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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还记得方舱医院的“读书哥”
吗？病房中静卧读书的他，在疫情
期间带给我们一种独特的力量和
希望。这段时间，同样带给我们希
望和力量的，还有纪录片《但是还
有书籍》。这部年初在 b 站上线的
纪录片，累计播放量已超过 720
万，获得网友 9.8 分的超高评价。
2020 年始料未及的疫情，全民的
宅家时光也意外地延长了这部纪
录片的生命力。在最新的留言中，
有网友这样感慨：“这段焦虑的日
子里，感觉被它续命了。”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
所……我们希望以这个片子，记录
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爱书人，捕捉
和书有关的那些精彩故事，向‘书
海编舟者’致敬，为爱书人点赞。”
总导演罗颖鸾在导演手记中这样
写道。从翻译、编辑到装帧设计，
再经过书店、图书馆，到达爱书人
的手中，有些又流转到二手书店，
或被藏书家视若珍宝……《但是还
有书籍》用 5 集的长度，勾勒出一
本书的奇幻漂流历程，也记录下期
间的闪光故事。

第一集《书海编舟记》中，隐身
于书背后的编辑、译者首先登场。

“上班、打卡、开电脑、看会儿稿、
看会儿邮箱，一天就过去了。”这
就是豆瓣秃顶会会长、后浪文学部
主编朱岳的日常工作状态。长期以
来，朱岳都以写小说为志，只把编
辑作为糊口的手段。这样的工作状
态，持续了近十年。直到 39 岁那
年，朱岳遇到了台湾作家袁哲生的
小说《寂寞的游戏》。在他看来，这
本书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位大师的
作品。但在推广的过程中，曾被
100 多人拒绝，甚至还因此拉黑了
一个好哥们。虽然屡屡受挫，但在
他的努力下，这本书最终获得媒体
推介，被摆在了书店的醒目位置。
这让朱岳第一次收获到推出一部
佳作带来的成就感，也正是这本
书，让他的编辑生涯变得热血起
来。

古籍编辑俞国林，更是把冷板
凳坐到底的代表。在一次偶然的阅
读中，他发现了西南联大总务长郑
天挺的一页日记。在与郑家后人取
得联系后，更确认这些日记保存完
整，足有一箱。但是，其家人并不
同意出版。被拒绝的俞国林没有轻
易放弃，他一次次前往天津拜访，
甚至和郑天挺的儿子成了忘年交。
整整 13 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郑
家后人松口，《郑天挺西南联大日
记》得以问世。

在接下来的几集中，观众认识
了把藏书当成业余爱好的陈晓维，
陶醉于蔡皋奶奶画笔下的“桃花
源”，也为美国艺术家薄英的书籍
设计震撼着，更被北京地铁上无数
平凡的读书人感动着……一位网
友在评论中这样写道：“新媒体时
代对纸质书籍的冲击，读书人的基

数与书籍的黄金时代相比，凋零如
斯。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浩瀚的人
群中找到那些相通的灵魂，珍藏书
卷，爱抚封页，痴迷文字。世间已
无纯粹，但是还有书籍。”

“他们穿梭于字里行间，钻研
着逗号句号的学问。他们以敏锐的
眼光，探寻文学的矿脉。他们以细
微琐碎的工作，搭建起跨越语言的
桥梁，摆渡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编
织着航行于浩瀚文海间的思想之
舟。”胡歌柔和且具穿透力的声
音，和这部纪录片的气质不谋而
合。胡歌本人也是爱书之人，但剧
组选择胡歌配音，显然不仅仅是因
为适合。如何让一部小众题材纪录
片“出圈”，明星效应是被设计在
其中的。很明显的效果是，打开第
一集，片头几乎被带有“胡歌”的
弹幕刷屏。粉丝们被胡歌吸引而
来，也被走心的故事留了下来。胡
歌这次是全免费义务配音，一天配
了十多个小时，很辛苦。

为了适应年轻观众的口味，
《但是还有书籍》走的是小清新的
风格。动画的加入，也是这部纪录
片的亮点。这部片子的创新在于，
不是用动画再现或还原历史，而是
完全配合书籍、故事，让动画与内
容互动起来，有趣又好看。《但是
还有书籍》并不是一档纯粹的读书
节目，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纪录片，
否则也不值一提了。它是读书与纪
录片的合二为一的有机结合体，按
时下流行的说法，应该属于“某
某+”类型的节目，比如“读书+纪
录片”或“纪录片+读书”。它也不
是一部推荐书的节目，而是讲述与
书相关职业人故事的节目。这，或
许才是这部纪录片真正走热的原
因所在。

不管你爱不爱书或爱不爱读
书，都没关系，都不影响你会喜欢
上这部纪录片，因为它里面的人很
有意思，故事也很有意思，温馨而
又有情怀。

“十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因为
这个片子而重新拿起书，重新点燃
起对阅读的兴趣，那我们做这个片
子就值了。”这是总导演罗颖鸾的
创作初衷，现在看来，答案是肯定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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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看点

刘子涵

芭蕾舞演员以脚尖点地，随着音
乐优雅地舒展跳跃，一舞令人难忘；
刘金铎以刀代笔，在陶器的釉面上旋
转舞动，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完成
了他的瓷上“芭蕾”。

瓷刻又名釉雕，是用特殊刀具在
烧制好了的瓷器上进行刻画。刘金铎
是拥有140年历史的宝庆瓷刻的传承
者与发扬者。传统的瓷刻其实与“号
碗”并无太多区别，是在光滑的釉面
上用较为单调的刀法刻画线条，内容
也主要是对传统绘画中的花鸟山水
进行简单而机械的模仿，并没有作者
本身的思考与探索，作品缺乏灵魂。
而刘金铎则在长期的实践与学习中，
不断创新，在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与探
索商周玉雕“游丝刀法”之后，创造了
属于自己独特的“游丝点刀法”：用特
殊刀具在陶釉上进行刻画，通过陶瓷
材质的特殊性来表现虚实与光影变
化。在他的刀工之下画面不仅拥有写
实主义所追求的立体感，更强调了其
质感，达到了超写实主义的范畴。

刘金铎将传统瓷刻升华成为了
艺术，在每件作品中都包含着他个人
的独立思考与情感，这些都是独一无
二、不可简单地与摄影进行比较的优
势与精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写
实主义的作品反而比一般的艺术品
的创作更加艰难与微妙。对照参考图
片进行艺术加工，并超越照片本身，
这需要依靠多年的积累与底蕴，更不
用说瓷刻这种本身就具有高难度的
艺术创作形式了。

瓷刻中，没有反悔的权利，每次刀
锋的落下都必须精准而肯定。稍有失
误，光影的效果就会产生偏差且无法改
正，这时便只能全盘舍弃，从新开始。因
此在每一次创作开始前，刘金铎都要进
行充分的前期准备，这种准备并不是简
单地抓形，而是要深入了解人物的内心
状态，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照片所不能
表现的意境与内涵。

如获得 2013 年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会“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的《齐白
石肖像》，作为参考的照片拍摄于
1955年，技术上的缺陷与时间的流逝
早已使相片褪色泛黄。而刘金铎却在
反复的琢磨与思考之后，依靠这张神
色早已暗淡不清的旧照，将齐白石先
生的眼神通过精妙的刀法刻画得生

动传神。同样，刘金铎近期选择了一
组以马为主题的系列题材进行创作。
马是没有表情的物种，因此在传情达
意上只能用眼神来表达，这是考验艺
术家功底的创作，而刘金铎到目前为
止瓷刻出来的 3 幅马，每一匹都能凭
借它们神色的差异看出马在情感甚
至年龄上的不同。而获得 2014 年第
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
际艺术精品博览会“百花杯”金奖的

《泳坛之花》，每个角色都是饱满而
鲜活的。相比于绘画，它最为独特的
地方就在于给观赏者带来的视觉错
位。刀具将瓷器的釉一层层剥开，是
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因此人们因为
明暗对比而感到立体的部位，其本身
反而是凹陷的。有人说万里挑一必有
独到之处，这就是属于刘金铎的独到
之处吧。

2014年作品《沧桑》在福州参展，
获得了第四十九届中国工艺美术“金
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原
型是他老家邵阳的一位农民，在了解
其生平之后，刘金铎感受到了对方生
活的艰辛与困苦，于是选择用艺术来
反映现实，老者的目光看似深邃沉
重，实则透露出一种对未来的关注与
探索，紧锁的眉间和额上的皱纹反映
着他所经历的苦难和内心的坚强，他
背后倒写的“福”字，表达一个中国人
对生活的乐观期待。

刘金铎的作品有花卉，也有山
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物，有普通
百姓，也有世界名人。刘金铎自己最
为满意的，是雕刻的朱镕基肖像，威
严而又亲切，被朱镕基的家人收藏。
今年春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给刘金铎寄来感谢信，感谢刘金铎
制作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肖像瓷刻
版，作为国礼赠送普金本人。这件富
有质感、雕刻细腻的精美作品，展现
了中华民族独特精湛的传统技艺和
工匠精神。

周洪林

“ 名 画 入 方 寸 ，大 师 显 风
范。”中国邮政定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行《吴冠中作品选》特种
邮票一套 6 枚。邮票图案内容分
别选取了吴冠中的《高粱与棉
花》《瓜藤》《水巷》《巴山春雨》

《鹤舞》和《双燕》6 幅代表作。该
套邮票为我国发行的名画系列
邮票第 12 套，邮票画面以清晰、
简洁的设计手法，力图在方寸之
间重现吴冠中先生原作的艺术
魅力。

“高粱与棉花”与“瓜藤”两
幅为木板油画，是吴冠中于1972
年在河北石家庄市获鹿县（今鹿
泉区）李村创作的农村题材油
画，现收藏于上海中华艺术宫。

“水巷”选取的是吴冠中于 1997
年创作的油画, 表现了周庄的江
南水乡风貌，现藏于中国香港艺
术馆。吴冠中上世纪80年代赴川
北大巴山脉采风创作的水墨画

“巴山春雪”，画面营造了春雪覆
盖山川的壮美景致，现藏于中国
美术馆。“双燕”取材于1980年浙
江省宁波市的沿湖民居，在吴冠
中众多以江南为题的作品之中，
其最为得意的就是这幅“双燕”，
现藏于中国香港艺术馆。吴冠中
曾写道：“《双燕》明确地表达了
东方情思，即使双燕飞去，乡情
依然。”第6枚图案“鹤舞”是吴冠
中2002年居住于北京丰台区方
庄芳古园小区时创作的水墨画，
画面为翩翩起舞的群鹤，现藏于
新加坡美术馆。

向晓玲 姚俊锋

踏虎凿花《武汉加油》用
各色宣纸并配有中国传统花
边图案凿制而成。作品以武汉
黄鹤楼为背景，前景则是白衣
天使奋战在一线进行紧急救
治的动人场面。纸薄情深，小
小的踏虎凿花作品寄托着美
好的期盼，期待春回大地时，
一切困境和迷雾都将烟消云
散。

踏虎凿花湘西州代表性
传承人李铁骑，是土生土长的
苗族汉子，也是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会员，湖南省剪纸研究会
理事。抗疫战中，他把自己的
创作激情，默默地化作了对疫
情的关切之情，用自身的专业
知识，将抗击疫情期间的一幕
幕感人场面、动容之情，转化
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文艺
作品，传递人间真情，弘扬社
会正能量。

北有剪纸，南有凿花。凿
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古老而
又神奇的传统技艺，是民族文
化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
中外闻名的踏虎凿花是湘西
州泸溪县特有的民间传统手
工艺，源于苗族服饰的纹样蓝
本，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凿
花图案纹样题材广泛，有花
草、鸟兽、傩面等多种。多用
于绣花底样和庆典、祭祀活动
中的装饰品，被列入中国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项目名录。

踏虎凿花多次远赴国内
外各种博览会现场进行展出，
以杨桂军为代表的一批传承
人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新时代
意义的优秀作品，这些传承人
秉承一代凿花宗师黄靠天的
精神，将踏虎凿花这一宝贵的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了下
来。泸溪县踏虎乡（现为合水
镇 踏 虎 村），地 形 似 五 虎 擒
羊，虎脚踏在羊背上，因而得
名踏虎。这里系土家苗汉杂居
地，大家热爱美，追求美，创
造美，民风淳朴，辛勤耕织，
相处和睦。

苗 族 人 民 喜 爱 挑 花 、刺
绣，从头上包的帕子到脚上穿
的鞋子，无论衣袖、裤脚、枕
头等，无一件不是绣花和挑花
的，故有所谓“花苗”之称。苗
家姑娘从小就学习绣花和挑
花，先从十字花学起，到出嫁
时已成能手。苗族花色图案种
类繁多，以花草虫鱼鸟兽为
多。刺绣叫绣花，多用鞋帽花
边，衣服滚边栏杆。牵纱，挑
纱 叫 挑 花 ，多 用 于 头 帕 、被
面、床单。

据《泸溪县志》记载，湘西
一带的剪纸是在明清以后逐
渐发展起来的。而泸溪县踏虎
乡的剪纸则起于清朝嘉庆年
间，渐后剪纸工艺发达盛极一
时。它系挑花、刺绣一起发展
起来的姊妹艺术，题材广泛，
形式多姿多彩。在苗族服饰、
喜庆婚嫁、驱灾避邪等场所随
处可见，人民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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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舞

高质量的音乐作品能带给听众
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与新的艺术发
现。3月5日，新华网客户端、新湖南客
户端、学习强国等推出一首由郭天柱
作词、胡令强作曲，刘奇、龙雨薇演唱
的原创抗疫京歌《勇往直前》，迅即引
起广泛关注。湖南省音协顾问、长沙
市音协名誉主席殷景阳评价：好京
歌，曲好词好演唱好。网友“守望—幸
福”评价：京歌新曲，听着带劲，湖南
文艺，高峰之作。还有网友留言：听第
一遍，热泪就情不自禁地流出来了，
感人至深；刚柔相济，画面感强……
这些评论与留言，不仅充分肯定了这
首抗疫京歌不同凡响的艺术价值，也
昭示着：抗疫后半场，人民欢迎的是
高品位、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京歌，一种现代歌曲艺术的审美
趣味与传统京剧艺术的审美意味“化
合”而成，具有“中和之美”的新形式
新味道。它既不同于拥有明显程式化
色彩和固有曲牌、缓慢节拍的传统京
剧表演，又不同于一般表现现实题材
与固定风格的艺术歌曲，而是一种崭
新的音乐形态与风格，在表现抗疫题
材歌曲中可谓凤毛麟角。《勇往直前》
的曲作者一手采用现代作曲技法，一
手采纳京剧元素，将两者既融合统
一，又进行“黄金分割率”，使歌的味
道比重大于京剧味。歌曲在节拍、节
奏型的设定上用的是现代歌曲作曲
法，在编曲配器上，只用了一把京胡
和京剧打击乐，其他用交响乐队，使
其具有较强的现代气息和浑厚、坚
实、辉煌的音色特点。与此同时，抗疫
战士“勇往直前”的主题音乐形象，分
别在前奏、中间核心伴唱段落和副歌
的高潮结束部分反复出现，而其它部
分的音乐也采取主题音乐形象的变
体、扩展、发展等方式写成，个性鲜
明，特色突出，富有较高的识别度与
记忆度。由此可见，曲作者独创的新
技法既是一种全新的音乐美学表达，
也是一种听众能够普遍接受的表现
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曲作
者勇于创新、敢破敢立的胆气与实
力。

新的音乐风格与表现技法决定
了演绎的新要求、新标准。《勇往直

前》的旋律大气豪壮中不失柔美委
婉，古老京腔京韵中不失现代与时
尚，除了在创作上的新技法外，演绎
上也是革故鼎新，别具一番风景。一
方面，歌曲果断放弃京剧专业演员演
唱，大胆启用京剧“门外汉”刘奇演
唱。刘奇是湖南宁乡本土民间职业花
鼓剧团青年演员，既没接触过京剧也
不识谱，但是经过一句句地钢琴教
唱，他凭过硬的戏曲唱功硬是在两天
时间里完成了录音。歌唱方法上坚决
摒弃传统京剧的唱法，即俗称“太摇
太抖”的声音，在保持传统京味音调
和腔韵的情况下，大胆采用“现代京
剧样板戏”唱法与西洋歌剧幕内合
唱，吐字清晰。男女对唱刚柔相济，统
一和谐，表现力强，可谓字正腔圆，声
情并茂。男声苍劲而充满戏曲老生音
色和声线，嗓音略带沧桑感，女声坚
实有力且明亮通透，整个作品的音色
和情感处理恰到好处，感染力十足。
比如，“我的好兄弟”中的“我”，采用
了京剧的咬字，整首曲子变得京韵盎
然；又如，副歌高潮部分将“你真的不
容易，你真的了不起”改成了“壮丽的
诗篇里最闪亮的是你，祖国知道，人
民感谢你，你肩负使命，勇往直前”，
不仅突出了思想主题，将对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勇士们的崇敬之情推至“沸
点”，而且把京剧老生唱腔的苍劲和
高亢、果敢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使
得副歌部分音乐与演唱变得大气磅
礴，撼人心魄。

宝剑锋从磨砺出。对于这样一首
高难度、高品质的现代京歌而言，创
作者的付出与艰辛之大可想而知。伴
随着《勇往直前》的走红，曲作者胡令
强引起人们的关注。胡令强是国家二
级作曲，40多年以来创作了一系列质
量上乘的戏歌。比如先后荣获2017湖
南省新人新歌大赛金奖的《戏·角》，
第十二届长沙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欢乐潇湘市级金奖、省级
铜奖的《宁乡吟》，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市级金奖、省级一等奖的《匠心》以及
宁乡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台歌《宁乡人
爱唱戏》，作为湖南代表作入选中国
最美城市音乐名片评选的《宁乡剁辣
椒红》等作品，集思想内容本土化、音
乐风格戏曲化和审美趣味现代化于
一体，超凡脱俗，别有洞天。

且听湖湘铿锵曲
——抗疫京歌《勇往直前》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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