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苑杂谈

陈原

寓教于乐，道理似乎谁都明白，各种娱乐节
目也都自称寓教于乐。 可是打开电视机，看到
很多特别能娱乐的节目，你会发现，乐，肯定不
必操心，从前台到幕后 ，人人都想方设法在那
里寻找“乐”的兴奋点，但“教”，常常却只有一张
皮，好像硬贴在上面 ，有的就是靠主持人凑合
着说两句套话，有的只是末了做点公益 ，做个
样子，很少在“寓”字上下功夫，让“教”显得十分
肤浅，感觉有没有两可。

尤其是少儿节目，“教”不可或缺，价值观、
人生观不能不从小培育，所以寓教于乐最需要
下足功夫。 可惜，在一些节目里，因为“教”得生
硬、牵强，总也寓不进乐里。 结果，最应该显示
趣味、快乐、阳光、艺术的地方 ，反而是一堆空
洞的概念，了无意趣，变为败笔。

《音乐大师课》播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因为里面是孩子在歌唱、在学习、在成长，而观众
一半也是小朋友，所以这是一档少儿节目；但因
为艺术家也是主角， 观众里面一半是成年人，是
父母、是爷爷奶奶，于是，这也是成人喜欢的节
目。 节目早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教孩子们唱歌，而
是触及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话题，影响很广。

说《音乐大师课》是寓教于乐，并不为过，爱
国、孝敬、友善、助人为乐、热爱自然、尊重民族文
化，孩子在成长中最需要培育的这些观念，无不
通过学生与艺术家的对话、 几代人之间的交流、
歌曲历史背景的介绍、动情的演唱，温润、和煦、
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启发了万千观众。

来看这一幕幕画面：10岁小泽禹搀扶着92
岁太爷爷参加自己的 “开学典礼”，“在这曲折
蜿蜒的路上，体验生命的意义 ，你是否还会陪
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 。 ”小泽禹唱的那首
《像梦一样自由》，让观众在画面和歌曲中品味
“孝”的深意，朱军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习近平总
书记对“孝”的阐释，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则成

为最精彩的注脚。 来自西藏那曲牧区的12岁少
年扎西，言语中充满快乐和自信。 “有一天我去
放牛，唱了一首我们家乡最有名的歌，唱着唱着
小牛们也不吃草，看着我，它们觉得我唱得非常
好听。 ” 扎西让人感动的不仅仅是原生态的嗓
音，放牛、挤奶、做奶酪，他对生活的乐观、从容，
更令人难忘。 “音乐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是穿
入云霄的声音，只要他们在台上就能感受到快
乐，带给我们自然、幸福、淳朴的感觉。 ”老师谭
维维如是阐释。

作为电视节目，《音乐大师课》 的画面和歌
声， 其气场与情感当然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不过，在一个被称作娱乐节目的创作和制作中，
始终洋溢着人生观、价值观的旋律，而且用心设
计、用功编排、用情贯穿，一集集确实都显示了
编创者的匠心。 不仅电视， 中国儿艺近些年创
作的舞台作品，也在寓教于乐上下了很大功夫。
《时间森林》几易其稿，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运用
丰富的舞台手段，探讨当今孩子们面临的如何
相处、沟通、理解、付出等社会问题，进而让所有
观众思考关于亲情、友情与爱的表达。

在作品研讨会上总听见有人问： 怎么才能
让作品寓教于乐？ 在有些人的眼里， 这是个很
难的问题，好像一旦“乐”，“教”就失去了生存空
间，一旦“教”，枯燥乏味自然就相伴而来。 事实
上，从那些优秀节目中，你会发现，关键在于编
创者是不是真的想寓教于乐，还是只当作上级
的任务，看作社会的压力，在那里勉为其难，敷
衍了事。 创作者、制作者、出品者只要具有一种
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对孩子的未来怀有一份责
任，真正下点功夫，寓教于乐何难之有？

当然，寓教于乐，首先编创者自己要明白那
个“教”究竟是什么，连自己都糊里糊涂，不知“教”
为何物，只知赚钱、收视率，“教”又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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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

肖振中是我大学同学。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考取了湖

南师范学院美术系———那时候还不
叫美院。 入校的第二天，大家在教室
里随便坐下，自我介绍时，一个小个
子青年跳进我的眼帘：他一头浓密的
乌发，一张白皙的脸，一双眼睛炯炯
有神。 他起身说：“我叫肖振中，来自
湘西凤凰。 ”一口湘西腔调的普通话，
说完这话他迅速坐下，椅子被他弄得
惊讶地“噔”地一响。 他就坐在我一
旁，面色有些羞怯。 油画是西洋画种，
在那些年似乎比国画吃香，我们都想
学油画。 这个湘西青年分在我们油画
班，却要学国画。

他说：“画国画， 一个闪念呈现，
把宣纸往桌上一铺，拿起毛笔就可以
勾画那个闪念。 再说，画油画必须站
着或坐着画。 画国画，我可以趴或伏
在案上，姿势放松、随便。 ”听他这么
说，仿佛他是个懒汉，其实他是个相
当勤奋的人，是个有思想、有追求、有
激情而且率性而为的湘西人。

老肖大学毕业后在怀化学院教
了22年美术。 老肖的水彩画画得很
棒，我喜欢极了。 但他的志趣在国画
上，也许是大学里受曾晓浒先生的影
响。 另一个人对他的影响更深，是黄
永玉先生。 只要黄永玉先生回凤凰县
城小住，他都带着画去请教。 他叫黄
永玉先生大伯。 肖振中说:“大伯在画
画上给了我很多指导，是我人生的标
杆，照亮着我，每次大伯与我交谈都
让我受益。 ”

他注重个人修养，不打牌。 闲时，
国学、佛学、文学书随手拿起就读，只
要是他喜欢的文字，他都接纳。

2005年， 他调到长沙中南林业大
学任教，那时他还有点扮酷，叼着烟斗、
斜戴帽子， 看人时用他那双敏锐的眼
睛“抓”你。这是双能捕捉瞬间色彩的眼
睛，有想象力，带着爪子，能将映入他眼
帘的某片色彩或某片天空抓住。 老肖
心志大，为人爽快、敏锐，看问题能抓重
点，表达的方式却温和，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愿与朋友分享。

有段时间我常去老肖家看画，一
幅又一幅极具当代意味的水墨山水
画挂满四壁，大块的墨团与交织纵横
抽象密织的线条组合，形成了不可一
世的气概，我被这批带有探索性的水
墨震撼了，目不暇接地欣赏着。 有一
年他办画展，邀我去，我不但看到了
他画的一幅幅水墨山水，还看到他画
的浓墨重彩的荷花， 心里颇为惊喜，
这荷花画得有些妖娆、富贵，让人不
胜喜欢。

每年盛夏荷花盛开的季节，老肖
都会邀三两朋友或携妻儿，驱车去岳
阳“团湖野生荷花园”写生或拍照。 用
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去朝圣的”。 在老
肖眼里，荷花不单是周敦颐先生说的
“出淤泥而不染”，看他的画作《洞庭
秋色》，如果你用心品，会觉得荷叶舒
展的姿势就像母亲的怀抱。 那朵盛开
的荷花，好像只有皇宫里才会诞生出
如此艳丽的公主！ 莲蓬，有的似熟透
了好像就要掉落样，有的似披着蓝赭
色斗篷， 正匆匆往熟透的路上赶，还
有的面容几分青涩，仿佛刚长成的少

年， 人中上似有两撇类似胡子的汗
毛，那种情趣、味儿，真让人感慨。 老
肖画的《朝颜》，画上就一朵荷花，一
根莲秆将这朵荷花推到你面前，莲
花色泽饱满，线条流畅，白色花瓣纯
净，黄色花瓣富贵，蓝、紫色荷叶如
着装样素雅。画面简洁而清新。黄永
玉评价：画有力量，画面充满饱满的
激情。

老肖的画，是供人品的！ 让你感
觉是一只船， 载着众赏画者与他一
起采莲。 正是荷花特有的高贵品质
深深吸引着老肖的笔墨， 让他着迷
地画着一幅幅造型各异的荷花，从
而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种种向往
和追求。

老肖画人物， 绝不多用笔墨，能
省必省， 只突出自己想要表述的瞬
间。 例如《看望一位老人是给自己增
寿》和《小弥沙第一次化缘》，寥寥数
笔，甚至把造型都故意丢弃了，只求
童趣和神韵，让你去悟、去想。 老肖的
画给人的艺术想象空间极大， 例如
《拂尘》，够少的了，就画了一根弯曲
的藤蔓和叶子， 叶片似没什么变化，
用浓墨在叶茎上点了几点，形似一杯
开水，可是就这一根枝和一些交织在
一起的叶子，让你感觉此画上升到艺
术的无限了。

肖振中的画，气格高雅，内涵丰
富，用心细品，好比陈年好茶、好酒，
品 的 绝 不是 那些 绘 画 功 底 和 技
巧———他已经远远走出了那个层面，
好像一辆载着游客的马车已经穿越
了那片鲜花遍地的草原，朝着更广阔
的领域而去。

曾念群

电视剧版《白鹿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
来，时值陈忠实先生去世一周年，剧的成败
显得意义非凡。

《白鹿原》 的影视改编早在它出版的
1993年就开始了，到电影上映的2012年，已
相去近20载。 再到如今电视剧的播出，足足
过去24年。 由于王全安电影版的诟病在前，
人们对电视剧版的期许变得审慎起来。 从
前40多集拉开的叙事画卷看， 不论是年代
质感和叙事节奏， 还是影像铺陈与音乐带
入，至少它的史诗感回来了，土地的痛感也
有所呈现。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白鹿原
上白鹿村为缩影， 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
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 用地域文化
和家族史的载体， 展现从清朝末年到20世
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
迁，是一部关于土地的史诗。 当初电影版抽
取的是田小娥情史，一个情欲的截面，年代
背景依稀，不再是全景式的历史纵深，人性
的挖掘集中了， 但全篇波澜壮阔的史诗感
全无，与陈忠实的立意和表达相去甚远。

原著前五章描写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常
态，从娶妻生子、土地种植一直写到翻修宗
祠和兴办学堂， 整个白鹿原被纳入旧生活
的常规，直到第六章伊始，改朝换代、鸦兵
围城、国共分裂、年馑瘟疫、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等境遇才纷至沓来。 到了电视改编中，
对原著的时间线做了微调， 前六房老婆的
来龙去脉被六个墓碑带过， 第七次提亲和
送皇粮合而为一， 白嘉轩从改朝换代的激
流中刚逃回家， 转身就从雪地里捡回了仙
草， 而这恰是他开篇提亲时哭泣不见的女
子，连丧六妻的白嘉轩宿命就此斗转。

电影版里遁迹的仙草强势回归， 昭示着
两版导演对原著以及女性截然不一的态度。
相比之下，电影版里兴风作浪的田小娥，在原
著里已然是六章以后的事了， 到了电视剧里
也是黑娃等二代成年后的事情。 这样说并不
是要否定田小娥的存在， 原著里田小娥也是
被委以重任的。 想当初陈忠实在查阅县志时
惊异地发现，所谓贞洁烈女抢占海量篇幅，逆
反和怨念由生，于是有了田小娥的悲情对抗。

仙草的出场人如其名，在于带来生机，令白鹿
原清气上扬，田小娥的亮相在于始乱，让白鹿
原浊气下沉，二者功用不一，都是故事里不可
或缺的一份。 少了田小娥，如同人脸上少了一
块皮囊，只能以血肉示人；少了仙草，一如人
腿脚少了根腓骨， 白嘉轩这根胫骨也就无从
立足。

诚然，电影与电视剧载体不一，体量也
有所不同。 电影90分钟的体量，有时海纳百
川，一口能吞下一群大象，有时又局促得很，
多一只小蚂蚁也放不进去。《白鹿原》改编难
度系数本来就高，在内容的取舍和个人表达
的抉择面前，王全安选择牺牲原著的体量和
史诗感，转攻更加局促的情欲表达。 在创作
领域，导演有权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但市
场和外界能否共频是另外一码事。 相比之
下，电视剧的体量要大得多。 毕竟原著有时
间的仪轨， 哪怕是顺着历史的脉络来拍，还
是可以尽收眼底的，无非是多几集和少几集
的问题。 连陈忠实自己也认为，电视剧体裁
其实和原著是最对版的，并表示“相较于其
他艺术形式，电视剧受时空限制较小，装不
下可以再续一集”。

然而，体量是一码事，情怀和能力又是另
一码事， 能否用还原史诗的情怀去实现电视
艺术的表达，又是一码事。 所幸电视剧版至少
吸取了王全安的教训， 情怀未失， 史诗感回
归，影像追求也甚高，时值陈忠实老人家周年
祭，是再好不过的缅怀和祭奠。

老后

每当步入那条我曾十分熟悉的宽
仅米余的石板老街驻足、徘徊；或钻
进那一座紧挨一座宛若迷宫的古
老作坊流连、徜徉，都会为这里十分丰
盈、厚重、独特的民间传统“纸文化”而
迷、而赞、而叹……

我究竟到过“滩头”几多回了?恐怕
数也数不清了。 只是，古镇滩头早已在
我心中抹之不去，定格永恒。 尤其是那
闻名遐迩的土纸、色纸、香粉纸和年画
这滩头镇四绝， 着实让我倍感骄傲与
亲切。 如诗人匡国泰所言：“滩头已成
老后的精神故园”了。

滩头， 是一个神迷秀美的山乡古
镇， 坐落在湘西南隆回县境东部丘山
中那百万亩绿波滚滚的竹海里。 数百
年来， 丰富的竹料使得当地的民间传
统纸业蓬勃发展且长盛不衰。 滩头镇
周边的城上、李家、城背、塘冲等村的
农户,�祖祖辈辈以纸为业，家家户户立
有抄纸槽屋和焙房， 男女老少都能在
纸坊里一显身手。

人们从浩渺的竹海中选伐背阳的
嫩竹，用刀削去竹青，劈成长约六尺、
宽约一寸的竹料， 捆扎浸泡在石灰水
凼中，三四十天后竹料变软便挑回，倒
在抄纸槽屋粗糙多棱的竹床里， 一次
次跳起来用脚板死劲地将竹料踩烂成
浆，而这踩竹料用的斜躺着的竹床，系
用竹子破成一指多宽的竹片粗陋地编
成， 无数竹片的边棱便是一张张锋利
的刀刃口， 纸农每一天都要赤着脚板
跳起来踩料， 全身的力都贯注在一只
脚板上， 将浸泡软了的竹料在竹床上
压动搓烂成纸浆， 为何却没有哪个纸

农的脚板被竹棱竹签扎烂
过?据说还是有技巧的。

竹料踩烂成纸浆后，倒
到盛满水的长方形抄纸用
石板槽池中，加入一种以特
定树叶浸泡而成的带胶黏
性的水汁，与纸浆一起用竹
棍打浑搅匀后， 抄纸手便沿袭着先哲
蔡伦那古老的工艺， 用簾架托住一张
编织十分精细并刷过土漆的竹簾，在
槽池的纸浆水里按约定俗成的规矩漂
荡几下沥去水， 提上来就是一张湿淋
淋的竹料土纸。

抄纸手如此这般地无穷反复，一
张张纸便在槽桶旁的架板上累积成了
湿淋淋近两尺厚的一大叠。 如用手隨
意去碰它一下，就成了烂渣渣的纸浆，
碰到哪烂到哪。 可抄纸手将几寸厚的
一大块杂木板压上去，还加上几层，再
用一根两三米长、 大菜碗粗的木棒横
压上去，一头就近卡在“木榨”的横梁
下， 远的一端则挂到绕经粗辊轴的竹
缆绳套中， 再不断扳动那根插进横穿
辊轴孔洞中的小木棒， 就这样借用着
杠杆原理，将那一大叠纸中的水榨干。
何以又不会把纸压烂成纸浆， 一张仍
是一张，就像变戏法一般，你说奇也不
奇？

然后把榨干水了的这叠纸一张张
掀起来。 更加神奇的是,这一大叠榨干
了水的湿纸,四个角中有三个角是无论
如何都无法把纸剥离开来的， 掀一张
就烂一张,�再小心都无济于事，多捣鼓
几下，真的就要弄成纸浆了。 唯有靠近
抄纸人身边左下侧的那个角， 才可以
轻松地将纸一张一张地掀起来。 你说
玄也不玄?据说这一诀窍乃“天上仙人”

指点， 这一动人传说至今还在抄纸人
中广为流传。

把掀开来的纸拿到焙房边， 用长
约一尺的棕刷子把纸一张紧挨一张刷
贴到焙房墙上，这焙房墙高约1.5米、长
4米许， 正反两块墙面间距间烘干，掀
下来便成了一摞干纸。 整个抄纸流程
古老、繁褥、原始，怪诞而有趣。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 周边纸业
的蓬勃发展， 促进了滩头的繁荣与昌
盛。 据说早在元代，滩头就是土纸的著
名产地。 这里抄制的竹料土纸品种繁
多、规格齐全，老仄纸、官堆纸、毛边
纸、时仄纸、玉板纸、建纸、冥纸等应有
尽有， 源源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
数国。 其中又以细韧、白净的“玉板纸”
品质最为上乘， 清乾隆年间还被选为
贡品，纸乡滩头便更加名扬天下。

如今，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 古镇滩头周边的手工抄纸也无奈
地逐渐衰败，大多抄纸槽屋遭到废弃。
可乡间到底还是有一批忠诚的纸业朋
友，仍在苦苦坚持着老祖宗传承的手
艺，尽管挣钱不多，可他们从骨子里
懂得珍爱。 况且，2014年底，滩头的手
工抄纸骄傲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一直坚守抄纸老
行当的滩头桃林村村民李志军，也入
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可喜
可贺。

艺苑掇英

滩头桃林村的李志军一直坚守祖传的抄纸老
行当， 且潜心研习， 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
传承人， 妻子也成了他的有力助手。

艺术地图

古镇滩头民间纸文化———

手工抄纸

荧屏看点

———土地史诗的回归

“寓教于乐”
难在哪里

《白鹿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