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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晓玲 杨剑波

堆满菊花原石的简易工棚中，“哧哧”之声不绝于耳，郑明宽正用
电钻精心雕琢着菊花石作品。 现年42岁的郑明宽是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人，1993年开始接触石雕创作，至今已有20多个
年头。

在郑明宽的作品展示区，木架上摆放的一件件造型优美、古色古
香的菊花石和杨柳溪玉作品，琳琅满目，犹如置身艺术殿堂。 而另一
木架摆放的奇石，更是姿态万千。 说起这些大自然的瑰宝，郑明宽如
数家珍。 这些独特的奇石都是他平常业余时间户外活动或旅游过程
中搜罗收集起来的，其家中收藏的奇石已有百件。

他双手拿起展柜上一块翠绿的石头：“你们看，这个像什么？ ”“像
个小猪啊！”笔者惊叹。郑明宽说：“是的，我给它取名翠猪，你们看它浑
身饱满圆润，颜色翠绿，轮廓清晰，好一只惹人爱的小猪。 ”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石头走进泸溪县百姓家中，成为室内装饰品，更成为石头爱
好者收藏的宝贝。

长期经营石馆过程中， 郑明宽结识了一批像他一样热爱奇石收
藏的“石友”，业余空闲时间，他会邀约大伙儿在沅江沙滩或山丘上寻
找美丽而独特的奇石。 每当找到满意的石头，郑明宽便会与同伴们现
场鉴赏把玩起来，交流这些奇石的材质和蕴含的意境。

郑明宽的“石友”们家中，都摆放的千姿百态的奇石，或形态独
特，或意境鲜明。 这些犹如酒壶、如动物、如崖壁楼阁的天然作品中，
不乏参展获奖的精品，大伙儿围站一圈，交流探讨，其乐融融。 在大家
看来，一块精美的石头，就是一幅画，一个景。 有诗的意境，也有歌的
情怀。 郑明宽在家中喝茶的茶具，都是放在一个他自己雕刻的巨大的
菊花茶盘上，上面的菊花、流水、山石栩栩如生……

郑明宽告诉石友们：“奇石是鬼斧神工的天然艺术品， 寻到一块
时，你会惊叹大自然会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杰作，更能从中产生种种遐
思，得到艺术享受。 当代许多文化名人，也热衷于寻石、藏石、赏石，与
石头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

郑明宽说：“古代人赏石，是按照瘦、皱、漏、透、丑的5个标准来进
行鉴赏的，而现代人赏石，则着
重形、质、色、纹、韵五个主体因
素，收藏奇石，重在发现精品，
必须懂得鉴赏。 ”每当“石友”们
寻觅到独特的奇石， 都会来到
郑明宽的工作室内小聚一番，
一起围坐台前品茶， 讲的都是
奇石里的“故事”。

郑明宽1999年创办郑明宽
菊花石雕工作室，2015年被聘
为怀化学院雕刻研究所副所
长， 现工作室为怀化学院雕刻
艺术研究所实习基地， 主要创
作菊花石、杨柳溪玉等作品，并
多次在大型展会中获奖。当前，
泸溪县境内收藏奇石的玩家不
少， 郑明宽正与石友们琢磨着
成立一个奇石协会， 结合旅游
发展， 把奇石文化更好地推广
出去， 把泸溪的奇石与本土文
化结合起来，发展壮大。

侯严峰

电影《芳华》首映，泰山学院教授、音乐系主
任杨宁迫不及待地抢看了上午九点多的那个
“早场”。 随即，他在微信“战友群”里发表感想：
“看了《芳华》，一天下来满耳都是《绣金匾》的旋
律，眼前总在闪动着‘草原女民兵’的舞姿。 电影
里的许多故事分明就是我们当年在部队宣传队
时的写照。 ”

杨宁是我的战友。《芳华》表现的那个年代，
我们正在济南军区所属内长山要塞区文艺宣传
队。 杨宁虽是新兵，但唱歌、谱曲、演奏单簧管样
样在行。 没几天，许多当年的战友都观看了《芳
华》，并在“战友群”里纷纷发表感想。 有在影片中
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回想起埋藏在心底的那段
“小秘密”；有追忆自己那个年代青春芳华，在家
里伸伸老腰、蹬蹬老腿，幻想一下重返舞台；也
有的“吐槽”影片扭曲历史，把一群本来青春、美
丽、纯真的部队文艺战士描绘得面目全非……

有位当年的女战友说，那时的我们，就像一
群不知疲倦的欢快小鸟，工作之余，常常是肩并
肩、手牵手，歌之舞之，单纯得甚至有点儿“冒傻
气”。 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嘲讽挖苦，甚至合伙
欺人，不属于我们那个年代，更不是我们文艺战
士的做派。 不少人对影片中的细节表示质疑。比

如芭蕾舞剧《沂蒙颂》“我为亲人熬鸡汤”的优美
旋律中， 一位男舞蹈演员竟然因为女舞伴何小
萍身上的“汗臭味”公然拒绝与之共舞；还有人
则对影片“好人没好报”的结局感到心凉：“让人
开始怀疑人生……”

对比《凯旋在子夜》《高山下的花环》《雷场
相思树》等战争影视剧，有人发出了《芳华》“亵
渎芳华”的慨叹。其实，褒也好，贬也罢，《芳华》的
热映本身， 已经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对于逝
去了的那个年代的留恋，对于青春芳华的惜别，
对于美丑善恶的辨析。 从这个意义上说，《芳华》
对人性的颂扬与针砭， 对同类题材影片的挑战
与突破，已然引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兴趣。

一部电影，不可能尽述人生；即便是那个年
代，芳华也不都是完美无瑕的。 爱与哀痛，寻觅
与错过，善良与冷漠，崇高与卑微，这些复杂的
人生经历， 也无可避免地揉入了影片中的那些
故事、那些人。 有人说，从影片开始直到结束，一
直沉浸在一种无可名状的压抑情绪中， 却一时
难以找到宣泄的出口。 也许，正是这种并非刻意
制造的“压抑”，才给人们留下了芳华散尽之后，
对于时代、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反思。 正如编导者
所说：“《芳华》骨子里是热的暖的。 ”

在我看来，《芳华》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较
好地处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经历

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命运怎样安排，也都有着
属于自己的故事，不可能千篇一律。 当然，同处
一个时代，同在一个军级文艺团体，我们要塞区
文艺宣传队和影片反映的省军区文工队也有惊
人的相似之处，有些故事更是如出一辙。 我们宣
传队也发生过男演员给女演员写了一封表达好
感的信件，却被女演员上交“组织”，结果一直当
“先进”的男演员被调离，后来又作复员处理的
事情。 也是1978年下半年，我们要塞区文艺宣传
队要解散了。 最后聚会那天，场面和《芳华》描述
的别无二致：排练厅里挂了一块很大的黑板，上
面用粉笔写着五个大字：“啊，朋友再见！ ”四
位歌唱演员缓步走上前台， 为大家演唱了南
斯拉夫电影《桥》插曲———“啊，朋友再见！ 啊，朋
友再见……”一曲唱罢，四个人已是泪水涟涟，
情不自禁地相拥成一团， 台下的我们也都是相
拥而泣。 我们知道，这一别意味着什么。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片
尾歌声的萦绕间， 观众们唏嘘着走出放映厅。
《芳华》还在播映，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阅历的
观众也还在褒贬不一地热议这部影片。

回首花月皆相似，人生何处不芳华。

贺羽

《雄关》 是我2016年完成的以长征途中
的毛主席为主题的油画肖像创作。 表现的是
遵义战役期间毛主席登上娄山关口， 于斜阳
映照与凛冽西风中远眺群山， 生发万千感慨
与浓郁诗情的历史性一幕。

遵义战役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 是红军
长征途中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次胜利， 也是毛
主席重回军事指挥核心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这一仗红军重创了自长征开始一直尾随追击
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 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 为下一步
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在 《忆秦娥·娄山关》 中曾
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就是这一历史情境的诗意描
述。

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如何用油画来表达， 我思考了很长时
间。 一个偶然的启发， 让我决定采用毛主席手牵缰绳的动作，
表现他在娄山关上驻足停留的那个黄昏， 大约已经到了动身的
时刻， 他的双手下意识地要牵动战马， 但马此刻仍在专注地吃
草， 而他自己也还在意犹未尽地望向远方。 这个动作我自认为
与当时的历史氛围比较贴合， 只是如何把这个动作画得自然，
还是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加入了环境和光线等因素， 方才形成
后来的画面。

一般观者可能会觉得画历史人物只要把脸画好就行了， 其
实不然。 在整个画面中， 只有动作才能传达出最强大的画面力
量， 才能承载特定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丰富内涵。 可以说， 人物
的动作设计， 不管是单个人物动作还是多个人物的动作组合，
都是画面构思的最重要部分。 翻开表现伟人的历史性绘画， 这
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素材方面， 因为毛主席长征时的照片很难找到， 我只能以
他1938年在延安与林彪的那张合影作为主要参考。 这张照片也
是侧光， 比较接近我的构思。 只是照片中毛主席头的角度和我
画中稍有不同。 在制作中， 不少局部都反复画了好几遍。 不管
怎么说， 这是我在表现领袖人物方面的一次重要创作经历， 虽
然受能力与经验的限制， 画面一定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但我在每一个阶段都尽了努力。 作为一名从湖南走出去的画
家， 能够有机会为毛主席创作历史肖像， 既是挑战， 也是难得
的荣幸。

摄影术发明之前， 绘画是以形象的语言记录历史的唯一方
式。 而今天， 用绘画记录历史依然有自身的优势， 因为我们可
以借由画面来创造一种真实， 这种真实也许从未在历史长河中
毫无二致地存在过， 却因为融汇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寄托了
我们的情感与想象， 也包含了绘画所具有的审美意趣， 使得它
能最大限度地与观者产生共鸣。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优秀的
历史画作最终成为一个时代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这大概就是历
史绘画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也是吸引今天的画家继续为之努力
的缘由所在吧。

老后

冬日融融， 友人匡国泰约我去湘西南的隆回县境北部山
区采风。气喘吁吁地爬上海拔1400多米的鹅梨界峰顶，期盼的
辉煌日落只剩了一片残红， 却是把那西天底下的层层山峦染
润得分外俏丽，平添几许激动。我掏出相机便咔嚓、咔嚓！恨不
得把这山野的神韵全部包容。

夜幕悄然泼下，几阵山风把我从忘形中催醒，才猛然想起
由西北方下山， 去瑶汉杂居的黄湾还有十多华里。 黑灯瞎火
的， 如何走完这段陌生的山程？ 凭了儿时砍柴留下的点滴感
觉，借过满天闪耀的星斗，和国泰两人相互照应着，踉踉跄跄
朝山脚摸去……

山底墨黑，静得吓人，除却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只
有一条小溪潺潺作响。 沿着那条依稀可辨的弯弯小路，伴着溪
水小心翼翼前行。 约摸两三里，倏地撞见几星灯火，终有了初
见人家的惊喜！ 那栋亮有几窗微弱灯光的大木楼，是学堂，也
是我们今晚的归宿了。

走进学堂，摸上那架缺少扶栏的破板楼梯，轻轻推开一扇
半掩的木门，哇！ 满屋闪忽的油灯、满屋稚气的眼神，犹如满天
满天静谧的星星！

两位不速之客，招来一屋的惊异。 我踮轻脚尖走了进去，
向那位正在辅导学生做习题的中年老师悄声说明来意， 便获
得十二分的热情。 他就近从4个小同学围坐的课桌上端起一盏
油灯，要下楼去为我们烧火做饭。 我赶紧挡住他，怎敢为了我
等临时解饥而夺去孩子们这一点点求知的光明！

晚自习下课了，孩子们围着我俩，问了好多好多山外的事
情。 待孩子们睡下，我俩才随老师来到灶屋，燃起柴火，一顿干
辣椒炒青菜的晚饭，好香啊，好香。

次日，跑通学的孩子陆续到校，虽说已是严冬，大多仍打
赤脚。 有个孩子还挑着担沉甸甸的柴火，问他送谁？“学堂里煮
饭要烧柴，今天轮到我供了。 ”一个背竹篮的小女孩说放学后
还要扯篮猪草带回去，家里的猪崽已经没有吃的了。

吊在木板楼梯下的那个铁圈圈当当敲响， 便是学堂里神
圣的钟声。 看他们做操、上课，听他们读书、唱歌，都是一种难
得的享受。

呷晌午饭了，孩子们从各自的教室纷纷拥向外面的空坪。
没有喇叭响，没有哨声叫，也无老师出面喊几声，他们一个接
一个，很快就在厨房门前排成了曲折蜿蜒的“长蛇阵”。 须待前
面一个同学进屋端着饭出来，第二个方才进去。 一个偏远山寨
小学的学习生活治理得如此井然有序，着实让我暗自吃惊。

不论是伢崽或妹子，也不管个头的高矮和大小，每人都是
堆满的一大钵米饭，加一点青菜。 他们在坪里三三两两随地一
蹲，或站或坐，狼吞虎咽地吃着、笑着。 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了
一玻璃瓶剁辣椒，有几个同学挤过来都想夹一筷子。

学堂里的几个老师， 大多也跑通学。 几百块钱一月的工
资，远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放了学，还得走一二十里山路赶回
自己屋里，帮老婆做点畦土。 天刚亮，又赶紧随意抓一把咸菜、
带上些米薯，匆匆重复着去学堂的那条山间小路。

老师们纵是这般清苦，仍视教书为天职。 教孩子们读书，
教孩子们生活，教孩子们做人，还放肆鼓他们的劲──长大了
去当老师、当医生、当科学家、当兵……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十分满足， 天天一起编织着他们辉
煌的梦想，年复一年。 随着老师白发的悄然增多，这山里的孩
娃带着美好的希冀，一批批走出学堂、走出山坳，如同昨晚那
群闪烁的星星，撒满大地、撒往四方……

让跨年节目更有文化内涵
何天平

又到岁末，一些卫视正摩拳擦掌准备元旦跨年演唱会。
若干年前跨年演唱会首次亮相于电视荧屏时，多制作粗线条、舞

美简易、拾音粗糙。 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跨年演唱会这一当代电视
文娱符号从内涵到外延的扩展， 辞旧迎新的节庆话语也因这一电视
文本的加入，变得更加炽热、浓烈。作为电视媒介建构的当代“媒介事
件”，跨年演唱会此后几年受到各大电视台、视频网站的追逐，印证着
其“全民狂欢”的文化潜质。

就受众观感而言， 跨年演唱会近年来的急速发展显而易见———
更高清的摄录技术、更专业的制作能力，以及不断迭代更新的技术运
用（例如直播），使这种电视晚会越来越别致。而虚拟现实、现实增强、
地屏跟踪、全息投影等新媒体手段的介入，进一步强化了电视媒介制
造“跨年”景观的可能性，进一步激发了艺术的想象力。

回顾跨年演唱会之于中国电视的发展路径，除了技术进步，内容
上还是以各种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内容上的“一脉相承”，高度契合
打造嘉年华式电视娱乐的诉求。但总体上，跨年演唱会的文化底色不
应局限于此。 不管是中国传统的庙会， 还是古罗马农神节的庆祝活
动，都在“娱乐”之外显现着人们在重要节庆中的情感与精神寄托。跨
年演唱会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本质没变，只要不脱离“电视艺术”和
“节庆话语”两个关键词，在打通电视荧屏与观众情感之间，仍有众多
的可能性可以开掘。

如何呼应观众情感，借助“跨年”这一电视仪式进行更有效的文
化传播？从去年开始，不少卫视采用更广泛的文化表达。比如，去年深
圳卫视“演讲跨年”聚焦商业话题的全民讨论，北京卫视“冰雪跨年”
为冬奥会跨界预热。 再如，四川卫视今年推出“非遗跨年”，通过非遗
艺术团体与流行的结合， 赋予电视娱乐更丰富的时代色彩和文化意
涵；今年浙江卫视与喜马拉雅FM共同打造“思想跨年”，以脱口秀形
式切入“教育”话题展开深度讨论。 这样的电视创新设想呈现出更多
元的文化姿态，既让传统文化有了参与现代娱乐的机会，又让这一场
场电视仪式拥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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