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艺风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whbml@163.com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19

粉墨春秋

艺路跋涉

《寸土不让》，

潘卫东：

从摇滚到《九歌》

一群业余演员的
花鼓戏

作曲家潘卫东
迟美桦

初见潘卫东， 在几个从事影视艺术行当的人
里， 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一个。 斯斯文文坐在那儿，
安静地听别人高谈阔论。 直至说起了他的音乐， 我
们的交流才顺畅起来。 作曲、 流行音乐制作、 吉他
演奏……原来， 这是一个在乐坛辛勤耕耘多年的湖
南籍音乐人， 也是 《跨界歌王》 《耳畔中国》 等多
档电视节目的音乐制作执行者。
潘卫东编曲制作代表有独立唱片 《六月》、 丁
微 《再见我爱你》、 羽泉 《翅膀》、 魏伽妮 《春天
的 芭 蕾》 《阿 里 山 的 姑 娘》 、 傲 日 其 愣 《牧 歌》
《天边》 《天上的云朵》、 2015“中国好歌曲” 刘欢
组裸儿 《呐喊》 及马条 《收获》 等； 刘欢 《欢歌
2006》 上海演唱会、 2007人民大会堂管弦乐 《震
撼》、 丁薇2005年香港演出、 童安格巡演、 孙楠巡
演、 韩红巡演、 张靓颖巡演……都有潘卫东的吉他
伴奏。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潘卫东和很多年轻人一样，
酷爱摇滚乐。 为了这团燃烧的烈火，他坐着绿皮车到
广州寻得捞仔学习吉他演奏，后来为了学习方便，就
干脆住在捞仔家了。 潘卫东回忆，捞仔满书柜的吉他
教材，什么风格都有，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两年
的时间里他不仅得到技艺进步，也开阔了眼界，对流
行音乐的认识更提高了很多。 为了更好地实现音乐
梦，2001年潘卫东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主要
还是做演奏，和指南针乐队一起做演唱会和录音，当

时歌手的演唱会基本都是这支乐队在做， 刘欢，那
英，孙楠，杨坤，韩红，包括后来的张靓颖。 后来慢慢
受邀参与一些唱片制作，比如羽泉唱片《朋友难当》、
丁薇《再见我爱你》等。 负责编曲的《翅膀》还入围过
当年的最佳编曲。
潘卫东多次谈到他的老师捞仔， 谈到师徒二人
都从演奏走上作曲的路。 “还是在广州的时候， 捞
仔就经常带着我一起听电影音乐。 流行音乐圈里有
很多才华过人的音乐人， 听听， 靠自己琢磨就能搞
出个大概， 但整体来说， 技术层面还是很低的。 而
我不同， 我做事喜欢有依据， 有理论支持。 所以在
2006年过完春节， 我就去找老师学习理论作曲。 我
找到一位叫于宝玉的作曲家学习， 后来捞仔觉得
好， 也加入这个学习， 后来王刚也来了， 我们几个
一呆就是5年， 收获很大。” 实际上， 潘卫东正是这
个再学习的发起者， 据他自己说， 当时在流行音乐
圈里， 这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
“后来我们三个又找罗忠镕老师学了两年半。
罗老师号称中国现代音乐之父， 学问非常深， 桃李
满天下， 著名作曲家陈其钢就是他的学生。 我听他
的作品里不仅东方味道意象化， 而且能感知到一种
情愫， 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的 《边城》 一样的‘温
爱’。 而罗老祖籍也是我们湖南新化， 这真让我感
到自豪！
潘卫东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作曲， 创作有2018上
合峰会 《齐风鲁韵》， 参与了影视配乐 《铁道飞虎》
《自 古 英 雄 出 少 年》 《汉 阳 造》 《向 东 是 大 海》

《硬汉2》 等。 去年下半年， 中央歌剧院创作歌剧
《命运》， 写改革开放40年的浙江故事， 请捞仔作
曲， 因为时间特别紧， 潘卫东帮助捞仔分担了一部
分配器工作。 歌剧首演后他又回到工作室创作， 开
始创作纯音乐作品 《礼魂》。 这是 《九歌》 的外延
部分， 表达对生命的敬拜。 谈到这部作品， 潘卫东
说他感到自己很幸运， 最终能回归湖湘文化寻找到
自己的音乐语言。 他说，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湘西的少数民族歌曲特别丰富， 又与江南、 西北、
内蒙、 西藏迥然不同。 湘西保靖的土家族民歌尤其
有特点， 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 腔调悠长， 叙
述含蓄深远， 音阶中对变化音的使用比任何其他地
方民歌都要丰富自由， 且往往在落腔处使用， 十分
引人遐想！ 这为作品 《礼魂》 提供了坚实的基本创
作材料依据， 得以大量使用。 《礼魂》 的写作， 不
仅考量了湘西的民歌、 神秘主义文化， 其腔调旋律
构成也建立在地方语言上。 湘中新化语音、 湘乡语
音有很多特别的韵味， 比如“硕”， 就是很差的意
思， 这种腔调都是潜藏在一些乐句里的动机， 营造
了整体上的音乐特点， 并保持有浓郁的湖南特点。
最近潘卫东正在写作 《九歌·东皇太一》。 他认
为这个“太一” 实际上就是对天道的敬拜和思考，
是很大的哲学命题。 天地秩序是人类共同的话题。
引发他创作的， 并不是民歌歌曲中的那点喊山唱人
的人间话语， 而是湖湘文化特有的、 深厚的、 区别
于中原儒家的“道南正脉”。

艺苑掇英

翰墨飘香

“飞白篆”传人
杨强德
杨子江

走进书法家杨强德的家， 似
乎是“飞白篆” 的世界， 墙上挂
的， 桌上摆的， 柜子里陈列的几
乎都是飞白篆和飞白篆有关的书
籍资料。 在这里， 只要一谈及飞
白篆， 杨强德话语里就多了一份
乐观与自信。
所谓“飞白篆”， 就是笔触
干枯部分嫁接到书写过程中的一
种表现方法。 据传， 东汉书法家
蔡邕得到启发而作飞白， 北宋黄
伯思称“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
其势飞举谓之飞”， 唐朝武则天
用飞白书写的 《升仙太子碑》 堪
称飞白书典范。 时传艺兴， 岁至
当代， 湖南已故著名书法家李立
探索小篆笔意写大篆， 字型及用
笔吸取 《天发神谶碑》 《祀三公
杨强德书法作品
山 碑》 等 名 帖 的 精 髓 ， 铸 古 融
今， 自成面目， 创造了飞白篆。
近年， 湖南出版社出版的 《六体
书法大字典》 中， 收录了李立先生206个飞白篆篆字。
杨强德打从练习书法开始， 就一心想把书法爱好转化
为书法追求。 他的工作单位先后从长沙到深圳， 又从深圳
回到长沙， 拼搏数载， 拓宽了视野， 更坚定了学习书法的
信念。 经多方联络， 他终于有机会跟随李立先生系统学习
书法。
选择了书法即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向上向美的生活。 杨
强德在老师的具体教导下， 书法有了明显的长进。 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 “以前怎么也写不好的字变得好看多了”。
他经常出入李立先生的书斋， 观摩老师挥笔作字， 耳濡目
染， 杨强德越写越有了“感觉”。 但看李立的飞白篆， 结体
严谨， 法度森严， 加之笔画虚实结合， 运笔遒劲有力， 字
型像“千年石刻”， 其章法溶入了古代印章的雕刻艺术， 金
石味浓， 岁月沧桑， 尤显古意盎然。 这些书法特点被杨强
德牢记在心。 他的书法巧妙运用了飞白书笔画中“丝丝露
白” 的书写方法， 用笔似刀而书， 以纸当石而写， 有其师
风范。
今年60岁的杨强德， 退休在家。 由于擅长飞白篆， 家
乡的人时不时托人请他写对联、 婚联， 甚至写挽联， 样样
事情牵着他的心连着他的情。 他告诫自己， 越是忙碌的时
候， 越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他说， 毛主席的诗词大气磅礴，
常读常新， 给人力量，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值得书家大
力宣传。 他用八尺宣敬录了毛主席的诗词 《沁园春·长沙》
《沁园春·雪》 和相当数量的毛主席语录， 向韶山纪念馆赠
送了两幅作品被永久收藏。 有人称他为红色书法家， 他并
不推脱。 他感到这是一种责任， 越写越长精神。 目前， 全
国许多的名人纪念馆收藏了他的作品。
杨强德的家乡是长沙县金井镇， 盛产绿茶。 为了把茶
厂的品牌宣传出去， 他组织画家、 文化工作者发掘茶厂的
历史文化， 目前正在集中精力创作一幅12米长卷油画 《48
茶庄》， 全面直观地反映“金井茶” 的“前世今生”。 他还
在金井镇开办暑期少儿书法培训班， 免费给孩子们传授书
法技能。 他与当地金井中学结成帮扶对子， 义务为学校上
书法课。 如今他书写的飞白篆“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
涯苦作舟” 被雕刻成对联， 立放在校园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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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熊艺郎， 祖籍益阳
资阳区东门口人氏。 想来老师的
父母已预测到孩子以后的岁月将
会与艺术结缘， 因而起了一个这
样的名字吧。
与老师相识， 有一个颇为有
趣的故事。 我自幼喜欢书画， 但
家境贫寒， 未能得偿所愿。 1984
年在益阳参加工作， 酷爱书画的
夙愿并未放下， 时常收集与书画
有关的印刷品观摩学习， 从父亲
收藏的一本 《金秋书画》 中， 看
到了一幅 《年年有余》 图， 系熊
艺郎先生所绘， 笔墨洒脱， 画风
大气豪放。 看作者简介， 得知系
益阳人， 在省直一个部门工作。
于是我鼓足勇气， 给先生写了一
封表达仰慕之情的长信， 文中表
述了两个意思， 一是希望拜先生
为师， 二是希望先生能惠赐墨宝。
信寄出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如石沉大海。 心里的那分期盼渐
渐冷却， 到接近年关的时候， 突
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
头开口的第一句话： “我是熊艺
郎！” 我当时一愣， 待回过神来，
忙不迭地说： “您好！” 先生接下
来讲了一些什么， 我当时脑袋一
片空白， 并不记得。 只记得说他
在来益阳途中， 专门给我上门送
画来了。
初见熊艺郎先生， 他的幽默、
风趣、 睿智、 健谈， 给我留下了
难忘的印象。 我也自此正式拜先
生为师。
熊艺郎，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 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副秘书
长兼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上
世纪60年代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
熊艺郎作品
院， 80年代初在中央美术学院研
修班学习， 得到叶浅予、 董寿平、 尹戎生、 李泽厚等先生教诲。 2002
年至2008年应邀赴英国在伦敦、 纽卡素、 曼彻斯特以及德国举办个人
画展。
熊艺郎老师早几年退休以后， 热衷于公益事业。 目前在张家界中
国画研究院任院长。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书画艺术， 涉猎面广泛， 人
物、 山水、 花鸟无所不及。 看老师早期的工笔人物画、 连环画， 白描
功夫相当了得， 偶作山水， 打破了传统山水的高远、 平远法。 借助现
代辅助工具和特殊技法的运用， 追求一种凸现主题、 删繁就简的效
果。 大块墨色追求肌理变化， 细节刻画精益求精。 人物画是老师用功
较勤的科目， 从宋人入手， 植根传统参悟今人， 人物面部轮廓勾线、
衣纹勾线， 简到了极致而又韵味到了极致。 先生的花鸟画造诣颇深，
花鸟虫鱼走兽都能入画， 从经典起步， 秉承“精研古法、 博采新知”
的宗旨， 营造了一幅又一幅意境高雅、 气韵生动、 情趣盎然的佳作，
从平尺小画到丈二巨制无不体现上述意蕴。 先生画驴从黄胄入手， 并
不亦步亦趋， 而是在大师的基础上融入深厚的写生功底， 然后归纳总
结， 找准结构， 二三笔即确定动势， 或蹲或站、 或卧或嬉， 无不涉笔
成趣， 躯体以粗线辅陈， 略加点染， 头肢部分用大笔挥出， 蹄爪处细
细勾勒。 抓住大势， 在大师的基础上更加简约了笔墨， 细微处更加细
腻精到。 先生笔下的牛， 我心向往！ 每每吸引我眼球的， 是牛的神
态。 或老或稚、 或动或站均憨态可掬。 近段时间， 先生又涉猎画鹿。
在各种各样的雅集笔会上， 三五笔即成， 都是奔跑的生灵， 辅以石青
石绿醮墨点苔写嫩草， 是先生不老的灵魂和对艺术孜孜以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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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出来满天红， 村西老屋会情人， 五十多岁谈恋爱，
像雾像雨又像风” ……这是岳阳花鼓戏 《寸土不让》 的开戏台
词。 “接地气” 是湖南花鼓戏的一大特色， 也是其流传甚广的
主要原因。 今年春天， 《寸土不让》 唱到了大上海， 入围第十
二届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 是湖南省入围的三个群
众文艺作品之一。 花鼓小戏 《寸土不让》 属于群文类节目， 由
岳阳县文化馆演出， 主创基本都是业余演员。 以诙谐幽默的演
出形式， 反映了农村占地与护地的故事， 展开了一出情与法、
亲与理的好戏， 表明了保护国家耕地、 坚守红线准则是每个人
都义不容辞的责任。
早在今年正月里， 岳阳县文化馆排练室十分热闹， 花鼓小
戏 《寸土不让》 的演员正在进行打磨排练， 积极备战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 2018年， 《寸土不让》 参加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获得了戏曲类金奖。 剧本从三年前初稿到现
在已十易其稿， 戏中的角色也反复挑选， “青毛” 两个版本，
“兰婶” 三个版本， 由于种种因素， “洪爹” 更是有四个版本，
整个编排过程十分不容易。 目前该剧更由岳阳县文化馆副馆长
柳六荣、 易文亲自上阵， 深情演绎湖湘故事。
5月18日刚刚在决赛现场进行了联排， 这群来自湖南花鼓
戏演员们表示压力很大。 剧中“兰婶” 扮演者柳六荣笑着说，
联排给他们的时间包括准备只有25分钟， 将近60岁的人了， 越
紧张越怕出错。 “15分钟的花鼓小戏， 我们最担心湖南方言会
影响观众理解。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反响特别好， 场下观众跟
着我们一起大笑一起感动。 我想， 这样我们就是成功了。”
“
《寸土不让》 是一个轻松的喜剧， 也是一个严肃的正剧。
剧中的占地与护地， 是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社会关注度较
高， 对于全社会了解、 保护我国的耕地现状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艺术作品应该带给观众欢笑之后的思考。” 编剧王密根介绍，
剧中的道白和唱词以岳阳花鼓戏作为音乐元素， 采用了生活化
的语言， 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迹。
到目前，《寸土不让》 已累计演出68场。 岳阳县文化馆副馆
长易文说， 能登上全国高水平的综合性艺术大舞台感到十分荣
幸， 也希望湖南的花鼓戏能冒出更多新生代， 将传统剧目更好
地保护与传承， 将更多好戏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

影视风云

“民国范儿”，
却是旧时相识
普曼

最近电视满屏的“民国范儿”， 成了暑期档“开宴” 之前
的一道“热菜”。 杨幂和霍建华主演的 《筑梦情缘》， 以上世纪
20年代的上海建筑行业为背景展开故事； 《绅探》 《罪夜无
间》 《民国少年侦探社》 《罪恶消亡史》 等四部民国侦探剧在
腾讯、 优酷、 爱奇艺三大视频网站播出。 算上正在制作中以及
已经制作完尚未定档的民国题材剧， 更是数量巨大。
在古装剧遭遇政策壁垒， 现实题材电视剧创新乏力的当
下， 片方纷纷瞄准民国题材， 其实是务实的选择。 民国既有繁
华的一面， 比如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和各大租界， 灯红酒绿、 夜
夜笙歌， 不知今夕何夕； 但繁华的背面则处处是乱世。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民国题材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好故事。
新世纪以来， 中国的电视剧市场出现了很多美誉度很高的
民国题材电视剧， 如《情深深雨濛濛》《大宅门》《金粉世家》《京华
烟云》， 这些精品民国剧的共性是， 紧紧围绕人的故事， 展现
民国这一变幻大时代的复杂性， 故事以及人物之间逻辑自洽，
过渡自然。 非常遗憾的是， 在那一波民国剧精品短期井喷后，
这一题材似乎过了红利期， 不多的精品只局限在民国谍战剧这
一细分领域。
当下的民国题材剧创作， 重心从刻画人物转移到凸显“民
国范儿”。 所谓的“民国范儿”， 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大众
消费文化所投射的一种想象， 以满足受众的一种怀旧病——
—男
主角拥有瘦削又富有棱角的脸庞、 梳得一丝不苟的上过发蜡的
背头， 穿着呢面料的大衣或西服； 女主角则戴着羊毛围巾， 在
沿街低玻璃窗配小窗帘的咖啡馆喝着咖啡， 咖啡杯沿留下一道
红色唇印……
《筑梦情缘》 开播前， 号称聚焦民国时期建筑行业的匠人
精神。 但从已经播出的情况来看， 建筑专业或者民国的风云变
幻只是陪衬， 该剧遵循的还是偶像剧凸显“虐恋情深” 的叙事
方式——
—当主角抵抗住家庭阻挠、 情感纠葛好不容易在一起
时， 却又因身世之谜的揭晓、 战争的突然爆发等变故， 相爱却
不得相守。 而 《罪夜无间》 《绅探》 等民国悬疑剧中剧情和时
代背景割裂的情况也比较明显。 换句话说， 同一个故事， 不用
民国背景， 也可以再说一遍。
最坏的情况是， 民国题材变成一个筐， 什么都往里装。 创
作上的“懒政” 思维往往导致恶性循环： 用“民国范儿” 装点
一下门面， 用“流量演员” 积攒点人气， 用虐恋、 苦情等内核
低质量重复。 于是， 大批翻拍再造的经典民国故事将会与观众
见面， 比如待播的 《半生缘》， 多次传出翻拍消息的 《金粉世
家》《情深深雨濛濛》。 哦， 对了， 它们都会有一个好听的噱头：
向经典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