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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梦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的
扶贫剧也在不断涌现。其中，《我的金山银山》

《遍地书香》《花繁叶茂》等扶贫剧在保证内容质
量与剧集立意的同时，以轻喜剧的风格跳脱出
以往扶贫剧严肃、正经的叙事风格，及“卖惨哭
穷”的叙事套路，让剧集不仅好看、好笑，而且真
实、接地气。

轻喜剧更让人共情

《我的金山银山》从产业扶贫出发，以精彩
有趣的轻喜剧手法，塑造出立体生动的人物群
像，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以充分
诠释。“做主旋律剧一定要避免假大空、喊口号，
一定要走心、接地气，让观众相信是第一位的。”

《我的金山银山》导演贲放表示，“喜剧元素的增
加就是让扶贫剧年轻化的一种方式，剧中出现
了很多年轻人的角色，像汤亮、范白露、范奋斗、
汤婉、大宝贝等，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接地气，很
多喜剧梗都是为当下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要在
笑声之中，把精准扶贫的精神传递下去。”

《遍地书香》从文化扶贫入手，以轻松明快
的影像风格以及生活化、接地气的台词表达，演
绎着文化扶贫、扶志、扶智的故事。导演杨真
说：“搞笑我们是认真的。”杨真认为：“喜剧风格
不意味着胡编胡闹，我们拒绝庸俗、低俗，表演
要干净，有一股向上的精神头儿，有意思也要有
意义。”

《花繁叶茂》以贵州省遵义市枫香镇为原
型，主要讲述了花茂村第一书记欧阳采薇与村
支书唐万财一起带领村寨群众奔小康的故事。
在电视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何
天平看来：“《花繁叶茂》是轻喜剧的调性，不那
么宣教、生硬、刻板，且剧作、人物扎实，剧中出
现了很多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形象，能给观众带
来共情的空间。”

年轻化表达吸引年轻观众

《一个都不能少》《绿水青山带笑颜》《花繁
叶茂》《最美的乡村》等一大批扶贫剧聚焦“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主题，展现乡村新风貌及年轻
人在农村这片广袤土地上不断奋斗的风采，以
年轻化的表达方式，俘获了年轻观众的心，实现
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

《一个都不能少》讲述焉支村和丹霞村两个
贫富差距较大的村子“合并”共建新丹霞村的故
事，描摹了东桥、丁香、付鹏等年轻干部在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中的贡献，比如剧中呈现的“直播
带货”“视频宣传”等方式，就是这些年轻人提供
的新思路。《绿水青山带笑颜》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为主旨，将镜头对准了许
晗、杜笑语等一群满怀梦想与热情的返乡创业
青年群体，讲述了许晗、杜笑语在大学生村官郑
菲及当地村民的协助和支持下，带领落后的贫
困农民步入小康，共同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通
过“返乡创业”“大学生村官”“精准扶贫”等元
素，记录一个美丽乡村的生态经济发展历程。

《花繁叶茂》在B站被网友催更，一大批“90后”
“00后”观剧后说：“从来没想过会对一部扶贫
剧这么‘上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凌晨在B站
看扶贫剧”。

这些扶贫剧在回应“精准扶贫”这个时代命
题的同时，以回到农村的年轻人的视角，展现了
当下年轻人走进扶贫队伍、为实现个人梦想而
孜孜不倦的奋斗之志，年轻观众也透过屏幕感
受到同龄人的青春活力。

乡村题材是值得挖掘的富矿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属于农村题材电视剧
类别。就当前发展状况而言，农村题材电视剧
整体上模式化、脸谱化的问题较为严重，长期以
来处于创作瓶颈，导致此类题材难以进入观众
视野，精品更加稀缺。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
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节
点，许多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在这一年闪亮登
场。作为农村题材的一个分支，脱贫攻坚题材
的出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
氛围，其广袤的创作空间也为农村题材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

今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22部脱贫
攻坚题材重点剧目，《一个都不能少》《花繁叶
茂》《遍地书香》《我的金山银山》《最美的乡村》
等扶贫剧播出后，收获了诸多好评。这一批农
村题材电视剧的丰收，与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略
导向密不可分。预计未来一两年内，还会有大
量的乡村影视剧涌现在各个平台上。实行精准
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还在继续，美丽乡村
逐渐成为当下农村的靓丽名片，巧妙展现精准
扶贫背景下农村旧貌换新颜的新面貌、反映扶
贫之难的扶贫剧，正以轻喜剧的艺术风格、年轻
化的传播方式，让宏大主题在潜移默化的过程
中被观众接受，也让农村剧逐渐成为主流影视
市场中的一分子。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城市的故事，乡村题
材也是一个值得挖掘、讲述的富矿。找到好的
切入点后，主旋律影视剧也可以叫好又叫座。

李熙斌

林深枝茂，鸠啾雀唧，或恬
淡到极致，或于朴拙中奇崛，枝
丫纵横并不芜杂；春日雪融，夏
日绿荫，秋林萧索，暖冬暮色，
大自然的季节轮回气象，正是
画家精神气质的心象，也是一
种艺术的真诚。欣赏刘德本先
生的工笔花鸟画，如聆听笛箫
丝竹，清雅之气扑面而来。

刘德本先生的艺术之路颇
为坎坷。他的工作单位是原郴
州市（现北湖区）瓷厂，后瓷厂
改制他曾一度“下海”到珠三角
沿海城市从事装潢业务。当时
他家住宅仅仅60多平方米，摆
放家具等什物后几乎没有绘画
的空间。他于 2001 年就把厂
里分给他的几个平方的煤棚杂
房改造为简陋画室，几个砖头
垒的窗户，光线昏暗。他在这
种环境下创作竟然有 5 年之
久，当年我去他的画室，见此情
形禁不住叹息，更钦敬他的坚
毅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在这
间陋室里，刘德本先生创作出
大量作品，其中有14幅工笔花
鸟画入选、获奖中国美协主办
的各类画展。2018年，他成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刘德本在工笔画的长期实
践中，专业上孜孜以求，具有相
当的积累。他多次入选全国美
展的“冬晨系列”“冬晴系列”等
工笔花鸟画作品，简单的画面
造型，层面上提炼，所展示出来
的丰富而潇洒、静寂又单纯的
画境，有诗意的境界。在他的
这些作品中，除底色、斑鸠施淡
彩外，很少施以颜色，全凭双钩
水墨渲染，以流利并具张力的
线条，钩桠勒枝，辅以水墨烘

染。画中的树主
干、枝丫以点、染、
皴为主，将树画得
饱满有力，虬曲多
变。以笔法跟随，
适应树的形体演
化，烘托其经风雨
历练，枝丫、枝条
纵横之象。刘德
本用笔使墨泼悍、
强烈、内敛，形成
挤压感，挤出树干
如铜铸铁造般感
觉 ，使 之 挺 拔 昂
扬，坚实有力，而
枝丫曼舞，密密匝
匝成荫，不无轻柔
感，飘逸律动，一
轻 一 重 ，亦 挺 亦
柔 ，形 成 强 烈 对
比 ，凸 现 视 觉 美

感。那春山秋林，那主干枝丫，
那飞禽走兽，在严谨唯美的造
型中，栩栩如生，神情并茂。画
里有情，画外有画，情景交融，
把工笔花鸟画，画出神来了，画
出情来了。既保持了中国工笔
花鸟画的传统精神，又形成了
自己的个人风貌，达到了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曦》是刘德本先生入选
“全国首届现代工笔画大展”的
作品。整幅画只施淡彩以底
色，以水墨渲染为主。他讲究
构图，巧妙多变，善于立意，意
境翻新。抓住林中斑鸠的生动
姿态，苍劲的树主干，遒劲的枝
丫、枝条，晨曦和雾霭，将它们
付诸笔端。笔墨功夫深厚，线
条老辣娴熟。运笔时而轻重缓
急，时而偏正曲直，时而中锋侧
锋，时而枯湿相杂。笔锋的点、
勾、皴、斫、擦调动灵活多变，运
用自如，在墨色的塑造与烘染
下，画面在严谨的法度中，透出
清雅秀润之美。整体看，又不
拘于一丫一枝。斑鸠栖枝于不
同树主干上，脚爪钩于枝条间
前后顾盼，呢喃私语，风姿绰
约。树林似乎有一股较强的山
风，在林间穿越和呼呼回响，横
生穿插的枝丫、枝条在山风拂
动下，上下左右摇晃，晨曦中雾
霭自由流动飘荡，清逸之气扑
面而来。

这些脱俗的诗意盎然的意
境，让我体会到刘德本崇尚跌宕
又内省宁静的理想追求，感受到
他以水墨刻画入微、斑斓而细腻
丰富。既看到了他对宋元工笔
画的传承，又能感觉到当代生活
赋予他的激情与生活积淀，极具
个性的对笔墨的理解，对现代工
笔花鸟画的有益探索。

林日新

“爷爷，这是什么？”“雄鸡。”“它能
叫么？”“这是纸剪的，咋会叫呢？”“爷
爷，您剪的雄鸡像活的一样，真好看！”

“长大后，你会剪出更好看的呢！”“真
的？我也能？”“真的，只要功夫深，铁
杵磨成针！”……

我与洞口县高沙镇文联的唐可省
主席走近高沙古镇的“汪氏兰雅斋”
时，见剪纸大师汪荫柱老人正教他6岁
的小孙子剪纸。老人见我俩进门，赶
忙起身迎了上来。他孙子则对房内大
喊：“大姨，唐主席来了。”门帘一掀，从
中走出一个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唐
主席向我介绍道：“这个就是汪氏彩色
剪纸当前传承人汪阳华女士。”经过一
阵寒暄之后，我俩的采访便进入了主
题。

汪氏彩色剪纸已有 170 多年历
史，由汪家祖上汪光裕和妻子曾氏夫
妇所传。汪光裕生于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年），殁于同治十年（1871 年），
是娄底市双峰县青树镇汪家坳普通农
民，于1840年间收留一外地逃难女子
并结为夫妇。这名女子姓曾，是河北
蔚县人，会丧俗纸扎技艺，包括剪纸手
艺，特别是会彩色剪纸。汪光裕和妻
子曾氏遂以纸扎技艺为生，并在双峰
县青树镇上开了一家纸马店。自此，
汪家后代一直以纸扎技艺谋生，彩色
剪纸这门技艺得以代代相传。传至汪
光裕的玄孙汪宝林时，汪家已从双峰
县搬至洞口县。洞口县这边纸扎店
多，生意惨淡，汪家勉强度日，汪宝林
只得改行。汪宝林的儿子汪荫柱也不
愿子承祖业，到洞口县农药厂上班。
眼看此门手艺将要失传，汪宝林的妻
子凌柔英遂一心培养大孙女汪阳华。

汪阳华对彩色剪纸情有独钟，6岁开始
就接受奶奶传授彩色剪纸和装裱技
术，后因上学和招工去县农药厂上班，
无暇重操祖业，这门技术几近失传。
2016 年 9 月汪荫柱退休，便与女儿开
办了兰雅轩字画装裱和剪纸经营店，
恢复了黑白、彩色剪纸和装裱技术，父
女俩立志传承祖上技艺，光大传统文
化。

时至中午，“汪氏兰雅斋”顾客络
绎不绝，汪阳华忙着招呼顾客，我俩怕
打扰她，便打算告辞。这时，汪荫柱老
人端坐在店堂中央一张方桌前，正聚
精会神地用一把小剪刀剪着一张红
纸。走近一看，他剪的是古代仕女
图。汪老微笑着介绍:“这是一套十二
金钗仕女图，这是最后一张，马上完工
了。”随后，老人从里屋拿出一套阴刻

仕女图和一套阳刻仕女图，平放地板
上一路摆开。只见十二个古典美女或
莲步轻移，或团扇轻愁，或飘然欲仙，
一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唐主席介绍道：汪氏彩色剪纸在
本县很有名，近年来，作品相继在省市
获奖，前年洞口县举办春晚，汪明华作
为特邀嘉宾上台现场表演人物剪纸技
艺，导演组请三名身着古装的美女演
绎并展示汪氏彩色剪纸艺术，汪明华
则在她们展示的短短5分钟内，把主持
人提供的本土画家王明炎的相片用剪
纸表现出来，剪得惟妙惟肖，令在场的
观众十分震撼。事后，画家王明炎特
地把这幅作品装裱好，高挂在自己的
工作室里。从此，许多人纷纷找上门
让她为自己剪人物画像。

汪氏彩色剪纸到了汪明华这一
代，对传统的技艺又有了创新之处：构
图尺寸大，最大面积可至 2 米长 1 米
高；取材广泛、构图新颖大气、颜色鲜
艳亮丽，生活气息浓郁，可根据客户的
需要定尺寸与内容进行设计；将彩色
剪纸装轴或装框，更显得别致而大气，
更具艺术价值。

当我向汪明华提出非遗传人接班
人培养的问题，她并没有表现出非遗
传人难找的神情，很乐观地说：“我侄
儿汪家轩已读小学了，他是学校的美
术特长生，对剪纸非常喜欢，我打算把
这祖传的技术传给他。”我问：“是我俩
刚才看到那个聪慧的小男孩吧？”“是
的。”“好！汪氏剪纸后继有人。”我与
唐主席欣慰地笑了。

刘中望 李龙跃

徐峥最近在《十三邀》
中表示，大部分观众认为

“囧”系列是爆米花电影，其
实它不是，只是之前不够成
熟，有爆米花色彩，但随着
主题拓展和不断探索，愈加
远离爆米花电影。例如《囧
妈》，书写温暖，讴歌情感，
笑泪转换，悲喜杂糅，一种

“徐氏风格”正在生成。《囧
妈》虽有商业植入生硬、故
事情节浅显、特效简单等不
足，谈不上是一部完美电
影，但它寓示着好的开始，
徐峥“深度美学”电影之旅
已然开启。

《囧妈》讲述中年人徐伊万想赴
美破坏前妻的商业计划，却意外同母
亲坐上赴俄列车，途中母子冲突频
发，被迫直面家庭问题，最终实现和
解的情感故事。

《囧妈》打破了“囧”系列电影的
叙事模式，反映了徐峥风格的某种转
变，从《泰囧》《港囧》的无厘头搞笑转
向人文情怀的凸显，从空间腾挪的公
路叙事转向情感冲突的家庭叙事，展
现了他对电影深度的追求，体现其对
商业功能与文化内涵的平衡。虽然
这种平衡有些稚拙，却是可贵的第一
步。《囧妈》描写两代人的生活理想，
上辈人莫斯科情结浓烈，下代人崇尚
曼哈顿式的成功，却用同样的方式去
爱，自然是彼此折磨、疲惫不堪。控
制是这种爱的共同内涵，付出与回
报，顺从与坚守，引发重新思考爱的
真谛。徐伊万的爱夹杂控制性、来不
及表达两种范式，经由速度焦虑和物
质隐喻，得以胶着式展示，构成了电
影冲突的核心。

经济高速发展裹挟着人的名利
欲望和物质追求，速度焦虑反映了人
物心理的内在纠结。徐伊万崇拜高
速，他反对母亲坐六天六夜的火车，
坚持要坐飞机去莫斯科。他一直在
追赶，赶着搭乘赴美航班，追赶国际
列车向母亲要回护照，想跳离高速飞
奔的火车，这些都反映了他速度崇拜
的偏执性。在速度追逐的常态生活
中，徐伊万来不及表达爱，只能通过
物质利益勾连母子和夫妻感情，速度
太快，追要的东西太多，来不及表达
爱。追赶母亲被熊追逐，冰河上与列
车赛跑，最终在追赶中完成救赎，追

回失去的爱与温情。与追赶相
对应，母亲多次迟到，电影放映、
莫斯科演出都错过，乘坐热气
球、赶上第二次演出只是徐峥的
浪漫手法。追赶与迟到两相对
比，反映的是代际冲突，弥合物
是母子的亲情。集宁站徐伊万
的回望，是电影人物速度放慢的
标志，少了慌乱急迫，节奏趋于
舒缓，增加了欢快基调，在这种
速度氛围中母子逐渐和解。而
后被熊追赶，徐伊万扔掉所有行
李，则隐喻完全放开，彻底进入
母亲世界，母子同心。

《囧妈》广泛使用物质隐喻
手法，提升叙事效果。红烧肉、
台灯、圣女果、养生水象征控制
性的爱，戒指象征爱、束缚和不
舍，西伯利亚雪原象征茫茫生
活，莫斯科和纽约象征两代人
的情感差异……电影中的隐喻
手法与速度焦虑内在交织，展
现出情感选择的艰难。徐伊万
急赴纽约，催司机快开，在火车
上质问列车员哪里有机场，最
终搭载了慢吞吞却更贵的 K3
列车。徐伊万没赶上国际航
班，无法去纽约，南辕北辙地来
到莫斯科。飞机与火车，纽约
与莫斯科，隐喻了人生的不同
选择。徐伊万最终选择母爱，
温情暖人心。物质隐喻的频繁
使用，映衬凸显了爱的主题，留
给观众回味空间。

爱不是控制和索取，而是接
纳和尊重，这是电影给出的答
案，令人深思。

我画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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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出“非遗”新天地
一方水土

杨福音

我曾将中国画的线描归纳
为三个功能，即：线描要表达客
观对象；线描的独立审美能力；
线描要在整幅画上起平面分割
的作用——所谓平面分割作用，
就好比砌房子，必得有几根大梁
大柱才能将房子撑起来，否则房
子是会垮掉的。画画也一样，一
定要有几根长线将画撑起来，平
面分割是要将这几根长线安排
得合理又好看。其实线描的这
三个功能，古人都有宝贵的经验
和突出的成就。他们的线描功
夫深，线一落在纸上，不但能高
度概括提炼形，而且线的本身就
好看。至于八大山人，天分尤
高，他是天性地懂得线在纸上平
面分割作用的妙趣的。我只是
把古人的经验集中归纳提出，以
引起自己和朋友们的注意。

如何在画上解决线描的三
个功能，我选择了兰草做实验。
小时候我临摹过《芥子园画谱》
上的兰草，学会两笔交凤眼的画
法。后来看古人画兰草，名家辈
出。赞叹之余，也有自己的想
法。为什么大家都一个样的要
将整株的兰草画出？这样一来，
线描不就会受到兰草结构的局
限吗？再则，用笔的方向也是会
要受到局限的。我想，如果兰草
根部以上三分之一不画，或留在
画外，那兰叶与兰花就可脱离整
株结构解放出来，在画面上下左
右作任意自由的安排了。我认
定这是突破的关键。前年，我花
了一年的时间画兰草。我要求
练得一笔下去既要准确概括兰
叶兰花的形，且用笔又要有味有
趣好看。而且叶与花又要在纸
的四边作出其不意的安排，起到
平面分割的作用。这种练习，实
质上是细节的真实与整体的抽
象相结合，做得好，画面拿出来
是会令人耳目一新的。

兰草画幅的大小都是一尺
见方。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看
了，尤为喜爱，安了个名称，叫做

“杨兰”，我觉得也是蛮有味的。

电视剧《最美的乡村》

刘德本作品《曦》

汪氏剪纸

杨福音作品

投稿邮箱：whbml@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