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天文

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 《国韵湘
音 》 的起点非常高 ， 有很多领导 、 专
家、 学者群策群力， 在选曲与结构安排
上， 古曲、 名曲、 新曲交相辉映， 群体
与大师、 独奏、 重奏与协奏闪亮登场 。
湖南本土著名作曲家， 更为本次音乐会
专门创作了有湖湘特色的民族音乐， 开
拓了国乐演奏湖湘题材的范围， 打造出
整台国乐音乐会。 可谓湖湘经典， 别具
一格。

作为导演， 如何更好地诠释 “中国
气派、 湖湘特色”， 是我思考与表达的
重点。

首先， 如何让普通观众更容易爱上
国乐， 让古曲、 名曲深入人心， 让新创
作的曲目更好地贴近观众？ 我们设计主
持人以 “讲述者” 的方式， 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与观众交流互动， 生动再现音乐
背后的湖湘人文背景、 情感故事， 串联
起整台音乐会。 例如古曲 《梅花三弄 》
大家耳熟能详， 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这
首曲目与湖南的关系。 我们通过讲述 ，
让观众了解湖湘大地深厚的人文积淀 ，
激发观众从心底对湖湘文化的认同与自
豪。

其次， 在形式上打造视听盛宴。 充
分借助现代舞台技术手段 ， 找到一种
“中国诗意” 的画面感， 通过最具 “湖
湘特色” 的标志性符号， 融合灯光、 纱
幕、 投影、 舞美景片， 整体呈现大气磅
礴的国乐气势， 虚实相生、 营造潇湘写
意的大美境界。 我们精心为每支乐曲设
计不同的写意之美， 著名古琴大师龚一
先生演奏 《潇湘水云》 时， 舞台上将会
呈现出云水奔腾的景象。 相信观众在现
场一定能感受中国样式的美、 湖南特色
的美， 在美的享受中升华对国乐的理解
与热爱。

一场视听盛宴， 离不开流畅的连接
与整体的表达， 音乐会曲目之间的连接
成为一个难点。 我们将通过主持人的讲
述、 舞美场景的转换与乐手之间的紧密
连接， 让观众观赏一场轻松流畅的音乐
会。 同时， 我们还将设计打造全新的演
出服装， 在服装造型上把握国乐风雅 、
湖湘精髓的特征， 升级视觉形象。

音乐是人们情感生活的表达， 国乐
集中国文化传承之精粹， 本台音乐晚会
更体现了湖湘人文精神的传承 。 希望
《国韵湘音》 能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湖南，
爱上湖南， 为湖南骄傲与自豪！

（作者为著名青年导演， 9月29日、
30日湖南 《国韵湘音》 民族管弦乐音乐
会导演。 出生于湖南常德， 为著名演艺
品牌 《魅力湘西》 执行导演， 2012年央
视龙年春晚民族舞蹈 《追爱》 编导）

季清以来，世人皆知吾湘魏默深
先生乃杰出思想家， 一生著述宏富，
而影响海内外之至深至伟者，莫过于
其精心编撰之《海国图志》。该书序中
宏论“师夷长技以制夷”，更被誉为开
启中国近代御海图强、洋务维新事业
及至今日改革开放之先声。 正因为
此，他在政治经济方面之思想光辉自
然便掩盖了其生平诗歌创作方面的
艺术成就。 不仅晚清即有人慨叹“而
其诗之奇伟无能言者”， 直至今日对
其诗歌之研究仍未引起足够重视，论
者多仅涉其近体，而对其古诗每有隔
膜之感，不知魏公更长于古诗，尤精
五古。

魏公一生抱经世之志，“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于诗歌创作更是“包孕时感，挥洒万
有”，为我们留下了“如雷电倏忽，金
石争鸣”的诗作900余首。 此实为其
一生之主要文学成就。他认为自己是
“十诗九山水”。当时友人亦皆知默深
生平最喜游山，且“每作游山诗，多得
山之幽与山之骨，而非山之皮相”；称
赞他的山水诗形象飞动， 描摹细致，

文笔雄浑遒劲，气势宏伟奔放，有李
白之豪放风格。 而奇特壮美之最者，
又在众山之尊———东南西北中“五
岳”。 然古今诗人千万，五岳皆登且皆
有诗作传世者，竟独默深一人！

默深从小好远游，“曾踞祝融之
峰最上头”，“从此芒鞋踏九州， 到处
山水呈真面”。 他不仅五岳尽览，且五
登岱岳，数上衡山，留下了近50首吟
咏五岳峰谷溪岩泉雪的壮丽诗篇，描
绘出“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
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朱鸟
展翅垂云大”的形象画卷。

湘籍青年学者刘汉辉先生慧眼
识珠，早就注意了默深“五岳吟”这一
艺术资源。 刘君近年继辑《长沙百咏》
《湖湘四典》《故宫百联》和曾文正《嘉
联钞》之后，复辑默深“五岳吟”诸诗，
并遴请当代书画大家运腕泼墨，以创
制诗书画俱美之佳构，作为纪念默深
诞辰220周年之献礼。义举酝酿之初，
君即以序相嘱。 余感其对湘先贤敬重
之笃与佳构筹划之缜密，虽冗务缠身
亦不敢推却也。

默深东登泰岱，西游华山，揽衡

山、北岳之奇，陟天台、嵩高之险，其
游山览胜入诗， 最得太白之高奇，而
钟嵘《诗品》论诗，以高奇为上品。 读
默深《华岳》《太室》等篇，诗中太白之
风，岂不令人击节叹赏！ 其诗以才学
器识胜，风格奇崛幽秀，实非浅学者
所能追仿，岂不正乃“自发其嵚崎历
落之气”哉！

（魏源《五岳吟》，刘汉辉编，岳麓
书社出版。 宣纸线装五册一函。 由卢
中南唐楷 《岱岳吟 》、谷有荃篆书 《衡
岳吟》、刘文华隶书《华岳吟》、龙开胜
行书《北岳吟》、鄢福初魏楷《嵩岳吟》
组成。 卢中南，中国书协理事，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全国政协委员；
谷有荃 ，湖南耒阳人 ，师从唐醉石先
生 ，曾任湖北省书协顾问 ，东湖印社
社长，湖北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文华，
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
秘书长， 中国书协培训中心主任；龙
开胜 ，湖南隆回人 ，空军政治部文艺
创作室创作员，第十届中华全国青联
委员 ，中国书协理事 ，北京市书协副
主席；鄢福初，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
湖南省书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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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海岳寄山水
□夏 剑 钦

导演手记

视听盛宴
《国韵湘音》

绘画之余， 石纲喜欢阅读各类
书籍， 画论、 古典文学作品及当代
文学作品均有涉猎。 他认为， 阅读
能够丰富一个人的内心和底蕴。 他
说， “一个人， 通过‘修身养性’
将自身养好， 那么他的画作呈现出
来的气质和内蕴， 自然也就不会差
到哪里去。”

石纲说： “其实我的山、 树、
云都是糅合在一起的， 它们不是分
离的东西。 有时候我的山也像云的
画法。 其实我的这种画法很传统，
你把我的画具体提一个局部出来，
它都是一个传统的手法和语言。 包
括我的树， 其实我的树是画得很传
统的， 并不是很抽象的东西。 最后
整体呈现出来的， 是一种梦幻的东
西， 是一种提升。 它源自传统， 最
后呈现的却是当代语言， 是我身处

的这个时代对山川、 自然、 文化的
一种理解， 是我的一种发言方式，
一种态度。”

石纲认为， 一个人如若一味刻
意地效仿古人的画法， 想将画作画
得可以与古人杰作相比肩， 这样的
方式意义不大。 因为现代人终不可
能站在古人的境界点上去超越古
人。 时代在不断改变， 而画作终究
需要被刻上一个时代烙印。 刻意从
传统里寻找出来的绘画语言， 一定
不是当代画家所需要的东西。 弄清
楚这一点之后， 石纲在深入研究中
国传统写意山水画的同时， 更加侧
重于中国重彩青绿山水画的探索
与研究。 “因为现在是五彩缤纷的
世界， 看到的都是很多彩的东西，
不像古人， 看东西信息很少， 包括
他们看画， 看的都是很局限的东
西。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条件很受限
制， 没有现代印刷技术。 而我们现
在， 不管是看中国的画也好， 看世
界的画也好， 信息的发达可以瞬间
将之呈现。”

“二十多来年， 我一直在中国
山水画色彩上做一些探索。 大胆地
用一些颜色、 一些色块， 讲究一种
不合理的语言色彩。” 大自然显然
不会突然有一块红的， 一块绿或一
块灰， 它不会对比这么强烈， 但是
石纲将它们融入进去， 久而久之，
便成了他个人的一种风格。 他认
为， 个人风格的建立其实有两种语
言， 一种是画作本身的思想内涵，
即画的东西可以引导人们进入作
者所营造的境界， 这讲究的是思想
层面。 还有一种， 讲究的是一种形
式上的突破， 即一种形式语言的

美。 石纲有机结合了这二者， 既在
意境上做探索， 也在视觉上做探
索。 他说， “一个当代画家， 一定
要有当代性。”

石纲最初的绘画， 更多是讲究
一种交待， 交待其来龙去脉与合理
性。 现在的他早已决绝地打破了这
些。 “在画山水这一块， 我想达到
一种境界， 书写的东西更多一些，
多些随意。 像古人黄公望， 他画
《富春山居图》， 就是书写自己的一
些语言。 他并不仅仅是在某个地方
画眼前所见， 他完全是以书写的形
式表达对自然的理解。”

对比自己十多年前的旧画， 石
纲认为： “我现在看到我十多年前
的画， 不管是在哪里， 市面上也
好、 藏家手上也好， 只要我觉得看
得不顺眼的、 认为不行的， 我全部
把它收回来。 要么用现在的画换回
来， 要么我给原画润色加工。” 就
这样， 石纲收回了自己近四十幅作
品。 他认为， 画家坚持将好的画作
留给藏家很重要， 这是对他们负
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绘画三十年， 石纲已经是湖南
艺术圈耳熟能详的人物。 找他做个
展的人时不时都有， 但是他都婉拒
了。 个展对于艺术家是极为重要的
事情， 但石纲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目前短时间内不会想要筹备开个
展。 因为我觉得， 目前条件还不完
全具备。 我的作品还应该要更丰富
一点， 各个方面的想法还要更到位
一点。 等到山花烂漫， 到那时做一
个展览， 一个呈现出多样化的展
览， 或许能看到比较整体的语言表
达吧。”

随性而作 修行不止翰墨飘香

□王畅

去年夏天， 我在北京学习。 一天下
午，朋友带我直奔京西房山区良乡，见到
了诗人、书法家、书法理论评论家邹正。

邹正个头不高，有点消瘦，飘逸花白
的山羊胡， 看起来有点孤傲。 见我们到
来，他立马搁笔，客气地请座、递烟、沏
茶。 我环顾室内四周，到处是书和挂满他
的书法作品，硕大的写字台堆满了习作，
满屋子飘散着浓浓的墨香。

邹正是湖南省华容县操军乡江黄村
人，他说自己是三无人，无学历，高中肄
业；无背景，祖祖辈辈务农；无钱财，茅草
屋三间。 从“三无人” 可以想象，邹正曾
经经历的艰辛和苦难。

邹正的诗词、书法、书论，浸润着他
的质朴、坦荡和睿智，名作家、书法理论
评论家王立民先生评论邹正：“字有力
度，诗有气魄。 ” 诗人、楹联专家文振西说：“邹正超然物
外，不为俗役。 ” 著名作家、书法评论家张瑞田在《中国书
画报》撰文《我本楚狂人———邹正其人其书》，文中如此评
论：“邹正之笔碑意洒脱豪纵。 书法的美学风格被学人规划
成碑帖之别。 北人尚碑，南人喜帖，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邹
正乃楚人，血液里裹藏着生命的粗犷，从一开始，他就被北
碑吸引陶醉。 刀锋落处，凸显生命的渴望，那一道道粗粝的
线条，铺展了岁月的沧桑，起落开张，地动山摇。 ”

“半百光阴似箭梭，仰天笑饮任蹉跎。 案头笔墨时狂
舞，架上檄文且醉磨。 懒醒梦中轻世界，冷观江上起涛波。
庚寅逝去来辛卯，流转人生可奈何？ ” 邹正此诗就有时任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等文人步原韵和诗，杨
胜群还撰文评说邹正“写出了他的一种风神” 。

对于诗，邹正有独立的思考和理解。 今年六月，中国诗
歌网访谈邹正，他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这是一种意
境。 而妙在诗人所感觉的不讲出来，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联
想。 ”又说：“当代有的人只重多读而不为，有的人只求为而
不多读。多读而不为者，是死读。难以体察入微，真意难明。
求为而不多读者，与世风日下有关，个人功利主义盛行，好
高骛远，心态浮躁，喜爱标新立异，是写不出好诗的。 ”

邹正的书法，古风古趣，遒劲苍茫。 邹正谈及自己的书
法说：“我的书法创作是在虚静、超逸的自然中产生气韵流
动的笔墨运动， 在畅欢的精神境界里追求宇宙的生命，厚
重质朴的点画是生命的躯体手足，阳刚苍劲的线条是生命
的精神旋律，疾涩枯湿的笔墨是生命的体魄运动，聚散疏
密的结构是生命情感语言的网络。 ”“学碑须熟读，习帖贵
意临。 手临难得妙，心得方入神。 ”至于“下笔生阴阳，行笔
含圆方，使转纳古意，性情出柔刚。 ”

去年深秋，邹正告别繁华的京城，毅然回到老家华容
县乡村安居，潜心于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的著述。 近日，我
又欣喜地读到他的新作《咏辣椒》：“半亩辣椒郁郁葱，小时
翠绿老时红。 浑身不惧千刀碎，色味长留人世中。 ”

我想，待他将自己的诗书写成书法作品时，那种恬淡
清雅的乡野生活，摘荷叶包裹鲜椒的怡然之情，定会跃然
纸上，芳香四溢。

《 》之囧
□孙翊

穷尽笑料段子想逗人一乐，但《港囧》作为“囧途”系
列的后继之作，已然没有了《泰囧》黑马般的魅力。夹杂多
番元素的段子拼凑，乍看满是港片情怀的《港囧》，实则陷
入了自己的囧途， 在人物和剧情冲突上都未能有以耳目
一新的观感。

●电影元素过多太杂乱
《港囧》能在电影中看到香港电影与音乐的情怀，还

有着青春梦想的执念，也依旧有着浓厚徐峥“囧”系列惯
有的中年危机，人在囧途的欢乐。但与《泰囧》不同，《港
囧》只是在复制前作的经典桥段并糅以诸多情怀的元素，
这使电影的笑点不但未能一气呵成，反而是断层的，过多
元素的融入，使一锅靓汤，变成了乱炖，徐峥虽然是一个
充满魅力的喜剧演员，但却并不精于剧情的编排，节奏把
控出现偏差成为必然，在一部本该满是欢乐的喜剧中，要
呈现情怀，还要灌输人生大义的心灵鸡汤，这些元素在电
影中都显得刻意而生硬。

●香港经典歌曲泛滥式融入
香港电影人物与音乐怀旧式的融入，本是《港囧》的

一张情怀好牌， 但不下十数首香港经典歌曲泛滥式的融
入，王晶、葛民辉、李雪等走马观花的匆匆而过，使得这些
本来彰显情怀的元素很多都未能找到合适的节点。 为了
讨巧观众的氛围营造，虽能一定程度勾起观众的共鸣，但
《港囧》港片式的怀旧情怀、毫无章法的堆砌，进一步破坏
了影片整体的喜剧氛围。毕竟对于一部喜剧电影而言，做
好笑料才是最重要的。

●包贝尔不敌王宝强的“傻根”式欢乐
人物的缺位更使《港囧》真正步入了囧途。徐峥的喜

剧天赋虽然获得了最好的例证， 但由于离开了王宝强与
黄渤的铁三角， 包贝尔的加盟始终不敌王宝强身上那种

“傻根”式的欢乐，他并不真正契合这一人物塑造，尴尬的
演绎使拉拉这个带有执念式的人物陷于失败的境地，而
黄渤这一人物的缺位，使三人转变成了二人转，戏剧性的
人物冲突明显过于薄弱， 赵薇在电影中表情的僵化更只
能说它与《横冲直撞好莱坞》异曲同工。

《港囧》让“囧”系列步入疲软的窘境，徐峥在《港囧》
上也用力过猛， 让这部喜剧电影承载了没有必要的内在
和情怀，削弱了影片的观赏价值。

石纲作品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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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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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有荃篆书《衡岳吟》局部 龙开胜行书《北岳吟》局部

卢中南唐楷《岱岳吟》局部 鄢福初魏楷《嵩岳吟》局部 刘文华隶书《华岳吟》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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