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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在追求诗和远方的时候，家永
远是避风港，是心灵的归宿。 《儿行
千里 》从家庭切入 ，展现家风的传
承。 以“儿行千里家风随行”为切入
点，去明星，不煽情。 通过每期分享
两个素人家风故事，倾听不同家庭
背景下普通人在成长道路上所接
受的家教 、家风故事 ，与观众进行
一次传递温暖 、传递知识 、传播优
秀品质的触动心灵的旅程。 这是继
汉字、诗词、朗读等主题后，荧屏上
出现的又一股清流。 湖南卫视8月
27日晚上10点推出这档创新文化
节目，也是国内首档原创家风类节
目———《儿行千里》。 这档节目一经
播出，便成为目前市场上收视较高
的在播文化类节目。

总导演王琴介绍 ， 节目秉持

“儿行千里家风随行”的理念，希望
在朴实的案例中寻找家风传承的
共鸣点，弘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
好家风。 首期节目中亮相的何江与
张立强，一个是从湖南农村走出的
哈佛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坚守在陕
西植树的治沙人 ，其家风 、家训都
非常朴素 。 何江的父母是普通农
民，对他的教育是一句简单有力的
“不打牌 ，不外出打工 ，多阅读 ，多
夸奖”； 而张立强家庭三代都是治
沙人 ，“不把沙漠变绿洲死都不回
头”是全家共同的信念。

节目以 “纪实+采访+文化”的
形式为主，通过展示普通家庭的家
风精神财富，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
同主人公的性格及故事，进行了区
分化的精细设计，“有趣， 有益，有
笑，有泪”，主持人何炅如此形容自
己的录制感受。 节目中，嘉宾不仅

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还会亲笔写下
给未来孩子的家书。

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
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革，离
家外出求学 、工作 、参军 、经商 、打
工等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状，几代
同堂相聚的时光也仅仅存在于过
年回家的那几天，大部分时间却是
“儿行千里”的思念和牵挂。 首期节
目播出后，网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
于陪伴父母和家风传承，从社交反
馈来看，节目甚至收获了一批更为
年轻的00后粉丝受众。 特别是在网
络平台上，网友反响热烈。 微博话
题“儿行千里”阅读量达到6841万，
讨论2万次 ,“你离家多少公里”“每
天和爸妈一个电话能做到吗”的衍
生话题也因为与当下年轻人处境
高度对照贴合，击中了无数在北上
广孤独打拼的游子的心。 何炅发布

“和观众聊聊《儿行千里》
的故事 ”微博 ，一夜之间
获得21万人点赞，8000多
条长微博评论回复，网友
讲述的离家故事和思家
之情，温暖了越来越多的
人。 何炅感动回复：“我觉
得自己做了特别对的事
情。 ”

有网友在 《儿行千
里 》 的官方微博中留言

说：“惭愧没有做到每天给父母打
电话，看完节目后，默默把微信家
庭群置顶。 ”还有观众说：“我觉得
《儿行千里》是一个年轻人不会主
动去看， 但是看了之后会喜欢的
节目。我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看，
提醒我自己也告诉他， 家风传承
的重要性。 ”

一段段普通人的家风故事并
没有多么惊天动地 , 更多的是平
凡又具有力量的感动。其实，真实
的记录与叙述更能打动人心。 这
也是以真情实感为底色、 以真实
为核心的 《儿行千里》 的魅力所
在。

谢军

林立东今年55岁了， 他敦实的身材， 略为黝黑的方脸
上长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他虽出生在贫困的年代， 走
过不少沧桑岁月， 可书法一直是他从小的酷爱。

“这一辈子若能练好书法是一种福气。” 林立东的一
天， 一般是从清晨闻鸡起舞习练书法开始的， 尔后忙碌一
天的工作， 晚上打乒乓球锻炼身体。 他说这在身体的感觉
和心灵的体验上， 是再美不过的事了。

与冗繁的工作相比， 书法是他放飞心情、 怡然自得的
倾诉和表达， 是纯粹的与古为徒和自我探索。 林立东朴厚、
豪爽、 乐观处世， 他的艺术追求不务浮华， 书风朴实大方，
法度严谨。 他的楷书， 一派古雅， 清朗俊秀， 笔墨之中融
入了自己的风神。 他善于从前人古碑帖中吸取营养， 在努
力实现自我时不弃度。 观其作品， 不难见到褚遂良对他深
刻的影响。 若细细品赏， 由褚遂良上溯， 便可时时见到二
王、 钟繇、 虞世南、 欧阳询等的身影。 这自然是一条习楷
非常正确的道路， 但面对大家， 在森森法度之中要有所别
出， 谈何容易。 林立东知道其中三昧， 他于临帖之时， 也
时时张扬自己的个性。 他的楷书， 善于融隶书、 行书笔意，
在肃穆整然中求变化， 逐渐有了自己书写的取向。 其楷书
《岳阳楼记》 用笔娴熟， 方圆并济。 师魏晋而不泥古， 追唐
宋而常出新。 笔法洒脱干脆， 不拖泥带水， 笔划轻松而有
弹力。 虽横平竖直却呼应穿插， 倚侧牵带， 中规中矩。

在研习书法艺术过程中， 临摹与创作是林立东同时并
进的。 他认为， 临摹是基础平台， 创作是目的， 是表现。
只有精临古帖、 围绕创作进行临摹， 其结果才有价值和意
义。 打开他的作品， 有楷书、 有行书、 有大字， 也有小字，
都很用心， 也颇具灵气。 他经常与书友交流切磋， 也参加
了清华大学周剑初五体书法高研班。 经过几十年的执着和
勤奋努力， 他一步一步地向碑帖学习， 向传统学习， 不断
地悟出书道。 从上世纪末以来， 他开始在书坛崭露头角，
连连获得多个书法奖项。

字小天地大。 古往今来， 前人创立的成功风格十分丰
富， 如能恰当地传承创新， 可产生出全新的风貌。 林立东
认为， 学字就是做人， 字如其人， 什么样的人， 就写什么
样的字， 学会做人， 字也容易写了； 他告诫年轻书法爱好
者， 要学好书法就要踏实， 不为虚名， 要学点真东西。 搞
艺术是为了学做人， 做人着重立品， 无人品不可能有艺品。
他对书法虽有创见， 可不趋时髦， 不求艺外之物。 别人理
解， 他淡然； 不解， 他也坦然。

林立东认为， 替社会做点事， 可以依托书协来做。 由
他和武冈市书协的同志一起倡议、 牵头、 组织， 利用双休
日和其他业余时间， 除了送春联、 送艺术下乡之外， 还经
常开展一些书法扶贫等公益活动。 他组织市书协会员去当
地中小学任书法老师， 开展结对助教活动， 以解决中小学
书法师资缺少的问题。 这一系列活动让书法艺术真正走进
千家万户。

（林立东，国家一级美术师（书法）、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武冈市书协副主席。 ）

岳霞

长沙实验剧场座无虚席，由省
话剧院、芒果影业、湖南破冰素质
教育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少儿版
话剧《十八洞》，8月26日晚在长沙
实验剧场正式进行公演，引起不小
的轰动。 从舞蹈、对话到独白，再到
农村生活的演绎，孩子们的表演时
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和掌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花垣
县十八洞村考察时， 首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2016年，
湖南省话剧院创作了大型话剧《十
八洞》，把“精准扶贫”的故事搬上
舞台，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 话剧
《十八洞》时长100分钟，围绕光棍
脱单展开戏剧冲突，以贫困村农民
的视角来表现“精准扶贫”。

少儿版话剧《十八洞》编剧由
话剧《十八洞》原班人马打造。 为了
适应孩子特点，在台词和内容上都

有调整，难度略有降低。 与原版不
同的是，少儿版《十八洞》更直接，
直奔主题，用具有湖南湘西特色的
语言、音乐、服饰、风土人情，用当
代观众喜爱的多种湖南本土艺术
元素， 为大家呈上了一场视觉、听
觉盛宴。 主旋律的题材， 轻喜剧
的风格，有笑点，有泪点，有温度，
有筋骨， 立足讲好中华民族实现
“中国梦”的湖南故事，艺术上突出
了湖南湘西的民族地域特色。 对孩
子们来说，挑战不少。 这次公演的
16名演员中，绝大部分小演员都是
“00后”、“10后”， 最小的只有6岁，
最大的是中学生。 为了让孩子们演
好该剧，破冰影视素质教育工作坊
执行团队带领孩子们来到十八洞
村，与苗族小朋友们同劳动、拉家
常，深入体验村民们的真实生活。 8
月份，还进行了为期20天的封闭式
排练。

株洲市何家坳小学五年级的

凌旌睿同学在剧中演一名叫“石
头”的小青年，他的台词较多，还有
舞蹈戏份。 他坦言演话剧非常辛
苦，一个月来，自己各方面能力得
到很大提升，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
有意义。 春妮扮演者彭文雨是砂子
塘小学一年级学生，她表示这个暑
假参与《十八洞》的排演受益匪浅，
不仅获得了成长， 还收获了友谊，
非常开心快乐。

少儿版话剧《十八洞》总导演
许亮说，创作少儿版《十八洞》的冲
动，是看到“中国2020年再无绝对
贫困人口” 的新闻报道受到的启
发。“四跟四走拔穷根”“扶贫先扶
志”是少儿版《十八洞》表达的主
题，意义深远。 相对于其他的表演，
这台话剧融合了台词、舞蹈、演唱
等各种艺术形式， 表演难度大，对
孩子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

少儿版话剧《十八洞》正准备
在全国进行巡演。

张卫人物漫画里
的创新元素

李国斌

8月底，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广州市文
联主办的“289花样生活节”———漫画家眼中
的名人肖像漫画精选展在广州市举行， 全国
50名漫画家的50幅作品参展。 这些作品是从
全国上千幅投稿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湖南省
美协漫画艺委会主任张卫创作的《我们的博
士袁隆平》入选，是湖南省唯一入展作品。

张卫是湖南漫画的领军人物。 他创作的
雷锋肖像漫画《永远的雷锋》，独辟蹊径，与书
法家、书法爱好者一起互动完成。 2011年全国
道德模范人物评选揭晓后，他遍邀书法家、书
法爱好者和普通群众， 把所有道德模范的名
字写成书法。 他以这些名字为元素，组合成了
很有创意的雷锋肖像漫画。 参加名字书写的
有几百人，上到80多岁的老书法家，下到6岁
的小朋友， 不但在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有创意
的弘扬雷锋精神活动， 同时也开展了一次中
华传统文化普及活动。 该作品在人民日报《讽
刺与幽默》发表。《讽刺与幽默》刊登该作时加
了编者按：“雷锋，不应只是作为宣传的符号，
而应是人们良知的一个象征， 由许多像雷锋
一样的人一起来铸就新时期的雷锋， 会让雷
锋精神得到不一样的绽放。 ”

此次在广州展出的《我们的博士袁隆
平》， 是张卫于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创作的。
袁隆平是为世界粮食作出极大贡献的科学
家，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表现的正是“东方之
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 而且中
国馆造型与博士帽相似。 张卫把中国馆作为
博士帽戴在袁隆平的头上， 加上袁隆平是研
究杂交水稻的专家， 稻穗又跟博士帽的吊穗
相似。 画中，他把袁隆平阳光、笑容可掬的形
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整个画面的颜色从头上
到身上都是中国红，代表着喜庆、热闹、祥和。
这幅作品在《讽刺与幽默》刊发后，还在第一
届全国水墨漫画大赛中获奖。

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国际漫画双年展”
最高奖获得者、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得
主，张卫说：“肖像漫画发展到今天，不能只是
在像和夸张上做文章， 而是要在更广更深地
融合其他艺术方面努力开拓，反映时代意识，
追求新的高度。 ”

值得一提的是，张卫创作的雷锋、袁隆平
肖像漫画， 都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来完
成的。“中国漫画家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水墨
画，多用和用好水墨，画出中国特色的精美水
墨肖像漫画作品。 ”张卫说。

袁湘帆

熊新野， 1919年生于湖南湘乡农村 。
1939年考入湖南华中艺校学美术， 受到抗日
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影
响， 开始了他初期的木刻创作活动。 1942年
暑假， 当时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著名版画家
李桦先生， 在长沙暑假绘画讲习班任教， 新
野从湘乡到长沙， 参加了这个讲习班的木刻
画学习。 这次学习， 提高了新野的木刻技
艺， 也给他增添了浓厚的兴趣和创作信心。
从那时起， 以后的40多年中， 李桦先生一直
都关心着新野的事业和创作， 他们既是师
生， 又是战友。

1943年， 新野创作的 《鲁迅像》 刀法严
谨， 黑、 白层次变化自然明快， 是保存下来
的新野最早的版画作品。 1947年， 新野在湘

乡县立元春中学任教时创作了 《秋收后》。
这是一幅表现江南农村景色的黑白木刻， 画
面主体是一群水牛， 正在秋收后的山村田野
上吃草。 1948年创作的 《老农妇》 《水力碾
米》 也都是表现画家家乡的农村生活题材。
《水力碾米》 画面场景复杂， 但他通过透视
和明暗的黑白处理， 使人物、 房屋、 机械、
工具等景物获得了层次分明的良好效果， 从
这幅作品可以看到新野当时运用黑白木刻语
言的技巧已较成熟， 已显示了他自己的风
格。 这一年， 新野被接纳为“中华全国木刻
协会” 会员。 《水力碾米》 一画参加了该会
举办的全国木刻展， 并被选入该会当年编选
出版的 《中国版画集》。

1950年， 已满30岁的新野和妻子左一萍
一起， 辞去家乡多年的教师职务， 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招聘的技术人员、 知
识分子队伍， 携带着幼小的儿女， 踏上了奔
赴西北边疆的万里征程。 从那时起， 新野
的美术活动和创作具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1953年， 新野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先后
在新疆画报社、 新疆文化厅美术工作室、 新
疆群众艺术馆、 新疆展览馆等单位从事编
辑、 群众美术辅导和专业创作等工作。 1982
年他调到新疆画院之后， 才有较充分的时间

专门从事创作活动。 美术评论家艾里曾经这
样评价新野的版画： 他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
年代的版画作品， 虽然数量不多， 却都是精

心之作， 在这些画幅之中， 不仅镌刻着时代
的明显印迹， 也反映出作者在木刻版画艺术
上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进疆第一年》 是1957年创作的套色木
刻。 描写解放军在进驻新疆第一年的寒冬季
节， 在冰天雪地的郊野用“爬犁” 拉运石块
进行水利建设的壮观场面。 新野当时也是这
个劳动队伍中的一员。 这幅画曾以军史画选
入全军第一届美展， 并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
馆收藏。 同年创作的 《收茧站》， 后为中国
美术馆收藏。

他的作品以黑白木刻为最多， 他善于用
线条和黑、 白、 灰的版画语言表现丰富的内
容。 不管是单纯还是复杂的画面， 他都严谨
处理黑、 白、 灰的关系， 使画面或形象鲜
明， 或高远深邃， 或幽然沉静， 使欣赏者从
画面上得到一个完整而有韵味的意境。 他用
刀凝重， 线条有力， 既重视黑白关系， 又追

求光影效果，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画面
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天山林区》被选入《中国
新兴版画五十年》画集，《于田农家》为中国美
术馆收藏。

1984年夏天， 新野已65岁， 且体弱多
病， 但他仍然坚持深入新通车的乌鲁木齐
至库尔勒天山铁路沿线 ， 到最险要的峡
谷 、 隧道、 桥梁以及十几个哨所， 每到一
个站点， 就背上画夹， 跋山涉水， 对景写生，
给武警战士作画留念， 还将自己印制的多幅
版画送给哨所战士。 在 20多天的活动中，
他画了许多速写和草图 。 1985年创作的
套色木刻 《穿越天山》 便取材于此行的
画囊中， 此画当年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
“新疆十人版画展”， 后为民族文化宫收藏，
1986年又为日本福山博物馆收藏。 1987年4
月16日， 熊新野积劳成疾， 因心力衰竭离
世。

艺苑掇英

《鲁迅像》 10cmx7cm�熊新野 1943年

《进疆第一年》 19.5cmx54.5cm�熊新野 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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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东 书法作品（局部）

艺路跋涉
影视风云

艺林风景

演给孩子们看的话剧《十八洞》

《儿行千里》：
又一股荧屏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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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碾米》 13.3cmx17.2cm�熊新野 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