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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早餐中国》里有一句话：人在异乡，胃在
故乡。整个片子除了诱人丰富的早餐之外,更
充斥着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亲切又朦胧。没
有华丽浩大的格局，都是贴近生活的日常食
物。没有多余的描述和铺陈，焦点直接对准美
食本身。能把早餐拍出一百集，而且各具明显
特点，不带重样的，恐怕也只有在“民以食为
天”的中国才行得通。虽说每集大概只有四五
分钟，但口碑爆棚。这档节目有一个明显的特
征，就是接地气。没有华丽的文案和煽情，节
目里的旁白、食客都说着一口不配字幕听不
懂的乡音，仿佛自己就化身其中，就是自家楼
下的档口，上班途中的小摊，亲切而又真实。

第一集开篇，带来的就是湖南的早餐之
王，米粉。

湖南米粉在中国美食这个大江湖中，名气
不如桂林米粉，也不像柳州螺蛳粉那样“臭”名
远扬，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占据着湖南人最爱小
吃的重要地位：早晨起来嗦一碗，晚上嗨完嗦
一碗，天气好去嗦一碗，下雨外卖嗦一碗，没胃

口时嗦一碗，胃口好时嗦两碗……这顺口溜就
是湖南人爱吃米粉的真实写照。湖南的早餐是
用一碗米粉开始恢复元气、提振心气的。

其实湖南米粉是一个概念，不能严格地
用“省”这个概念来区分，甚至不能用市来划
分。湖南米粉在湖南几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比如长沙基本是吃扁粉，常德吃圆粉，码子有
肉丝、猪脚、红烧牛肉、牛杂的，总之是物尽其
用，人尽其能，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每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心头好。

“崽啊，嗦了这碗粉。”镜头里的湖南长沙
学义面粉店开了 22 年了，专营肉丝面、肉丝
粉。店主陈学义的儿子陈腾飞特别逗，现场演
示了如何从“吃”粉到嗦粉的转变，一口粉嗦下
去，眼睛直翻，好吃到昏厥。吃干拌粉甚至不用
找位置坐下来，直接端起碗，站立着一两分钟
就能嗦完一大碗，简单，美味，啥事都不耽误。
食客们都盛赞他家的米粉汤头好。这汤头可是
真材实料，用三四套后腿骨从中午两点钟一直
熬到第二天早上，大骨醇汤，粉面之魂！

精后腿瘦肉先要焯水，去除腥味，然后再
添加配料炖煮两三个小时，肉丝码子就做好

了。煮好的米粉放在已经加了小料的碗中，浇
上货真价实、清澈味鲜的大骨汤，淋上爽滑入
味的肉丝码子，再来上长沙粉标准的三件套

“酸萝卜、酸豆角、剁椒”，热气腾腾的米粉就
可以让客人享用了。虽然说只有肉丝码子这一
样，但仍然可以根据客人不同的口味，提供干挑
面、干挑粉、肉丝面、肉丝粉四种，价格统统是8
元一份。陈学义自己早上也会吃碗自家的粉，吃
完以后不管多忙，都要送孩子去学校，毕竟孩子
的教育比赚钱更重要。老板喜欢“嗦粉”的崽非
常会给自己加戏：“那个长得像猴子的，就是我
爸，那个长得像猫头鹰的，就是我妈……”一曲

《涛声依旧》中，一家三口在做粉的乐趣中不断
回味，本集叙事也慢慢收尾。

画外音说：嗦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粉，
才能感受到长沙市井间的烟火气。湖南的粉
出了湖南就不能叫湖南粉，在外地就是吃不
出来那个韵味。

在外漂泊的湖南人从火车上下来以后，
拖着行李第一件事就是要奔向熟悉的粉铺，
酣畅淋漓的嗦上一碗粉，漂泊了许久的胃，这
一刻，才算是真正着陆。

老后

一种独有的民间戏艺“布袋戏”，堪称我
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璀璨奇葩，仅在湘西南
宝庆府一个偏远山村——燕窝岭的刘氏家族
中数百年代代传承。虽曾几经厄运、几近湮
灭，终究还有传人，是为大幸。

近年，我迷上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在对家乡
隆回及周边县份民间民俗文化的采集梳理中，
竟意外地发现当年宝庆南路“被窝戏”的踪影，
让我惊喜不已。从邵阳市群艺馆一位专门考察
民间艺术的老馆长覃保来先生那里了解到，“被
窝戏”老艺人的聚居地在邵阳县南部一个叫“燕
窝岭”的小山村。时过境迁，说是现今就只剩下
刘永章、刘永安家两副残缺不全的戏担了。

选了个暖日融融的好天气，约了好友、民
俗摄影家雷光明先生一同前往燕窝岭。这是一
个以土砖造屋而拼成的不足百户人家的古老
村落，安详而静谧。男人都做工去了，女人们则
撒落在春日门口的阳光里搓衣、绩麻、做鞋、洗
发、带孩娃，不时总有春燕飞舞着从木制的门
框里进进出出，原来每户人家门框里面的堂屋
楼枕下都有燕子窝，且是主人刻意在楼板下的
楼枕上搭有专为燕子衔泥建窝用的竹篾小平
台。难道这才是“燕窝岭”的由来？

几经打听，方知艺人刘永章外出打工去
了。在一位老者的指引下，径直来到刘永安家。
家人说他在村口帮人拉电缆架电线，马上去喊
人回来。刘永安很快就赶回来了，典型农民的
憨态和一代艺人的精神都写在了他那张黝黑
的脸上。待我们说明来意，他拍打过身上的尘
灰，挪过条竹凳，就斜靠在门边泻满阳光的土
墙上，猛吸几口手卷的喇叭筒土烟，和我们谈
开了他家祖辈相传的“被窝戏”。

早在三四百年前，一刘氏先人为避战乱，
挑着副被窝戏担子从江西某地逃难过来，流
落到湖南宝庆府南路一带（现今邵阳县九公
桥），最后在燕窝岭落脚、繁衍生息，并世代以

“被窝戏”维持生计。明末清初的鼎盛时期，燕
窝岭刘氏家族竟拥有 100 余副戏担，其演出
的踪影遍及江浙湖广。最让刘永安骄傲的，是
他的师叔著名被窝戏艺人刘恒贵，曾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初期随同国家文化代表团赴印
度、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献艺演出，这是他们刘
氏被窝戏艺人珍贵的荣誉。

“被窝戏”也被叫做“布袋戏”或“扁担戏”，
都是一人一副戏担，各个剧目中不同人物木偶
出场的念、唱、做、打及生、旦、净、丑的道白，还
有演出中大锣、小锣和鼓、钹的击打及鸡喇子
的吹奏等，全都靠艺人的嘴巴和手脚协调并用
独自承担，演绎出了一幕幕帝王将相的炎炎史
事和世间的百味人生，实在是不可思议。

刘永安十几岁就跟叔叔刘恒义学戏，每
天天刚亮就要爬起来练嗓子、背台词、学唱
功。白天，他帮师傅挑着戏担串了王村走李
庄，演了东街演西乡，唱过“十八扯”，唱了“火
焰山”，唱完“长坂坡”，再唱“祝家庄”……夜

到住地，随意弄口饭菜塞饱肚子，就又要手指
顶着几个木偶头，向师傅讨教各类人物的举
手、投足、打揖、让座、牵马、踢腿、捆缚、使枪
和弄棒。或就一个人跨坐在那条板凳上，凳子
下面的机关前安小钹后挂锣，两只脚尖翘起各
套一根小绳索，右脚尖踏下钹就响，左脚尖踩
下敲大锣；嘴巴子要唱要讲、要哭要笑，还要把
含在口里的鸡喇哨子吹得呜啦呜啦叫；右手要
打左边的鼓，左手要敲上面的锣，时不时又要
赶紧腾出手来舞弄木脑壳……反反复复如此
练完下来，每每都要累得人懵、屋动、手麻、脚
硬、腰杆子痛哟！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过后，刘永安的被
窝戏技艺日渐成熟，就学着师叔的样，常常借
着农闲的机会，挑起担子戏走他乡，既能挣些
钱米聊补家用，也可在外头看看世界，自是有
苦有乐。“嘿嘿，放下担子搭起台，锣鼓一响有
人来；讨个铜钱要碗米，唱出猴王打妖怪！”他
一边念顺口溜，一边起身往屋里走。片刻，就把
曾经跟随他走过数十个风雨春秋的那副老戏
担搬了出来，一一摊开让我们看。虽然陈旧破
烂不已，终究还是“满朝文武满朝臣”，样样俱
全。最让我眼亮的，却是那木偶头像的雕刻造
型和绘彩，均系刘永安亲手所为。所有木偶都
一袭古朴的粗陋、土俗和稚拙。这可要算做原
汁原味的民间艺术了。

我请老刘为我们露一手，他笑道：“人老
了，好多年冒唱了，牙齿也不关风了。”边说边
收捡好行头，挑起就往院子中央的坪坪走去。

他随意在邻家借来一张方桌，将那根专
用板凳往桌面上一放，一根扁担往板凳中间
那小洞里一插，再将一床被单四周一围，他的
老伴向会英也过来帮忙，顷刻就支好了他的
人生小戏台，一切机关奥妙尽在其中。村子里

的老少妇孺闻声纷纷赶来，把个小而高耸的
戏台围在了中间。“永安好久没唱被窝戏了！”
大家急不可耐。

六七十岁的艺人刘永安瞬间神采飞扬。只
见他钻进那床被单围成的戏台里面，锣鼓一
响，一出“武松打虎”的好戏开场。看戏的乡亲
们即刻静了下来。演出中，艺人双手要同时灵
巧支撑几个指上木偶上场，走路、踢腿、骑马、
射箭、翻筋斗、使兵器、捆绳索，还要敲锣、打
鼓、吹锁喇、含哨子、拉二胡，吹笛子、换木偶，
双手和嘴巴忙得不可开交了，板凳底下的那一
双脚被铜锣与大锣的绳子绊住也要左右开弓

“哐且哐且”作响，嗨，真个令人叫绝！老艺人虽
然嗓音略带沙哑，缺了颗门牙也稍有漏风，可
他的手指还是那么灵巧，手脚和嘴巴配合得那
般默契，念唱做打均有板有眼，各色人物的对
话、道白、唱腔都字正腔圆……

近几年来，我对燕窝岭“布袋戏”老艺人刘
永安做过几次深度采访，“布袋戏”系列摄影作
品在世界民俗摄影专题大赛“人类贡献奖”中获
奖，为后来邵阳县“布袋戏”成功申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重操“布袋戏”旧业的刘永安申
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2016 年 1 月 13 日, 我荣获“2015 年度
CSR中国文化奖”杰出贡献人物，应邀赴京出
席辉煌的颁奖典礼。我与组委会联系沟通，特
邀约邵阳县“布袋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秀传承人刘永安老人一同进京，到颁奖现
场献艺，受到全国政协、中宣部、文化部及人
民日报领导、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文化
界朋友们的一致好评。次日，又应邀到国务院
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展演，受到
专家们的高度赞赏，并约请北京卫视现场录
制了节目。

荧屏看点

百集《早餐中国》

开篇就“嗦粉”

世间独有被窝戏一方水土

吴学安

2020 年第一季度,我国电
视 剧 市 场 现 实 题 材 剧 目 继 续

“打头阵”,涌现出《安家》《我在
北京等你》《如果岁月可回头》

《还没爱够》《决胜法庭》《冰糖
炖雪梨》《绿水青山带笑颜》《精
英律师》等。广电总局电视剧司
负责人日前接受采访时说，疫
情防控期间，现实题材电视剧
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也给
予人们温暖和温情，纾解了人
们的焦灼心理，满足了观众居
家娱乐的需求（新华网 2020 年
4 月 17 日）。

久违的电视屏幕被频频开
启，开机率不断攀升。一家人一
起追剧的温馨画面在家家户户
呈现。抗疫期间，各种类型的电
视剧，特别是现实题材电视剧，
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也给
予人们温暖和温情，为人们提
供 了 情 感 的 慰 藉 和 心 灵 的 滋
养。今年以来，各大电视台和网
站播出了一批有理想、有情怀、
有担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关
注友情、爱情、亲情，聚焦家庭、
职场和社会等各个层面，既给
人们提供生活的体悟，又强化
人们对于人生的反思。疫情期
间，更有助于人们思考和理解
生活与人性、个体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如《幸福院》是一部关
注老龄化问题的电视剧，讲述
了于老乐为减轻儿子的负担，
与老同事崔里田、赵精神决定

“抱团养老”的一系列故事。《幸
福敲了两次门》则聚焦于女性
友情与成长话题，讲述了小学
教师罗楠楠与养老院管理员梅
雅婷，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彼此
鼓励、相扶成长的故事。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就像
是透视时代的一面镜子，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观众，能
够海纳百川地描写生活、反映
现实。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形
成一股热潮，剧作的类型也呈
现出形形色色，有情感剧、职业
剧，也有动作和悬疑等内容包
含其中。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在

“卖相”上似乎越来越好看了，
演员、场景和题材都让人眼前
一亮。但要做到既叫座又叫好，
还要在内容上多接地气，多点
对 现 实 的 关 照 和 对 生 活 的 挖
掘。有些贴着现实主义的剧作，
主题、立意、手法看来看去好像
照镜子，都似曾相识，但却因没
有细节而致人物苍白、故事老
旧，进而主题不清晰。现实主义
题材影视作品在霸屏的同时，
不免会引发一些争议，有些影
视作品局限于故事发生的小背
景、杯水风波，对时代大背景的
呈现模糊不清。一些剧目只有
现实的壳，而内容却悬浮于真
实生活之外，业界人士称其为

“伪现实主义”。
所谓伪现实主义，就是因

编导者没有吃透生活，没有贴
近人生。在影视作品创作过程
中，很多都是从臆测的角度出
发，而不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
很难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如
一 部 描 绘 当 代 人 生 活 的 都 市
剧，因陷在“平民女孩遇到白马
王子”的悬浮想象中，现代版的

“灰姑娘”童话，因为缺乏生活、
远离观众，被观众抛弃也就在
情理之中。

聚焦现实，讴歌时代，关注
社会变迁，书写人间冷暖，这些
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

“伪现实”作祟，导致目前一些
影视作品中存在情节和人物设
定与现实生活贴近不紧密、烟
火气欠缺的现象，导致人物、情
感、逻辑都难以触碰人心。就拿
风靡一时的职业剧来说，此前
已播的《亲爱的翻译官》《南方
有乔木》《猎场》，分别聚焦高级
口译、无人机设计师、猎头等职
业，却多多少少困在了“专业失
真、恋爱过载”的魔咒里。这些
作品虽有现实的衣着和人物设
计，但本质仍是脱离现实的偶
像剧。剧中那些靓男美女们为
追求“高大上”大都锦衣玉食，
缺少生活的烟火气。

对于现实题材影视创作而
言，现实主义已不仅是一种具
体的创作方法，更是审美精神，
是“否定丑，并确认美”的艺术
选择。社会日新月异，许多人物
的超凡精神与超凡才能，需要
创作者看见、挖掘并展现出来。
编导们应当加强学习，走出小
我、走出书斋，到生活中、百姓
中去寻找灵感，延展艺术修养，
紧随时代前行的步伐，从现实
生活的褶皱里发掘独特之美，
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用血肉
丰 满 的 人 物 和 细 节 去 吸 引 观
众、影响观众、获得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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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斌

吴冠中和郴州人的渊源比较
深：1946 年冬天，出生于江苏省宜
兴市的吴冠中，与出生于湖南省郴
州市的朱碧琴结婚。当时，吴冠中杭
州艺专毕业后，在重庆沙坪坝的一
所大学任助教，朱碧琴国立女子师
范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大学和中央
大学附小任教；上世纪 70 年代末
期，原郴县（朱碧琴家乡县）文化馆
主办画展，吴冠中接到邀请信函，寄
一幅《家乡苇塘》（时任馆长曹祥光
回忆画有芦苇、水塘、鸭等）参展；上
世纪 70 年代初期，韶山纪念馆改
馆，省内外调画家。1971 年孙国成
被郴州地区革委会推荐到韶山纪念
馆工作，任美术组组长。从 1971 年
至1981年，孙国成接待了来韶山纪
念馆的吴冠中、关山月、黄永玉、黎
雄才等艺术大师。吴冠中在韶山纪
念馆画了一幅水墨画赠给孙国成。

吴冠中是 20 世纪现代中国画
的代表画家之一，也是最具风格魅
力且富有创新思想的艺术家，他用
中国画的工具材料，结合西方现代
艺术的观念、形式、方法，表现出中
国画的特有意境。他的作品兼容中
西，个性突出，具有创新意识和时代
特色。吴冠中蜚声中外，特别是他在
张家界写生后创作的游记《养在深
闺人未识》，让张家界声名远播，成
为闻名遐迩的世界级旅游风景区。

与吴冠中喜结连理、成全他一
生艺术梦想的朱碧琴，故乡是湖南
郴州市苏仙区大奎上镇凉伞坪村
凉伞坪组。我曾通过苏仙区政府办
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朱碧琴的堂侄
朱茂清，才知道朱碧琴不凡的家族
背景。朱碧琴的父亲朱鑫，是民国
时期省政府公务员；大叔朱森被著
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召到中央研究
院调查所任研究员，成果颇丰，在
地质界有“朱森虫筵”“朱森珊瑚”

“朱森华夏木”等化石生物名称，成
为永久性纪念；其二叔朱焱是中国
骨科泰斗级专家和脑科专家，于
1953 年创办浙江省第一个骨科专
业，于 1957 年创办浙江省第一个
神经外科专业，在医学界享有盛
誉。在“文革”的特别年代，吴冠中
和朱碧琴随各自单位到农村劳动
改造，两人相距十余里，每周日才
被允许见上一面。

品赏吴冠中赠孙国成的画作，
画的中景，左边相倚相伴着三棵柳
树主干，由上而下一气呵成，每棵树
都显得斑驳而雄劲。主树干分支的
几截树杈，或饱受风雨霜雪残蚀而
光秃，或长出新的纤细枝桠，或偶有
几枝嫩绿新枝凸发芽苞。主树干底
下泥土上勾勒几株纤纤嫩枝，有几
处用“点”和红“小块面”象征的房
舍，偎碧相邻。右边不远处有几棵幼
柳树，光秃秃的没有树叶，树的空隙
处，是洒脱自如地破泼并用，浓淡
相现，一大片横贯画面的块面墨
团，勾勒出柳树附近的曲水小桥、
丘陵、树林、丘壑和山峰。前景是水
平如镜的水面，几棵柳树主干的倒
影顾影相照，安静而祥和。远景，数
条婀娜的枝条，垂挂而下，赋予生
命脉络，像把整个春日都融进画
中，有着说不尽的风情。整幅画点、
线、面的节奏，洒脱自如的用笔，浓
淡有致的墨韵，疏密开合成“以少
胜多”而富有韵味，令人仿佛体会
到了他创作这幅画时心中情愫的
自然流露，也看到了他在坚持不懈
地追求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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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画是我最深情的告白
艺路跋涉

黄泽亮

精美的工笔画既养心又养眼，让我情有独
钟。不仅自己画工笔，还会量力而行收藏一些前
辈们的工笔作品，购买些画友们的优秀小幅作
品，挂在家中慢慢品鉴学习，这对我来说，是一种
精神上的陶冶和最好的学习方式。

工笔画是以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的中
国画表现方式，又称“细笔画”。早在唐代就奠定了
其精致与细腻的画风，于两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
从战国的帛画到当代的新工笔，她的美一直延续
了两千多年。喜欢其典雅高贵的艺术气质，清雅求
真的造型，温润如玉的染色，精致入微的描绘，自
然与艺术在工笔画中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工笔画是一种安静的表达方式，其制作过程
繁复、需要反复打磨追求精益求精，它要比写意
国画更加耗费时间和耐力，但呈现出来的效果完
全不一样。只有让生活不再繁杂，耐得住寂寞，才
可以去从事极为细心的描绘。生活在都市，仍然
可以释放内心的自然情怀，在楼顶种菜养花，在
画室读书画画，可以随时到山野田园间走走，用
我的画笔记录我看到的，感受到的美好，用我的
生命，用我的足迹，用我的心表达我对这个世界
的热爱和关注。

做个绘画道路上的修行者，用工笔善待时
光，这是我最深情的告白。

“被窝戏”老艺人刘永安在表演中。 老后 摄影

工笔画《疏枝蝶影》
黄泽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