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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6年上映的口碑过硬却
票房不佳的《驴得水》之后，开心麻
花团队的周申和刘露酝酿3年，带来
了他们的第二部电影《半个喜剧》。

“半个喜剧”这个片名颇有深
意。半个喜剧的背后，还有半个悲
剧，言外之意，这部电影的故事是
悲喜交加的，主人公的命运也必定
是喜忧参半的。影片主角孙同，喜
的是有一个肯帮忙的富二代好友
郑多多，悲的是跟郑多多交往，凡
事不能自己做主；喜的是有一个拼
命爱着他，哪怕卖掉家里的房子也
要让他在北京出人头地的老妈，悲
的是一切都由老妈作主，凡事都要
看她的脸色；喜的是遇上自己喜欢
的人，悲的是有郑多多从中作梗，
有老妈在背后施加压力，他只能和
她分手。一边是拥有北京户口，一
路顺风顺水的人生；一边是坚持自
己的理想，一路磕磕绊绊的
人生。在人生道路上，许多
人也面临类似的选择，只
有拥有类似经历的人，
才明白《半个喜剧》
的深意。因此，作
为艺术电影的《半
个喜剧》，质量是

有保证的。它虽然没有《驴得水》那
种政治隐喻，却道出了人生的尴
尬。梦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
大落差。

如果将它和《夏洛特烦恼》进
行比较，作为喜剧电影的《半个喜
剧》无疑做得不够好。首先，它不像

《夏洛特烦恼》那般金句迭出、笑点
明显，能够让观众忍俊不禁；其次，
它不像《夏洛特烦恼》那般情节离
奇，可以让观众穿越时空，重温过
去的那些美好；再次，任素汐等人
虽有过硬的演技，但并没有沈腾、
马丽等人那般的喜感，观众认可度
并不高。因此，《半个喜剧》恐怕难
以取悦想从中找到观看《夏洛特烦
恼》那种快乐的观众。即便以影片
本身而论，它也非尽善尽美。事实
上，李同才是主角，只可惜任素汐

表现力太强，使得她饰演的莫默这
个角色光芒盖过了李同。此外，作
为一部由同名舞台剧改编的电影，
它还带有一些明显的舞台剧痕迹，
和影片整体不甚协调。

近几年异军突起，凭着喜剧电
影大杀四方的开心麻花向来善于
制造奇迹。他们出品的电影往往能
取得票房大丰收的骄人成绩。即便
去年国庆档饱受争议的《李茶的姑
妈》也取得 6.04 亿元票房。《驴得
水》算是个特例，它是目前上映的
开心麻花电影中评价最高的一部，
然而，因内涵过于丰富、立意过于
深刻而曲高和寡，只取得区区1.73
亿元票房。如今的《半个喜剧》会不
会重蹈它的覆辙？

不过，哪怕票房失利，也不妨
碍《半个喜剧》成为一部好电影。
它不仅是开心麻花电影中的佼
佼者，更是国产电影的“一出好
戏”。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正确

的价值观。它告诉我们，人
生再艰难，也要懂得取

舍，也要遵从内心，也
要 坚 持 梦 想 ，也
要 拥 抱 爱 情 。否

则 ，总 有 一
天，我们会追
悔莫及的。

周刊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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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有字传书本，侗族无字传歌声；祖辈
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侗歌走
世界》将一个以歌言志、以歌传情、以歌表意、
以歌为美的民族鲜活地展现出来。侗歌唱出生
活的锦绣，芦笙吹出幸福的喜悦；侗歌唱出侗
族人的热情勇敢，锣鼓敲出侗族人的勤劳坚
毅；侗歌唱出侗家的和谐美好，哆耶舞跳出侗
家的欢乐吉祥。对于侗家人来说，侗歌不仅仅
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情感表达方
式，更是交流沟通的纽带。

《侗歌走世界》是一首具有浓郁侗族风情
色彩的新民歌，由怀化学院原党委书记谭伟平
教授作词，怀化本土作曲家郭巴作曲。

词作者提炼出最具侗族风情的场景意象，
细腻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侗家人生活生存的立
体画卷。晴朗天空下侗家娃崽欢乐地跳起哆耶
舞唱起新侗歌，以童真视角展现了质朴的侗家
人踏歌而舞的纯粹、纯净、纯真的自然之乐。

“阿妹巧手织锦绣，阿哥芦笙对天歌”，即视感
极强地描绘了靓丽多姿的侗家姑娘用巧手灵
心编织美丽生活，浪漫多情的侗家小伙用欢歌
喜乐赞颂美好生活的诗意、浪漫、唯美。“喜悦
的芦笙闹年的锣，侗家合唱和谐歌”，以侗族特
色的芦笙和闹年锣为切入点展现侗族风情，渲
染出了其在庆祝节日时“锣鼓喧天震山寨，欢
歌笑语洒侗乡”的壮观场面。“大地报春铺锦
绣，高山飞瀑向天歌”，将侗家人生活的广阔天
地之锦绣壮丽与其在广阔天地里养成的豪壮
雄强之气呈现出来，境界阔大。“千人唱来万人
和，缠缠绵绵到心窝”，“千人唱来万人和，甜甜
蜜蜜到心窝”，通过夸张虚化提升了侗族以歌
传情、以歌表意的唯美浪漫意境，强化了侗族
群体观念的浓厚及友好相处的和谐。“歌是醇
醇的酒，酒是甜甜的歌”，“歌是美美的酒，酒是
绵绵的歌”凸显了侗家人歌酒互美的生活姿
态：甜米酒最醇，酒歌最好听，有歌有酒的生活
最美，侗家人的美好生活在酒美歌绵中饮不

尽，唱不完。“侗歌走世界，醉了你和我”，“侗歌
走世界，欢乐你和我”。沉醉在歌声中的侗家人
唱着侗歌走向世界，把欢乐、自信、积极、向上
的正能量播撒。

涉及侗族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侗歌，蕴含
着侗民族的精神信仰，而侗族精神信仰中最核
心的理念就是对“和平”“和合”“和谐”“和美”
的认同与追求，包括“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
和谐生态理念，“夜不闭户、守望相助”和谐社
会理念，以歌记史、以歌寓理、以歌处事、以歌
传情、以歌会友的相亲相爱、集体社交的和谐
情感理念。侗族人民唱着侗歌从历史中走来，
心怀开放进取、面向世界的时代情怀，将侗歌
唱响新时代，也将和谐共处的和平理念传播到
世界。

《侗歌走世界》在编曲上风格独到，特色鲜
明。歌曲在编曲上充分借鉴融入了侗民族传统
的音乐形式——侗族大歌的元素，同时也吸收
引入了西方音乐因素，构成传统与现代交融，
东方与西方契合，立体多面、复合完整的旋律

艺术体系。在演唱形式上，整首歌反映出了对
侗族大歌的完美体现和借鉴。侗族大歌以“众
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为主要演唱方式，
其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演唱形
式别具一格。纯真悦耳的童声独唱、合唱，真挚
深切的男女独唱、对唱，悠扬抒情的男女声合
唱巧妙穿插转换，抒情性浓，表演性佳，感染力
强，营造出千人唱来万人和的群体氛围和踏歌
起舞入画来的艺术美感，极具侗族大歌的艺术
品质。在旋律上，童声的清朗空灵，男女对唱的
婉转悠扬，众声合唱的磅礴宏阔、荡气回肠，合
成自然流动、复沓回旋、入耳入心的旋律结构。

高低起伏的韵律感带来震撼心灵的感染
力，震撼心灵的感染力引发扑面而来的画面
感，听觉上、视觉上、感觉上触发的美感体验和
想象让人如痴如醉。在配乐伴奏上，具有侗族
特色的芦笙、侗鼓、侗锣和西洋乐器的小提琴
等立体交互、相得益彰，点染出浓郁的民族风
和浓烈的时尚感，使得歌曲既有民族艺术的高
雅美感，又具有传唱度极高的接受性。

让侗歌走世界 艺艺
林
掇
英

孙太平

随着岁月的流逝，矗立在风雨中
的老木房子越来越年迈。随着钢筋水
泥森林雨后春笋般涌现，养在大山怀
抱里的老木房子显得越来越不时髦，
越来越淡出你我的视线，越来越步入
被遗忘的境地。老木房子曾经住着我
们的祖先，老木房子曾经是我们对家
乡怀念的一种图腾。它们没有理由不
存在下去，没有理由从我们的视线、
心灵中消失。留住老木房子，是有历
史使命感的真切呐喊。刘华旺依稀听
到了这样的生命呐喊。他的心灵于此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拿起画笔，怀
着对老木房子深深的眷恋和爱，与老
木房子们有了特别的心灵沟通和对
话。于是，浓墨重彩下的各色老木房
子从大山走来，从田间地头走来，走
进你我的心田，牵起我们的乡情，撩
拨我们的乡愁。刘华旺说：“我出生在
老木板房里，曾经工作在木板房里，
与木板房有着40多年的不解之缘。木
板房那种结构简单而内涵丰富、深含
科学和哲理的建筑风格，让我肃然起
敬。那种冬暖夏凉、安逸舒适的感觉
永远难忘。老木房可能就要绝迹了，
我必须为它做点什么。于是，我决定
为老木房画像立传，使它至少能留于
纸上。”

画家画什么，取决于画家接受过
什么样的美术教育和自己的喜好；画
家能画好什么，取决于画家有什么样
的生活，以及从生活中吸取了多少才
情和养分。作为山水画家，只有画他
栖身过的山，画他喝过的水，才会有
打动人心的画作。画这样的山，其山
是生命之山，一定是鲜活而富有灵魂
的；画这样的水，其水是生命之水，一
定是灵动和富有生机的；画这样山水
之间的花草树木、飞鸟虫鱼，也是生
面别开、生机勃勃的。一切精美的艺
术都是来源于生活，也只有来源于生
活的艺术才可以臻于精美。华旺先生
的艺术就来自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
故里，来自于他用心灵感悟过、用双
脚丈量过的土地。

华旺先生的画厚重、古朴、丰茂、
坚实，是不谙人世、没有世故的天真，
不矫揉造作没有哗众取宠，有一种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是一种
实实在在、没有丁点虚情假意的艺术
倾诉。华旺立志要为老房子立传。只
要哪里有老木房子，山高路远坑深何
惧？他一定会去心追手摩。近乎写实
的构造，以险取势的机理，自然脱俗
的浓淡，炊烟缭绕的情境，是他笔墨
语言的鲜明特征和风格。而其独创的

“纸笔山水”，也就是用废纸濡墨创作
作品的特殊技法，更具有很高辨识度
和不可复制性。难能可贵的是，华旺
先生的画，不但取景丰富，更刻画细
腻，这种细腻近似散文般的描写，近
似小说般的刻画，近似诗歌般的抒
发，时不时还有点戏剧般的冲突，是
用细节来表达的。他的细节是用近乎
工笔画的笔调画出来的犁耙、箩筐、
斗笠等，细致入微、鲜活亲切，活灵活
现：犁耙取下来就可以耕地，箩筐取
下来就可以挑担，斗笠取下来就可以
避雨遮阳……我曾经问华旺先生，你
何以把箩筐、筛子、簸箕等等这些没
有生命的东西画得如此富有生机？他
告诉我，他做过篾匠，亲手织过不少
这些东西。这下我明白了，这些东西
不是他画的，分明是他把过去亲手织
好的挂在他的画里。

房子老了，风貌还在；立柱斜
了，风骨还在；窗棂朽了，风姿还在；
你我远行，思念还在；山花重开，希
望还在……看到老木房子老去的容
颜，我们担忧，它还能经受多少风雨
和岁月的洗礼？对于歪斜的立柱，我
们担忧，它还能挺立多久？对于朽败
的窗棂，我们担忧，它还能风姿绰约
几时？华旺先生的画作，把渐行渐远、
行将消失的老木房子拉近到了我们
的眼前，老木房子的风貌、风骨、风姿
重新刻入我们的脑海。他把老木房子
画得沉重，于是我们牵肠挂肚。他把
老木房子周围的山花画得烂漫，于是
我们充满希望。

正因为如此，刘华旺生命呐喊式
的山水画，不仅有文化艺术层面上的
意义，更有历史长河中承载的使命价
值。

（刘华旺，笔名山野隐夫，1953年
生，新邵县迎光乡人。曾任新邵县下
源乡党委书记、县文联副主席、邵阳
市美协理事等。）

周艺文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被喧
嚣、噪声和尘埃包围，在窗外的阳
光和树叶逐渐萎靡之时，当陌生
的人群擦肩而过，灰色的背影拉
长黄昏的视线，当华灯掩盖不了
城市的倦容……石君，一直用诗
人的眼光寻找纯净的雨露，寻找
梦幻的彩虹。

石君从西双版纳银光中苏醒，
他需要那里的晨风抖落一夜的旧
梦；他需要他的灵魂成为那里的一
株植物，保持倾听，保持与自然的
对话；他需要记录野芭蕉，龟背竹、
叶片如舟的王莲、还有叶片随歌而
动的跳舞草、无根藤、大榕树低吟
浅唱；他要画那里的荷花、文殊兰、
黄姜花、蛋花、缅桂花、地涌金莲的
诗情雅逸，他需要成为一株水草,
沉淀在西双版纳清澈的水里,涤荡
一年的诗意与畅想，他需要成为西
双版纳的小鸟和蜻蜓,掠过每一片

湿地和繁花。这些生命在他的宣纸
上跳跃，达到一种“气韵生动”的境
界，通过笔墨语言所创造的一种气
象，一种意境，一种格调。

石君在洞庭湖畔的清风中漫
溯，他需要在一脉文心荷叶间寻找
一处唯美的绽放，他要画那里的芦
苇,他要画那里的牛群，他要画深
邃的夜，还要画那夜里扑闪扑闪的
萤火虫，他要画那里的渔船和帆
影，画那里的芙蓉花和鱼儿，他要
画牛气冲天，他要画芦苇的黄与芦
花的白以及芦苇丛中掩藏的童年
和鸟语，还有菜根香以及洞庭湖远
去的波光。他不是站在世界的对岸
来欣赏世界、描绘世界，而是回到
世界之中，世界的一切都与自己的
生命密切相关。由此产生心灵的感
悟，产生对世界的独特体验，更是
心灵的境界，生命的境界。他所画，
不是眼睛看到的景物，而是瞬间生
命体验中有所发现；他的作品，是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物我合

一”的境界。
石君走过千山万水，在西域

的荒漠中留下自己的脚印。那脚
印拉近我们与葡萄、沙棘、无花
果、哈密瓜、枸杞、天山雪莲……
的距离，他要画出原汁原味的西
域珍果，他要画胡杨林，要画出能
忍受荒漠中干旱的环境，对盐碱
地有极强的忍耐力的一种精神。
他喜欢那里的珍稀动物，白头硬
尾鸭 、玉带海雕、白尾海雕、疣鼻
天鹅，他要画出那一双双不被风
沙迷蒙的双眼，他要画出那翅羽
间的蔚蓝与辽阔——

在月亮岛的浪花中他捕捉城
市与乡村的光芒，捕捉不同季节的
鸟语花香，他需要一份简单的宁
静，也需要一份深处的思考，他也
在寻找重建家园的力量。

石君分明是一位诗人。一边不
知疲倦地行走四方，一边满怀深情
地浅吟低唱，用画笔写下属于他的
诗笺。

《半个喜剧》，一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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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影视风云

石君的诗笺

湖南通道“侗歌节”。

党玉占

2019年12月20日，中国邮政
发行了《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
纪念邮票，全套3枚，由香港著名设
计师韩秉华设计，北京邮票厂影写
版印制。

第一枚“爱国爱澳 薪火相传”
以金光璀璨的盛世莲花雕塑为中
心，表现澳门各界群众在金莲花广
场挥舞国旗、区旗的庆祝场面，传
递出澳门同胞爱国爱澳的精神和
与国家同心同德、血脉相连的身份
认同感、自豪感；第二枚“中西荟
萃 和谐共融”以议事亭前地舞醉
龙的场景为中心，背景为大三巴牌
坊、妈祖阁、东望洋灯塔、龙环葡韵
住宅式博物馆等建筑，展示出澳门
多元文化的特征；第三枚“城市建
设 繁荣发展”画面以港珠澳大桥
为中心，回归后建设的西湾大桥从
右侧向内延伸，紧扣澳门回归后的
时代脉搏，体现了澳门回归后的城
市建设发展；远景则表现了澳门大
学横琴校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
谷，体现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积
极加入区域合作战略，合力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概念。

中国邮政已经为澳门回归多
次发行邮资片和邮票，在方寸之间
记录了澳门回归祖国的每一个重
要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