救了自己的婚姻。这是一位普通的棉农，
我想，他是不会作诗写词的，也不是吟诵专家。
可是，那动人的歌词，朴素的旋律，吟得小姑娘
凯丽比努尔如痴如醉，吟得那位曾经惧怕生活
考验的母亲满脸幸福的微笑。我真敬佩这位父
亲！多好的词，多好的吟诵，多好的故事结局！

听过一个诗词吟诵讲座，授课的教授说道：
“古人作诗，主要是疏解自己，教育自己。用唱
歌的方法来创作诗词，古来有之。”这位棉农父
亲，不就是在用唱歌的方式作诗吗？他不是卓
文君，以《白头吟》挽回司马相如的心；更不是司
马相如，用《长门赋》为阿娇皇后表达受到冷遇
的心情，重获汉武帝的娇宠。但他以自己的真
情，再次为孩子们建起完整的家庭。这是这部
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

还有小男孩艾萨对生病的母亲的那份爱。母
亲因为生病，没有正常的思维，没有自理的能力。
小男孩艾萨比自己的父亲还要有担当，一直承担
照顾妈妈的重任，甚至愿意放弃学业。一颗童心，
就像玉壶里的冰心一样纯洁，似一曲无言的歌。

离别，使人成长。电影里的第一次的离别，
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可是必须承受，这就不
得不逼人成长。艾萨他们努力学习，是为了长
大成为有用的人，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他们举
起右手宣誓，要做好学生，要听老师的教诲，要
热爱祖国……

作为一名吟诵传习人，一名教师，我希望，
我的学生，和艾萨他们一样。我愿将深情的吟
诵献给我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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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洲

“五一”长假期间，卸下繁忙的
公务，我回老家看望年过古稀的父
亲。在为父亲清扫卫生翻箱倒柜整
理旧物时，我发现父亲深藏在老式
衣柜里的一个大布包，里面都是旧
衣物，我提起布包提醒父亲，这些旧
衣烂布早该当废品卖了。父亲慎重
地摸摸布包，半晌才挤出话来——
卖不得！

我和父亲打开布包细瞧，发现
包里全是我们兄妹幼时穿用过的旧
衣旧裤旧围裙，特别是那半新半旧、
棱角分明的口水兜、猴儿帽、兜肚、
背带……上面绣着五颜六色的花，
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形或菱形多种
碎布组成一个图案整体，既朴素清
雅又美观大方，令我看得眼花缭
乱。我双手捧着曾经心爱的绣着牡
丹荔枝花的兜肚，一种乡土味亲情
感油然而生。

记得那时在我的家乡，喜庆赴宴
时谁家也拿不出钱，多是用土制土产
作礼物。每逢谁家小孩三朝、满月、周
岁，男女青年嫁娶，大人生日，人们都
会挑选出一些精致时兴的拼布作品，
如口水兜、猴儿帽、花兜肚之类，再加
上几尺花布，摆在装满稻谷、糍粑、冬

粉、切面之类的箩筐或竹篮上，有的还
加上6至8个鸡蛋，蛋上贴块用红纸剪
的花，以此馈赠亲友，诚表盛情。每当
这时，妇女们便会聚在一起，眉飞色舞
指指点点的，认真品评谁家的花做得
好，欣赏各式各样的拼布艺术。

母亲是村中拼布技术的佼佼
者。她虽不识字，但勤劳刻苦，拼出
的图案主题鲜明，工艺独到，生动感
人。父亲说是我外婆的家传手艺。
周边三姑六婶前来拜师学艺，母亲
总是无私赐教。可我倒有些自私，
每次母亲拿自制的拼布送人情时，
我都会抱着母亲的衣角不肯放行。
说来好笑，有一次母亲提着竹篮去
舅妈家送满月礼，我见竹篮上摆放
着漂亮的花兜肚就眼红了，抢着花
兜肚哭丧着脸在地上打滚儿，后来
我干脆将花兜肚穿在了自己身上。
谁知这些花兜肚竟被父亲洗得干干
净净珍藏至今。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母亲去
世多年了，我也身居县城成了国家
干部。我把这些父亲视如家宝的小
玩意儿，提回城里给妻子欣赏，还兴
致勃勃地给妻子讲起了花兜肚的故
事，说这些传家宝要留给孙儿赏用，
弄得妻子大笑一场。她说如今城里
有的是小儿专店，送人情用的是红
色，要这干嘛！碰巧县文化部门二
位老同事听我说起这事，便提出要
重金收购这些小玩意，还很认真地
带我参观了县文化馆的拼布艺术展
览，眼见众多的艺术图案中分门别
类：牡丹、荔枝、金瓜、石榴；鱼、虾、
龙、凤、狮、虎、猫；财神、观音、八仙、
长命富贵福寿禄，无奇不有。布线
花边制作精巧，鲜明协调，真实地反
映了妇女们的审美情趣和内心追
求，据说这些工艺品有很多是来自
我的家乡，前几年还先后在市、省和
中国美术展览馆展出，部分作品还
被选送香港参展，真令我大开眼界。

我无偿献出了从老家带回的拼
布，还有那花兜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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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铜钱里的

物阜民丰
任波

莫泽把一批近年发掘出土的西汉五
铢钱投放到超声波清洗器中，按下按钮，
原本清澈的清洗水，沸腾般释出一团团污
浊。这是莫泽日常工作的一个片段。超
声波清洗是古钱币修复工作中的一个重
要工序。经清洗、烘干、除锈、修复后的古
钱币，还需要制作拓片，最后封存入库。

最近这几年，长沙市内各工地大量
出土古钱币。作为“老口子”的文物修
复师，莫泽评价：“近年来出土的几批数
量巨大的古钱币，整体保存较好，部分
铜钱泛出铜的金属光泽，真的是‘亮’花
了我的眼。”

文物修复师莫泽将超声波清洗器
清洗出来的西汉五铢钱捞出，准备放入
烘箱烘干。他端着这批两千多年前的
钱币告诉笔者：“你看这批五铢钱泛着
绿锈的色泽，它们和其他工地近年出土
的古钱币均保存较好，这为我们修复古
钱币节省了好多力气。”

莫泽200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
保护修复专业，2009 年初来到长沙市
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修复基地时，最初遇
到的是一批从岳麓区靳江河口出土的
五代马楚王国的马殷铁钱。他说，当时
马殷铁钱已经锈蚀成一大坨铁饼，清理
极为困难，他和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将这个大铁坨清理成一枚枚铁
钱，当时“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极大
的自豪感”。

莫泽说，近年来出土的几批数量巨
大的古钱币，年代均比五代更古老，加
之材质不同，保存的品相比马殷铁钱要
好，清理起来也更为便利，比如2019年
底培元桥华润置业工地发现的唐代开
元通宝，置于一个窖藏的大陶罐中，每
一枚开元通宝拿出来都闪烁着光泽。
考古人员通过对铜钱称重，估算出这批
唐代开元通宝数量在28000枚以上。

修复清理古钱币，主要有清洗、烘
干、除锈、制作拓片四大程序。在清洗、
除锈过程中，除利用超声波清洗器清
洗、超声波洁牙机除锈等物理方法外，
有时遇到一些锈蚀顽疾，还是不得不用
上化学药物除锈。莫泽说：“近年来，如
果说我们在清洗和修复古钱币中遇到
的困难，那就是量太大了，人手紧张。
但每一次看到大量古钱币进入修复基
地，我还是感到兴奋，难免‘见钱眼开
’。我们的工作就是修复文物，每当有
古钱币入‘库’，就喻示着我们新的工作
任务又开始了。我们会以职业修复师
的态度，保护好这些地下的古钱库。”

杨定锋书法作品

杨定锋，株洲茶陵
县人，研究生学历，转业
军 人 。 先 后 在 广 西 边
防、桂林陆军学院、42集
团军、国防科技大学、湖
南省政府机关从戎、工
作、学习。从小酷爱书
法，多年临摹名家名帖，
书法风格独特，自成一
体 。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省硬笔书法家协会、
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常务
理事。

刘晨

说起李昀蹊，熟悉
他的人大多知道，李昀
蹊不仅成名早，桃李遍
天下，平日里还是位段
子高手。据说湘西街
头巷尾流传的段子很
多 都 是 出 自 他 之 口 。
更滑稽的是，他也成为
了不少版本中的主角，
这些幽默诙谐的段子
早已成为他的同道和
学子们茶余饭后津津
乐道的话题。

我与李昀蹊接触
不算太多，总是无法把
他 的 人 和 画 对 上 号 。
李昀蹊是个地道的湘
西汉子，扎实稳健，性
情温和且宽容大度，这
些个性特质倒是与他

“写生湘西”中的人物
有几分相似。但若翻
开他那些都市女性题
材的水墨作品，定会让
你大跌眼镜，你无法想
象这些亦真亦幻、神情
迷离的女性是出自他
的笔下，更不敢相信他
那双始终眯着的小眼
睛竟这般敏锐和精微，
能 直 达 人 物 的 心 灵 。
在李昀蹊独特的语境
下，无论是婉约的古代
仕女，或是时尚的都市
娇娘，一不小心就能触
发观者内心最原始的
欲望。这些仿佛穿越
时空甚至荒诞的组合，
极大的拓宽了水墨画
的表现范畴与阅读者
的想象空间。李昀蹊
也正是借助这种方式
隐喻当今社会女性内
心的彷徨与焦虑，从而
表达出对现代都市人

在繁华表象背后矛盾
与冲突的批判态度。

面对现代文明背景
下的大千世界，许多延
续着旧式文人画道路的
水墨，始终难逃笔墨游
戏的桎梏，更无力在解
构传统和重构当代的时
代语境中实现突围，趟
出新路。但我认为李昀
蹊的探索是有价值的。
他的水墨艺术讲究笔墨
意趣却不囿于传统的笔
墨意趣，直面生活的现
实且能超越现实的生
活，从而提炼出极具个
人领悟性的笔墨语言。
而这一切也得益于他甘
居一隅和不求闻达的胸
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用于笔墨试验与
冷静思考，以完全不同
于传统绘画的理念进入
到新的视觉样式的构建
中，使他的作品自成体
系，成为当今中国新水
墨人物画的重要代表。

李昀蹊 1960 年生
于湖南安江，早在1986
年，其作品“子、丑、寅、
卯”系列就随“湖南青
年集群展”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展出，产生较大
反响，被誉为“怀化艺
术现象”。自 1982 年
以来已有近两百幅作
品发表在《美术》《美术
观察》《中国画》《国画
家》等各类美术期刊并
参加国内外各类美术
大展，现为怀化学院美
术与设计艺术学院院
长、湖南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怀化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湖南省文艺人
才扶持“三百工程”首
批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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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蹊湘西写生组画 180cm×96cm×4 纸本设色 201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