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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瑜

“一送老者添福寿，我的妹妹子呀，
啦呀咿呀嘿；二送少者万年春，我的哥哥
子呀，咿呀呀咿哟；三送桃园三结义；四
送四季发大财……”，一对男女演员的表
演伴随着阵阵器乐， 在我们村里的乡村
大舞台上飘出。 这熟悉又久违的地花鼓
不禁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地花鼓是我最值得回味的少年时代
文化享受。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的故乡
益阳修一个大型水库，叫鱼形山水库，本
来就人多田少，附近又没有地方安置，省
里就组织一部分家庭举家移民到当时地
广人稀的黄盖湖畔。 我的父辈就这样来
到这里围湖开垦，经过他们的艰辛耕作，
数年之后开始尝到了“鱼米之乡” 的甜
头，倒也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70年代
末期到80年代初期， 实行责任制分田到
户， 由于我们这里湖田较多， 又十分肥
沃，粮食产量高，还可以在农闲时下湖捕
鱼，家家户户收入可观，提前过上了丰衣
足食的生活。 而那些留在益阳老家库区
附近的乡亲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由于
修水库失去了田地， 吃饭问题都难以解
决。 于是他们想到了移民来的沾亲带故
的亲友， 看能不能下来寻求一些经济上
的帮助。

他们来走亲戚，总是不能空手，有人
就想到了打地花鼓。益阳是花鼓戏窝子，
地花鼓是农村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
乐，不要台子，不要场地，两条板凳宽的
地方，三两人就可以把戏唱转。每年正月
间， 老家人送戏成为了来慰问亲人不错
的选择。 他们辗转从村里走二十几里路
到益阳城里坐汽车到长沙， 改乘火车到
岳阳或者临湘，再搭汽车来到我们这里，
头天天刚蒙蒙亮出门，第二天才能到，也
是不易。

他们会选择在一家比较亲近的亲戚
家里落脚。来的当天，吃顿亲人做的丰盛
的大鱼大肉，酒足饭饱后，就开始了他们
挨家挨户的送戏访亲。 当然是亲戚牵头
带他们去，提一个篮子，用来装包封和烟
酒。 记得来我们这里次数最多的是杨爹
家的亲戚和大满叔家的亲戚。

每伙来唱地花鼓的一般是一男一女
两个主要演员，这男的演丑角，称为“三
花子”，头戴无边草帽子，系条白裙子，拿
把黑折子扇，弯腰扭着矮子步，很滑稽的
样子；那女的演花旦，穿彩衣裙，头戴凤
冠，一手舞着花手巾，一手舞着把扇子，
走着摇摆步，笑盈盈地扭出各种姿态。后
来我才知道这叫“旦角风摆柳，丑角巴地
梭”。 因为怕人多车费开销大，他们一般
只来两个主要演员， 打小鼓小锣小钹之
类的都是当地人帮忙。

打地花鼓拜年不分白天晚上的，我
们这些细伢子总会跟着他们前前后后、
跑进跑出的看热闹。一行人敲锣打鼓走，
演员进得门来， 首先是叫声给东家老板
拜年来了， 家家户户都会出来放挂鞭炮
迎接，客气地装烟、筛茶、端盘米泡块、红
薯片、豌豆花生之类请大家吃。唱的地花
鼓一般是《拜新年》《送恭喜》《送财》之类
的。唱到快近尾声时，提篮子的带路人会
开始说多谢多谢、 东家大方之类的恭维
话。这时，老板屋里会拿出一个准备好的
包封（红包），里面一般三到五元，也有十

元的，双方一般都不会说啥，有亲戚关系
可能会多点，客气的还打发几包沅水、香
零山之类的香烟或两瓶自家酿的谷酒。

每家演出大概十分钟左右， 我们这
些细伢子就会提前跑去下一家报信：打
地花鼓的来了！ 就这样一路乐此不疲地
在村里面家家户户转。 有时有的人家走
亲戚去了或者睡得早， 在门前敲几下锣
鼓，没有动静，就到下一家。 到了晚上提
着灯笼走，一路灯火很是热闹。全村跑完
大概三到五天，有时候碰上雨雪天气，路
不好走，要一个星期。据说他们每个演员
每年也能够有三五百块钱收入， 这在当
时是蛮可观的，能解决家里不少问题。所
以，他们一般年年都会下来打地花鼓。

看地花鼓的日子每年春节伴随我，
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带给我们许多欢乐。
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打地花
鼓的老乡就少下来了。 虽然也听过湖北
那边过来的渔鼓等， 但我总觉得故乡的
地花鼓十分亲切， 一直很怀念那远去的
花鼓声！ 我曾经找来做客的益阳老乡打
听过多次：为什么打地花鼓的不来了？他
们的回答几乎是一个腔调：没有时间，都
到广东打工去了，回来过年，正月间只有
几天假在家陪亲人；现在打工收入高，也
不愿意做那种碍人情面子的事了。 我听
了不无遗憾，过后更多的是高兴！

今年地花鼓又来了。 带队来我们村
里演出的，是杨爹家的亲戚满妹子，当年
她十七八岁的时候来我们这里演过。 她
说这几十年虽然在外地打工创业赚了
钱，但总觉得打地花鼓的行当丢了可惜。
今年， 她听说有外国友人在家乡鱼形山
水库搞旅游开发， 就卖掉广东的厂子回
益阳组织了一个民间地花鼓剧团。 几十
年过去，益阳地花鼓还是很红火，她在景
区和周边地区演出应接不暇。 她还准备
办一个地花鼓培训学校， 培养更多的地
花鼓演员。 我们村支书龙哥也就是杨爹
的儿子知道乡里乡亲都很喜欢故乡的地
花鼓，特意联系老表满妹子来演出。

本来龙哥准备安排车去益阳接他
们，满妹子说自己有车，走高速过来两个
半小时就到了。 在村里新修建的文化活
动中心演出，白天下午演一场、晚上演一
场，两天演了四场地花鼓，每场都演几个
当年演过的经典地花鼓。 来看戏的除了
本村人，还有附近十里八村闻讯而来的，
乡亲们看了演出直呼过瘾。

演出结束， 龙哥准备了两千块钱红
包给演员，满妹子再三推却，说什么也不
肯要。她说现在都不差钱，来联络一下亲
情，可以传播故乡地花鼓文化，当年在这
里打地花鼓劳烦过很多亲人， 也算是作
些许回报！

满妹子表示， 今后还会来这里为亲
人慰问演出， 也准备在这里带几个徒弟
去她的地花鼓培训学校学习， 让这里的
亲人能够在家门口长期欣赏到故乡的地
花鼓！

李雪

《天天向上》 是湖南卫视最具知名度最
“长寿”的节目之一，是国内脱口秀节目的领
头羊。从2008年8月4日首播至今，10年耕耘创
新不辍，热度一直不减。

近期推出的“边境上的宝藏” 这一新板
块，获得了《人民日报》的高度评价，称它：“开
启了新的文化课堂， 带年轻观众领略了中国
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并唤起他们传承中华
文化的责任感。 ”

一档文化节目，叫好又叫座。 这与节目坚
守“文化公益节目”的定位，把握“文化”和“公
益”这两个支点，坚持主流导向，扎根群众，防
止泛娱乐化分不开。

勇于担负社会责任， 唱响青
春之歌

沈欣是《天天向上》现任制作人，也是“全
国十佳制片人”，曾执导过《快乐大本营》《金
鹰节》《跨年演唱会》等节目。 他认为《天天向
上》与其他综艺节目最大的区别就是：主流正
能量是节目一以贯之的创作准则。“《天天向
上》的受众具有年轻态、高学历的特点，因此，
我们也一直与共青团中央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联合共青团中央在2017-2018年接连做了
两场五四青年节推出的专场节目。 ”

2017年， 节目组邀请了全国六家青年文

明号团体来到现场， 这些都是在各自岗位上
默默奉献的优秀的年轻人： 为G20峰会服务、
守卫南海、修建国际铁路……“我们希望，通
过这些优秀青年的事迹在全社会树立一个好
的榜样标杆，激励年轻人奋发向上。 ”

2018年，关注青年人就业问题，节目组邀
请“创业先锋”戴跃锋指导“新木匠”张鑫、男
旦刘冰、“梦守护”徐文骏、新媒体公益人张潇
冉和PEER庄晨雷就业。

去年9月，《天天向上》制作播出了国庆专
题节目，导演以当下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
铁、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和电子商务为切口，
邀请发明背后默默奉献的人走到台前， 讲述
这些令人骄傲的成果背后的故事。

立意高、小切口、大情怀、角度新颖，所以
纵使当期节目无一位明星嘉宾， 却依旧在观
众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 让观众体会到了浓
浓的民族自豪感。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搭建中
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天天向上》致力于挖掘娱乐以外的，高
级趣味的文化内容。 为观众打造生动有趣的

“传统文化公开课”，是节目始终坚持的方向。

从历史悠久的木偶戏、杂技、
民间舞蹈， 到代表文化艺术
巅峰的国粹京剧、昆曲，都在
节目中得到了演绎。

《天天向上》还注重创新
传播手段， 以其独特的文化
初心与文化嗅觉开辟出了独
有的综艺形式。 它打破了以
往文化节目千篇一律的说
教， 用轻松愉悦的故事讲述
方式， 把沉重深刻的传统文
化变为新颖有趣的节目内
容。 导演们很关注流行热点，
并能巧妙地把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起来。 比如今年9月播出的中秋特辑，就是导
演在网上看到一个制作汉服的团队很受年轻
人喜欢，便把这个团队请到节目现场，用汉服
传承者的视角，把中国古代装束搬上屏幕，让
观众体验汉服之美。 播出后，节目不仅获得观
众认可，也赢得了《人民日报》公众号的点赞。

广电总局刊物《综艺》曾用“中外文化交
流的名片”来形容《天天向上》。 多年来，节目
组做了“中国-瑞士”“中国-克罗地亚”“中国-保
加利亚”等系列中外文化交流节目，将观众印
象中“高大上”的外交概念变得易于理解，也

更接地气。
2018年1月，《天天向上》获得“金屏奖”最

佳文化节目创新奖。

扎根基层，心系公益，挖掘人
间真善美

作为一档贴近老百姓的电视节目，《天天
向上》在节目策划中坚持扎根基层，在全国寻
找感人精彩的真人真事。

2016年冬天，《天天向上》 推出了全新板
块“天天向善”，讲述平凡人物的温暖故事。 导

演组走遍中国寻来的“向善代表”山东青州免
费为环卫工送包子的石福军、 湖南乡村教师
王玉吾、衢州早餐奶奶等人，一一走进大众视
野。“勿以善小而不为”，节目里提出的“点滴
温暖，天天向善”公益概念也得以广泛传播。
故事播出后，观众反响热烈，纷纷在节目的微
博、微信留言：“‘天天向善’的主人公都有一
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希望我也能做到不
忘初心”，“看了‘天天向善’的支教故事，我也
想去支教”……

2017年秋天，导演组又策划了“行业榜样
季”系列节目，深入各行各业，挖掘小人物身
上的正能量和闪光点。

在选题时，节目内容尽量与时下最有趣、
最受关注的话题结合起来。 比如当时震惊全
国的大案“周克华案”侦破后，导演组就想到
是否能以这个案子为突破口， 找到破案背后
不为人知的“功臣”，这背后的故事一定感人！
果然，破案的关键人物匡政文是个好嘉宾！ 匡
政文说，因为破周克华这个案子，看了两年的

“天眼”视频，甚至“看周克华比看自己的老婆
孩子都多！ ”

沈欣说：“我们觉得， 像匡政文这样的警
察，是爱岗敬业的模范标杆，他对待工作的态
度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 ”

2018年6月，《天天向上》获得了由中视协
颁发的“公益栏目类优秀作品奖”，这是对节
目在公益领域的一次给力认可。

姚子珩

一个专注于眷恋历史特有风
情、 城市建筑的油画家， 初试锋芒
便以 《王·后二号》 作品获全国大
展金奖， 26年孜孜不倦在华夏历史
时空和城市剪影间掠笔着彩， 逐步
形成自己凝重深邃的另类风格。
他， 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 荣
誉称号， 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师德
标兵”， “最美画家” 的称颂传遍
大江南北。

他叫段江华， 寻觅他的艺迹，
品读他的作品， 油然而生感慨： 段
江华是一个值得深研的画家， 他的
作品是一种需要思考的艺术。

从历史文明中挖掘不朽的灵光
1989年， 段江华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毕业时， 正碰上油画艺术转型时期， 一批发
起“85新潮” 的“新生代” 力图挣脱“历史
意识” 的束缚， 开创文化创新的新局面， 留
下难以愈合的断层。 而段江华则有自己的另
类思考， 他潜心深入到时光长河的深远处打
捞历史沉寂的内容， 从深埋土壤的历史文明
中挖掘不朽的灵光。

长沙马王堆辛追太太的发掘， 成为轰动
世界的重大历史发现。 段江华用艺术家的目
光， 发现了辛追太太“不朽” 表象之后深层
蕴含的传统文化意义， 他通过 《王·后二号》
《最后的辉煌》《捆绑的王和后》 等有关马王
堆的系列作品， 描绘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
上层人士渴望自身不朽的诉求。

正如 《左传》 立德、 立功、 立言的叙论
一样， 不少王侯将相希望借助生前的德行、
功名、 著作赢得身后不朽， 不仅追求肉体不
朽， 而且追求不被遗忘从而达到不朽。 段江
华创作的 《王·后二号》， 用凝重的笔调， 阴
暗的色彩勾勒透现出朦胧形体的王及后两具
裹尸， 彰显出不朽的神话、 文化、 时代烙
印， 同时也提出哲理质疑。 油画传递的思想
之深邃， 容量之宏阔， 令人思绪万千！ 或许
这正是此作1994年获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金
奖， 又被选入中国100年油画回顾展， 并被
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缘由之一吧。

那个时代因为有段江华那样一批艺术家
的努力， 使艺术断层得到弥合， 油画创作能
沿着历史的重心延伸。

让标志性建筑
彰显出纪念碑特质

段江华站在艺术的高原上， 不满足于久
远历史人物与器具的展现， 不懈地观察、寻
觅、思考、创作。2006年他移师北京，发现中国
近现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建筑物，大
多集中在京城。 他将多年承接积淀在心底的
文化线索和艺术意识进行清理、筛选，颠覆了
中国油画几十年以人为描绘中心的图像描
绘， 将久远的历史影像转换到对近现代革命
题材的关照。 故宫、天安门、天坛、地坛、长城、
颐和园、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段
江华选择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作为创作图
像， 希望典型建筑本身的作用因素受到人们
关注。 但他很快有了对自己更新更严苛的要

求，重新审视对创作题材的艺术选择。
段江华深深感到， 当前城市化的加速发

展， 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发展史中， 是富有亮
色和特点的炫目阶段， 它昭示城市文化正在
逐步占领高地， 主导乡村文化， 农业文明正
在逐步嬗变为工业文明， 带给人们的既有欣
喜， 也有潜在忧患。 作为有担当意识的艺术
家， 他认为有责任在颂扬城市文明的同时，
警醒大家保护环境， 留住蓝天与绿色生机，
提示人们在高楼和物质中惊叹奇观、 伟岸与
激情时， 不忘点赞大自然原始的崇高与质朴。

于是， 段江华拿起画笔描绘有现代特色
的标志性建筑：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
央电视台新楼、上海电视塔、外滩、陆家嘴、苏
州园林、 各种特色主题公园……他多以平淡
的城、楼、馆、墙、广场……命名，摆脱中国当
代艺术流行的图像和母题， 远离以人为中心
图像的油画热门主题，浸染忧患意识，营造出
宏伟、壮阔、深邃的史诗氛围，饱蓄不朽的内
涵，别出心裁，用极为浓重的笔触描绘主景和
主要建筑，一方面反复涂抹颜料，用高出画面
5至10厘米的厚重颜料构筑建筑物，另一方面
运用对比手法薄涂天空， 形成鲜明的视觉对
比，昭示厚重的史迹感。 天空中不时透出或明
或暗隐约深浅的亮光，强化透视作用，表现出
深邃旷远的气势， 让屹立的标志性建筑彰显
出纪念碑特质，焕发出不朽的光辉。 他力图用
油画艺术让当下城市化的历史足迹永久不被
人们遗忘，也让人们领悟：唯天空是真理、是
永恒、是自由、是不朽。

要有湖湘艺术人的文化担当
段江华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湘西怀化山

沟里。 出身、 成长及接受教育的自然环境和
时代背景， 熏陶出他的人品德行与价值取
向， 在艺术创作中彰显出勇于担当的忧患意
识， 表达出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
厚重、 深邃的艺风； 另一方面， 在德性修养
方面锻造出无私、 博爱、 乐于助人的美德，
恪守“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的价值准
则。

2015年3月4日， 春寒料峭。 7岁的小女

孩阳阳放学回家不慎掉入湖中， 漂向湖心，
危在旦夕！ 正好在湖边的段江华纵身跳入冰
冷的湖水， 把小女孩救上岸。 得知阳阳父母
在外地打工， 家境贫寒， 他还认阳阳为干女
儿， 经常给阳阳送去文具和生活用品。 多家
媒体要采访报道他， 他总是摇手避之： “这
事不值一提！ 只要是有善心者都会这样做。”

段江华对所教学生的关心更是无微不
至。 学生于轶文家境贫寒， 他不仅给他添置
衣服， 供给饮食， 照顾其生活， 帮助他克服
艰难顺利完成学业， 成为知名青年画家。 湖
南省美协主席、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朱训德介绍， 段江华甘当铺路石， 从教26年
来， 每年都购买大批价值昂贵的颜料和画框
赠送给经济贫困的学生。 26年里， 他资助学
生100多人， 挽救了几十个寒门学子的艺术
生命， 输送了一批卓尔不群的优秀艺术人
才， 诠释了为人师者之“义道”。 段江华还
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百年职校” 捐赠画
作， 拍得善款100多万元悉数捐给该校学生。

“艺术家的创作无须媚俗， 不能随流，
不能钻进钱眼！ 恪守‘二为’ 方针， 要有当
代湖湘艺术人的文化担当。” 他经常这样教
育学生， 自己也率先垂范。 出名后， 一个画
廊老板找到他， 提出以2万元一幅， 预订80
幅同一题材作品。 段江华2个月就可完成这
笔收入可观的业务， 但他断然拒绝了： “简
单重复不是艺术， 绝对不可为了赚钱而失守
艺术的神圣！”

20多年来， 段江华潜心事教和创作， 取
得了卓越成就， 先后有20多幅作品在全国
获奖或被著名美术馆收藏 ， 举办和参加
画展 40多次 ， 数十幅作品获各种大奖并
被国家美术馆等馆所收藏， 出版 《段江华作
品集》。 他担任湖南油画学会主席、 湖南省
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 已成为湖南油画界的
领军人物。

学画先学做人， 德高才能艺馨。 段江华
成功之路昭示： 凡习艺者， 无论天赋多高，
都必须扎实修德， 潜心习艺， 持之以恒， 淡
泊名利， 远离媚俗之风， 融会贯通， 高深互
补， 方能成就大器。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四十年来家国

又闻地花鼓 不朽在时空深处闪光
———解读油画家段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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