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永
华
书
法
作
品

周刊艺风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投稿邮箱： whbml@163.com� 2019年8月16日 星期五
13

怡静

书法家赵永华的人生极具传奇色彩。
他出身农家，原本是一位中医。 43岁时，

他毅然弃医从艺。 凭着对书法的满腔热情和
执着研究， 他不仅在书法领域里独辟蹊径，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还研究出一套
写字速成法。

赵永华常年在深圳，成立了“深圳市永
华书法艺术研究所”。 近年来，永华书法艺术
研究所在深圳当地开展了多场书法进校园
活动，向师生普及书法的速成教育，社会反
响不俗。 为了让这一独特的教学方法在家乡
得到传播，年近八旬的赵老今年专程从深圳
返回湖南，想奉献余热，为家乡的教育事业
做点贡献，让湖南的师生在书法学习中真正
受益。

8月，长沙酷热难耐。 友人盛情邀约他一
展技艺。 润笔、蘸墨、挥毫……书桌旁，只见
赵永华笔走龙蛇，双手交替横向反写，创作
出一幅幅散发着清新墨香、笔酣墨饱、气韵
生动、风格别致的书法作品，围观者啧啧称
奇，直呼大开眼界。

赵永华，1942年3月生，湖南邵东人。 现
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一级书法师，中国书法家
协会、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在从事书法艺术的
这条路上，赵永华是自学成才。这一路跌跌撞
撞，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个中滋味只有
他自己最清楚。不知有多少天，他写呀，写呀，
从天黑写到天亮。 妻子时常心疼地喊他：“天
亮了，快睡吧！”他只是在桌上打个小盹，又挥
毫不止；不知多少次，他边写边煮饭，饭烧成
了黑炭，妻子扯菜进门大喊：“饭煮糊了！ ”他
无动于衷，“这个字还没练好哩”……

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今，赵永华对颜真
卿、柳公权、欧阳询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
怀素、张旭、于右任的草书，郑板桥的板桥体
等等，均铭刻于心，并将田园情趣、个人秉性
融贯于作品中，形成自己的风格，独创“永华
体”。 其“永华体”作品曾于2010年荣获上海
世博会一等奖，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汕头、香港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深受好评。
台湾报纸在刊出他的条幅“清霜醉枫叶，淡
月隐芦花”时评曰：作者上溯晋唐，下涉明清
乃至当今，博采各家之长，融隶、行、草于一
炉，虽苦学有成，亦天赋使然。

从发丝竹片微雕，能在一寸头发丝上刻
一首48个字的唐诗，到反背刻字，到双手同
书，再到双手横向交替反写……几十年的艺
术追求，赵永华练就了几大绝活。 勤奋、博学
是赵永华最好的写照。 此次回湘，赵永华表
示，将来打算以湖南为重点，在全国各地开
展义务的教师书法速成培训，让当地老师将
其独特的书法速成教学一直传承下去。

除了书法教育，赵永华还参与了多项进
学校、进社区、进军营等社会公益书法活动。
汶川大地震期间，他义卖书法作品“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所得全部捐献灾区；中国第
四届慈展会义捐一百幅书法作品……

赵永华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位草根书
法家的责任担当。

蒋军荣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
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旅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
“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网络投票推
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作为一个
音乐人，我对这次活动自然倍加关注，用心
聆听学习。 当听到《远乡的故事》这首歌曲
时，被其浓浓的乡情、独特的艺术性和创新
性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深打动了。《远乡
的故事》是央视一套热播的15集电视连续剧
《苍山如海》的主题歌，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央视影视金曲栏目多次
播出、介绍《远乡的故事》，深受广大听众的
喜爱和好评。

近20年来，《远乡的故事》 魅力依然不
减。远乡的山高水长在著名作曲家杨天解奇
妙的双调性哲思中绵延起伏，对远乡的那份
深深的思念与爱恋在道法自然的阴阳相合
中真情流淌。

歌曲《远乡的故事》的歌词充满了想象，
充满了诗意。国家一级编剧、词作家康健民，
向我们充满想象力而富有新意地吟唱着远
乡的故事和梦里的山高水长：“那山啊就像
父亲的肩，挑得起太阳和月亮”，太阳、月亮
升起在山脊，父亲的肩如山，挑起了太阳和
月亮，极富想象力，一个高大、坚强的父亲形
象跃然纸上；“那水啊却像母亲的泪，洗完了
月亮洗太阳”，母亲的泪如水，一个“洗”字写
尽了母亲的含辛茹苦、无私和大爱，情感真
挚，给人无穷无尽的想象；“那山啊也是孩儿
的梦， 梦见了人间梦天上”， 故乡的山啊最
壮，是依靠，是乐园，是力量，激励孩儿追梦
永不停歇；“那水啊也是孩儿的心，梦见了圆
满梦亮堂”，故乡的水啊最甜，是源泉，是港
湾，是养分，滋养孩儿一天天走向辉煌。在大
胆的想象和诗意的芬芳中， 激情喷薄而出：
“家园啊家园，你是我永远的牵挂，乡亲啊乡
亲，我是你一辈子的辉煌。 ”

这样一次灵性表达， 这样一份激情，这
样一种冲击力，启迪了作曲家隽永深刻的哲

思和蓦然惊见的灵感，在独具匠心的双调性
构思中，情如激流勇，笔底响惊雷。

根据《远乡的故事》的歌词结构，按照常
规的创作思维， 很容易写成情感递增式的
ABC多段式结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天解却
另辟蹊径，别出机杼。 在色彩暗淡的f羽调式
中，A乐段以叙述的风格写沧桑，B乐段则以
强烈的语气呐喊， 形成无再现的二段式结
构，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著名歌唱家韩磊粗
犷、厚重而真情饱满的演唱声色夺人。 情绪
的表达仿佛已至高点， 接下来却曲调一转，
将情感最浓郁的C乐段写成了色彩明亮、纯
净、简单而又自然的F宫调式童声旋律，在音
区、节奏、调性色彩与音乐形象等方面，与B
乐段再来一次新的并置对比。 BC两个乐段
重复一次之后，B乐段旋律在上，C乐段旋律
在下， 以复调对位的形式对置结合在一起，
其和谐融洽与艺术感染力令人感触万千。在
乡情的“二心”一元表达中，体现了作曲家的
慧心与化技术于无痕的高超作曲技术。低音
层为童心，即初心，那是爹娘与故乡山水孕
育出来的本源之心，率性，本真，美好，光明，
在赤子之心的背景之上，则是离家的游子从
心灵深处发出的对爹娘、对故乡的热情歌唱
和激情呐喊，不管离家多远，梦里梦外永远
是爹娘的儿郎，永远不会忘记远乡的山水及
在山脊上缓缓升起的太阳和月亮。两种不同
的节奏、旋律与情感在色彩相异的宫羽调式
中交融在一起，构成双调性分层对比复调织
体，一上一下，一阴一阳，“二心”相互映衬，
对比突出而又统一为一个整体，尤其巧妙的
是同主音的调性关系潜在的寓意能超越时
空的“二心”一元性———在不同维度里表现
出来的与爹娘和故乡的山水生生相依、世
世相伴、永不分离的至真至纯之情。

杨天解以他极具个性化的音乐语言
和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在歌曲创作中如何
运用同主音双调性对位提供了一个经典
的范例，也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中国歌曲
创作的调性思维和发展空间提供了有益
的思考。

教育题材影视剧
缘何有高“吸睛”率
吴学安

今年暑期档一大批教育题材影视
作品纷至沓来，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聚
焦教育问题。 近期，教育题材电视剧成
为了荧屏焦点。 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上
海东方卫视等国内拥有广泛受众的明
星电视台都开始播放相关题材电视剧,
以《少年派》《带着爸爸去留学》《小欢
喜》为代表的电视剧，这些影视剧不约
而同地聚焦子女教育， 从高考升学、出
国留学等当下父母的情绪痛点切入，引
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

教育、医疗和住房是横亘在国人面
前的三座大山，如果说住房是眼前所面
临的问题， 医疗是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那么教育则是事关未来子孙万代成长
发展的问题。 教育题材受关注，观众在
看剧的同时也能借鉴一些经验。 尤其是
这类影视剧善于抓住社会痛点的特征，
有了痛点便能引起共鸣。 近期热播的
《少年派》 和《带着爸爸去留学》《小欢
喜》 所关注的都是未成年人的教育问
题。《少年派》《小欢喜》侧重于国内的高
中教育，而《带着爸爸去留学》则聚焦于
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海外留学。 一中一
外，虽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核心
内核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给孩子提
供尽可能好的教学资源。

教育类型剧更贴近大众的生活，这
是因为教育问题是当下社会的热点，焦
虑的聚集区。 尽管不是所有父母都会望
子成龙、 不是所有学生都力求上进，但
必须承认，在目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
况下，苦过、累过的一部分人，仍然是希
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
人生。 对于创作者而言，教育题材肯定
要抓住学区房、高考、留学等与教育相
关的字眼，但如何在影视剧中真实呈现
孩子的成长问题、 家长的困惑与苦恼，
显然需要创作者下一番苦功夫。 有真实
的剧情才能真正抵达观众的内心，让心
灵受到震撼与冲击。

影视剧试图让我们透过现象看到
本质———父母与孩子的相处问题，代际
沟通问题， 家庭教育如何达成双方合
意，这些问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使
得一直在寻找问题答案的家长在剧中
找到情感共鸣。 如《小欢喜》，讲述几个
高三考生家庭高考一年的经历，展示教
育的意义。 而在电影银幕上，《学区房72
小时》 聚焦学区房话题，《银河补习班》
关注父子亲情和家庭教育，展现了一段
跨越30年漫长时光的动人故事。

伴随着“IP”热的降温，宫廷剧、悬
疑剧的退却，教育题材影视剧已然成了
荧屏、银幕的宠儿，在出征现实题材蓝
海的过程中，理应有越来越多的优质教
育题材影视剧的出现。 无论影视剧的主
体如何变化，其围绕教育这一社会议题
做出的解读并没有变，之所以它们的受
众如此广泛，归因于这些剧集中所反映
的情节和戏剧冲突都是真实发生或可
能发生的社会现实，因而借教育这一众
多家庭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类电视
剧轻而易举地走进了观众的内心。 这类
影视作品不论是在观众期待值上，还是
在收视率或票房成绩上都有可圈可点
之处，教育题材会成为现实题材影视作
品的新亮点。

开播至今，《小欢喜》 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
关注度。 这并不难理解，该剧瞄准的是与千家万
户密切相关的高考题材， 走的是贴近生活的路
线。 既然包含上述两大要素，剧集能够引发广大
观众的共鸣，也属顺理成章。

平心而论， 本剧在制作层面上还是比较用
心的。 有亲情、友情、爱情，还有师生情，再加上
一点幽默段子的调剂，《小欢喜》的观感有保证。
剧中的三个家庭各有特色， 从不同角度反映中
国亲子关系中的矛盾。 方一凡家庭里的主要问
题是应试教育和快乐教育的冲突。 乔英子家庭
里的主要问题是控制欲过强的母亲和单亲教育
的缺陷。 季杨杨家庭的问题是父亲因工作繁忙
与儿子产生的隔阂。 应该说，这几家的情况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也难怪，不少观众在观看本剧会
推及自身。

本剧的校园生活， 总算没有陷入魔幻的套
路。 某些国产剧动不动就把学生宿舍改造成豪
华公寓、把中学校园改造成花园洋房的“杯具”，
没有在本剧中重演。 学校里的老师也总算像个
正常的中学老师， 没有动不动就学GTO或者把
自己打扮成花美男。 开篇高考誓师大会上的放
飞梦想环节， 还是很能让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
的观众感同身受。

眼下瞄准教育问题和亲子关系的国产电视

剧并不少，《小欢喜》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答案
就是日渐开明和善于沟通的父母形象。 宋倩虽
然平日里对女儿严格要求、黑脸相待，但真发现
女儿有心理问题，她也愿意放下身段，陪女儿一
起玩乐高。 那位严肃的区长大人季胜利，也屈就
自己，陪儿子玩起了他最爱的卡丁车。 就连以虎
妈著称的童文洁，也在遭遇挫折后，认同起了猫
爸方圆说的话———“孩子总是要经历自己的磨
难，谁也代替不了他，所以谁也不能替他们选择
人生的路。”这就是《小欢喜》值得肯定的地方。按
照老套路，家庭戏“注水”的一大法宝，就是不断
激化各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 各方越是对立，戏
剧性越是强烈，一旦控制不好，整部电视剧就有
可能演化为吵闹无比的“互撕”。 这样一来，热闹
是热闹了， 但剧集的格调也会不可避免地往下
掉。

《小欢喜》没有走上这条老路。 剧中的中年
男女，带有中国式父母的缺点和困惑。 但他们并
没有停留在原地，善于反思自身、敢于改正错误
的他们，为观众带来了一股清新风气。 谁能说，
中国家庭里的代沟就一定无法被逾越呢？ 就此
而言，《小欢喜》在价值观上的进步值得点赞。 当
然，剧中仍然有一些细节经不起推敲，有脱离现
实之嫌。 比如，季杨杨拥有一个区长父亲，还把
跑车开进了校园。 说实话，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和
经济条件，是不接地气的。

华丽丽的演员阵容，更是为本剧锦上添花。
咏梅、陶虹、沙溢等实力派演员正常发挥，各有
特色。王砚辉更是再次让人眼前一亮。演土匪像
土匪，演奸商像奸商，这一回，他演起区长来也
是有模有样。 一位优秀的演员，终究是不会被埋
没的。 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领衔主演的海清，
仍然没能突破自己的固有形象。 从《蜗居》到《心
术》再到如今的《小欢喜》，她的表演模式多少会
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

《小欢喜》里的“小”，可谓有意为之。 不谈大
道理， 转而将剧集的重心落到平民百姓的日常
生活里去，难怪，本剧能引发观众和家长们的大
讨论。 从《都挺好》到《小欢喜》，这些剧集能收获
高口碑和高关注的原因是一致的。 观照社会现
实问题的文艺作品， 自然是有价值的。 如此说
来，《小欢喜》虽然“小”，它的启示意义并不小。

老书家赵永华
携“绝活”回湘 樊家信

陈小川说，他唯有画画时才舒服。
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最钟爱的事即画画。 只有手

握油画笔立在画板前，自己才充实，才会心无旁骛，
通身舒畅。 这种“舒服”，是对绘画事业的一种迷恋，
一种难得的忠诚； 二是主张画家要心胸宽阔， 要随
意。 究其实，这种“随意”，是一种艺术创作状态，是对
艺术家一种很高很严肃的要求。

陈小川喜欢讲一句话：“画家要接地气。 我想用
西画的语言讲中国的事”。 这其实就是许多画家提出
过的“借西济东”的主张。 这讲讲容易，怎么做就不易
了。 首先，你要理解我们这个“东”的文化底蕴，对儒
道释玄禅等主张有所了解，对我们的民族个性、民族
风情有自己的认识。 而且要深入到你想要表现的民
族中去，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所谓“采风”，而是沉到基
层， 生活在欲表现的对象中， 去体悟他们的喜怒哀
乐、个性特色等那些有关心灵的东西。 也许是性格使
然，小川这一点做得较早做得较好。 早在1989年，20
来岁的小川就深入到新疆乌拉乌苏一个小村庄，在
那里生活了一年。 他在那里写生创作，也跟村民一起
摘棉花、赶拉拉车、挖土豆……近些年，他常自驾去
西藏， 去西北高原体验那方土地上人们最原生态的
生活：转山长拜的虔诚、天葬的神秘及对生命魂灵的
哲思……这些体悟无形中让一个画家心智慢慢成熟
起来。 小川变得旷达沉静了，创作了《风儿带我去远
方》《转山》《背负》《女人与灶台》等新疆、内蒙古题材
的人物画佳作。

他不知多少次泡在湘西南的瑶山里。 大山女人
的衣着，从上到下绣着花，于是这支瑶民有了个美好
的名字———花瑶。 历史上，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
族。 岁月的风不但吹不灭他们热爱美追求美的热情，
反而使这种热情执拗倔强地燃烧起来。 如果说这种
热情之光照亮了花瑶女人从头到脚的花饰，那么，花
瑶的裙， 就是被这种热情的光焰照亮的最明丽最灿
烂的一块。 用西画语言来表现湘西南花瑶的生活，小
川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尝试。 他在瑶山做了大量的
写生，创作了《穿》《粑粑妹》《哥仨》《花瑶老太太》等作
品。 邵阳籍的画家、广州美院教授王文明，对陈小川
这批创作做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小川选择湘西南
民俗生活为题材创作自己的油画， 正好适应自己的
才情和意趣。 这是他经历了在绘画语言上磨砺与彷
徨之后，创作出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油画佳作”。 这
话说得有见地。

小川是美术教育家陈西川之子， 他从小生活在
一个浓浓的绘画环境中， 后又在广州美院受到了系
统的美术教育。 他的写实基本功扎实，且多有生活实
感、创作灵气。 其作品多次参加省内外展览，获奖或
被私人收藏，现为湖南省美协会员、邵阳市美协副主
席、邵阳市油画艺委会主任。 邵阳市是有点名气的美
术之乡，有人说小川是邵阳油画界的“掌门人”，他常
惶恐地说：“别这么讲，我心甘情愿做点服务工作。 大
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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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风景

远乡的山高水长 《小欢喜》： 很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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