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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荣

《水妹山哥》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国家一
级作曲肖雅瑜在交响诗《水妹山哥》中，以山水为
形，以情爱为魂，在结构方面借鉴了西方的再现
四部曲式，在审美方面体现了“心物一元”的艺术
境界。山水，代表着天地万物的根本性质。山水是
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山水的灵魂。“仁者乐山，智
者乐水”，山水相生，山水相融，既是一种自然精
神，也是一种生命哲学。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水妹山哥》的风采吧! 引
子，大管和大提琴的深情述说中，刻画着深沉的
大山形象；双簧管和单簧管的甜美问答中，雕塑
出柔美的水形象。舒缓而灵动的音乐，由远及近，
将我们拉进了青山绿水之间，感知其苍劲同柔
媚，青翠同明丽，清新同秀雅。A 部，前半部分分
别用长号和圆号粗犷的音色来进行主旋律的演
奏，描写大山般的男人形象，充满阳刚之气；后半
部分多用木管和弦乐来描写水一样的女性形象，
充满阴柔之美。B 部，第一遍为小提琴群奏主旋

律，描写男女之间甜蜜的爱情，为男女双人舞音
乐形象，美丽动人；在重复部，主奏乐器改为木
管，情绪更为积极些。从弦乐群的主奏开始，一直
到进入全曲的高潮部分结束，用男女群舞的形式
将男女之间的爱情进行了升华，充满激情。尾声，
描写夜深后大家逐渐散去的场面，音乐宁静而充
满浪漫的气息。

《水妹山哥》以再现四部曲式结构、绚丽的调
性色彩、丰富的音画感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生动
地塑造了“山”“水”“哥”“妹”等音乐形象，深刻地
诠释了阴阳、动静、刚柔的传统文化内涵。为我们
描绘出一个音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天人
和合的意境。

从《水妹山哥》音乐文化的深处体悟，可感应
到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通过作品提醒世人要不
忘初心，尊重自然，热爱自然，遵循道法自然的发
展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二是以人性
为中心的纯粹艺术追求。人与人之间不可交物，
唯有心灵是相通的，且心灵结构亘古不变。所以，
以人性为中心的民族性才具有世界性，能超越时

空，跨越国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传统音乐文化关于培根铸魂、音乐创
作，重视生命本体和艺术何为的深层次探索与思
考。

乐中有画，画外有音，唯有将内涵与形式、传
统与现代打通，才能使之有神韵和生命。一切都
那么自然：自然的山川形胜，穿插在时代图景中，
很是和谐。世事变迁，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许多欲
望无休止的掠夺，严重地破坏了大自然的美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珍惜青山绿水，才
有现代文明的真正繁荣。

《水妹山哥》把热爱山水的强烈情感、秀美山
川的刚柔气质、山水人家的人性可爱、艺术情感
的淳朴真诚……都表现出来了。也正是这样的表
现，融会了山水的自然、时代的变迁等许多元素，
很巧妙地、很艺术地融入到音乐中去了。这是一
件反映出了我们时代、表现着山水人情、赞美着
人文传承且具有时代高度的作品。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

韩浩月

萨 姆·门 德 斯 导 演 的
《1917》刚刚公映过去，管虎导
演的《八佰》也登陆院线，创下
上映 4 天票房过 10 亿的佳绩。
两部战争片，成为影院重开的

“救市之作”。影迷与观众，均给
予了热情的关注与支持。

两部电影的片名都别具匠
心。《1917》的故事发生于一战
期间，《八佰》发生于二战期间，
剧 情 也 与 数 字 有 紧 密 关 联 。

《1917》讲的是两名士兵要将信
送到前线救下 1600 名将士的
性命，《八佰》讲的是史称“八百
壮士”（实则 400 余人）奉命坚
守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
天四夜。

在画面呈现与场面刻画
上，两部电影异曲同工，都使用
了最新的电影摄影理念与技
术。其中《1917》采取高难度的
拍摄技巧与剪辑手段，制造出
了“一镜到底”的观感，成为该
片的最大看点。《八佰》则是全
球第三部、亚洲首部全片使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商业片，
在银幕效果上不容小觑。

“沉浸感”已经成为世界电
影的一个新追求。依赖设备与
技术来制造“沉浸感”，成为创
作者努力的目标。《1917》紧张
的节奏与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在
场感，主要由“一镜到底”式的
拍摄带来。虽然《八佰》没有明
确提出“沉浸感”的说法，但
IMAX 摄影机镜头让观众有了
一种与演员“贴身”的印象，诸
多精彩枪击战斗场面值得屏息观赏。

血肉横飞，是战争片的常见画面。此前
不乏有一些影片因为画面过于血腥而引起
部分观众不适。《1917》与《八佰》在画面呈
现上都保持了克制，并没出现让人觉得特别
难以接受的镜头。呈现出人在战争中的精神
状态，会比血肉横飞的画面更能令观众感同
身受，身不由己地进入故事情境。

《1917》中的战壕也好，《八佰》中的仓
库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密闭空间。这意味着
观众会集中注意力，观察到画面中的细节。
于是，战壕里健康士兵与受伤士兵的不同肢
体语言与情绪对比，仓库里士兵的胆怯恐惧
与同归于尽的英勇，都因为密闭空间的放大
效应，拥有了比血肉横飞更强的感染力。

战士们都是血肉之躯，因此他们在战争

中的情感体现，直接影响着战
争片的质量。主人公斯科菲尔德
在废墟小镇遇到的女人与婴儿，
他们在短短几分钟内产生了温
暖的情感，还有斯科菲尔德见到
已经阵亡的同伴布雷克的哥哥
时，面部表情的震颤，《1917》的
这两个情节，都让人真切地感受
到了战争的残忍一面。

《八佰》也是如此，陈树生
等军人为阻止日军进入仓库、
破坏日军铁板阵，身上捆着手
榴弹跳下去的时候，他们跳的
瞬间高喊着自己出生的省份以
及姓名……还有最后冲桥时的
壮烈，让人感觉到血肉之躯所
蕴含的精神能量之大，超乎人
们的想象。

对于人性的表达，两部电
影也均有用笔。没人天生是英
雄，斯科菲尔德后悔跟随布雷
克去送信，甚至有些怨恨布雷
克要带上他。但在布雷克死后，
他知道了责任的重大，拼尽全
力完成了任务。《八佰》里的士
兵，被当成“杂牌军”“羊拐”“老
铁”“老算盘”，有着诸多市井小
人物的缺点，要么精于算计要
么胆小懦弱，但这些不妨碍他
们最后成为英雄，他们的人性
难道在短短几天里发生了变化
吗，并不见得。只能说，对尊严
的渴望激发了他们的血性，让
他们勇气倍增。

一条苏州河，将两岸隔成
了灯火通明的“东方巴黎”与黑
暗绝望的“死亡地狱”，为了保
卫南岸的人可以正常地生活，
北岸的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八佰》的戏剧内核以及主要冲突，让它
成为战争片中一个罕见的题材，如果说萨
姆·门德斯的《1917》主要是献给他爷爷的
一部电影，那么管虎《八佰》的献予对象，则
要广泛得多也复杂得多。

为了拍好《八佰》，影片使用了300多颗
照明弹；《1917》令人印象深刻长达数分钟
的一场戏，也是用无数颗照明弹塑造出废墟
小镇变得光怪陆离……照明弹成为两部电
影的一个共同隐喻，用照明弹换来的“白昼”
是短暂且令人害怕的，唯有告别漫漫黑夜之
后迎接来的黎明，才真正让人欢欣、安心。

为了这样的黎明，在过去的年代，有无数
健康的、年轻的生命在枪林弹雨中消失了。在
银幕上看他们的故事，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情
感表达，是在内心轻轻说一句“谢谢”。

李苗

打开《李儒光画集》，
那一幅幅既有传统功力又
贴近生活的作品，令我爱
不释手。他的画糅合了中
国画工笔和写意的优势，
既有严谨的造型和意趣的
烘托，又有笔墨的韵致和
丰富的色彩，从而创造了
他宜工宜写的新图式，如

《好宝宝》《改革初年话发
展》《午饭》《乡情》……

李儒光教授是个学者
型的画家。他长于思索，勤
于笔耕，在学生时代便有
作品入选第四届全国美
展。他的作品最突出的特
点是深厚的艺术底蕴和鲜
明的时代色彩。

《乡情》是一幅以独特
视角描绘当前我国农村实
行精准扶贫同奔小康的
画。他没有从正面去表现
扶贫干部如何带领村民去
脱贫或村民脱贫后的喜乐，而是倾心塑造了一位
已脱贫的村民来到曾带领他们脱贫奔小康的城
里干部家探望、感谢的形象。这种选取画情不画
事的手法，让人集中去欣赏画中脱贫后的村民的
物质和精神风貌：鬓角白发，脸上喜悦而略带拘
谨的表情和那刮得还算干净的胡子，是一位见过
世面的村民，对这次“拜访”活动郑重其事；那一
身得体的衣服显示他目前的生活状态；那一双翻
毛厚底的皮鞋底上沾有薄薄的泥灰，告诉人们他
是从边远山村来的；尤其是他在沙发上那不自然
的坐姿和熟练而又蹩脚的夹烟动作，显现他从外

表到内心与房主人既不是
亲戚又不是初交；沙发边
上他带来的已不是往日贫
困的斗笠、草帽，而是大众
化了的勾把布伞和经过包
装后的竹篮土货。由于画
家选取画情不画事的角
度 ，使《乡 情》从“ 繁 ”入

“简”，是作品感人处之一。
感人处之二，是画家

发挥“一切景语皆情语”的
艺术手法。画中虽没有出
现扶贫干部，这是画家有
意留下的艺术空间，给观
者依画的导引去发挥想
象、去享受欣赏的乐趣。但
这个扶贫干部的情谊则通
过对摆在茶几上色味皆佳
的水果、带过滤嘴的香烟、
还有那杯新泡的浓茶，很
好地表达出扶贫干部那无
言的深情。

《乡情》感人处之三，
是色彩色调运用得体、达
味。正如画家在画中题跋

所写：“昔年采风，见白色明亮的厅堂里端坐着一
位肤色和衣着都浓重的农民，这一色彩上的对比
所产生的艺术效应令人勃然心动，进而与之交
谈，得知他是受村民之托进城来看望曾在村里工
作过的干部。”画家选用这一源于生活的感觉和
感动，进入创绘时，将画中所有的重色都倾注在
村民的衣帽、肤色、伞上，而把明亮多彩的颜色用
在扶贫干部家的白墙、壁灯、沙发、茶几、香烟、水
果上。色彩色调上的一素一色，一轻一重的巧妙
对比烘托，使《乡情》的主题突出，形象生动，耐人
品味。

匠粉

去过湘西的人，一定见
过一种当地的织布。它色彩
鲜艳，风格独特，成为当地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土
家织锦。她还有个好听的名
字，用土家语叫“西兰卡普”，

“西兰”指铺盖，“卡普”是指
花，合起来就是土家人的花
铺盖。土家族织锦作为“中国
四大名锦”之一，于2006年6
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土家族是一个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的民族，基本都是
靠着口头相传，通过织锦来
记载土家文化，每一块织锦
都是一本书。土家织锦的工
艺原始而复杂。传统的挑织
方法，使经纬线浮沉均匀，结
实耐用，光泽持久不败。土家
织锦使用古老的、纯木质腰
式斜织机织造，经过纺捻线、
染色、倒线、牵等 12 道工序，
过程十分繁琐细腻，再以“反
织法”挑织成图案花纹。由于
采用了“通经断纬”工艺，图
案、颜色可以无限地变化，表

现空间极其广阔，达到几乎任何想要
的艺术效果。

土家织锦的传统图纹多达 409
种，其中斜纹彩色织锦图纹200余种，
平纹素色织锦图纹 150 余种，土家花
带图纹 50 种。图纹涉及各个方面，被
称为“高度浓缩了的土家族文化”。

捞车古寨是土家织锦的发源地，这
一门技艺传承着最原始的土家文化。居
住在这里的刘代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土家织锦）传承人。生于1955
年的刘代娥已经做了50多年的织锦。
她11岁时就跟随祖母学织土家锦，由于
生性聪慧，悟性灵敏，在漫长的织锦岁月
里，一共收集整理了220种传统纹样，将
土家织锦中各流派、风格、技法，种种精
髓融会贯通。掌握了100多种土家织锦
传统图案及其织造工艺，不仅继承传统
手艺，更在积极求变创新，比如刘代娥作
品“土家织锦四十八勾手工围巾”。所谓

“四十八勾”，是因为各单元的中心图案
由两个互套的、大小不同的六方形勾状
复合几何形组成。小的有阴阳十六个勾，
大的有阴阳三十二个勾，合起来一共四
十八个勾。这个图案以纯抽象的几何线
条、块面分割，变化丰富的构图单元布
局、装饰元素的处理、各种艺术对比关
系的应用，以及对比色彩的并置运用，
成为了西兰卡普中的经典图案。

刘代娥将她的织锦手艺教授于人，
带着村民一同学习织锦，不仅传承技
术，也让村民们一同奔向更好的生活。
织锦早已融入了土家族的血液里，包含
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以经久耐用著
称，还是土家族婚俗中的主要嫁妆。

愿璀璨悠久的土家织锦文化，绵
延不断，开出更加灿烂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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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齐超

近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9 年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
2019 年，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上经常收看短视
频的比例达到 46.2%。专家认为，未成年人在
互联网上收看短视频过度，容易成瘾，身心健
康将受到影响。为避免未成年人因此受到的危
害，须依法赋予家庭、学校、政府等各方相应责
任，其中家长应当担起子女上网监管责任。

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上经常收看短视频的
比例达46.2%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很符合
我们的观感。网上短视频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可
视化的新闻资讯，二是休闲娱乐类的内容。孩子
追逐的大多为后一类。这后一类的短视频虽也
不是洪水猛兽，不过，未成年人把那么多时间耗
费在观看短视频上，我们必须考虑其副作用。孩
子们业余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更多放在课外读物
的阅读或者体育运动上。况且，网上的短视频良
莠不齐，泥沙俱下，有些甚至掺杂色情、迷信、暴
力的内容，难免影响孩子的三观。现在还没有短
视频分级制度，无法为孩子建起防护墙。其次，

孩子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对视力也是一种严
重的损害。再者，未成年人没有金钱意识，在观
看短视频和直播的时候，购买礼物打赏主播，造
成一些“天价打赏”事件，给家庭经济带来压力，
产生退赔纠纷，这是不应该出现的。

未成年人长时间观看短视频，受不良视频
内容的影响，有着无法忽略的负效应，我们应
予以重视，采取措施：比如净化短视频内容、比
如合理控制孩子观看短视频时间等等。家庭、
学校、政府以及短视频平台等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诚如专家所言，家长应当成为监督未成年
人上网的主力军，中流砥柱。

事实上，未成年人上网，绝大多数都是发
生在校外。因此，孩子玩手机，上网玩游戏或看
短视频，家长必须合理管束。尤其是寒暑假期
间，孩子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一些父母忙
于工作或应酬，无暇管束孩子，放任孩子用手
机上网玩游戏、看短视频，不仅导致父母与子
女的关系冷淡，心理上有隔阂，而且还让网络
上的不良信息侵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未成年人看短视频的副作用不容小觑，家
长一定要重视起来。孩子看短视频，家长要尽
量“看”着孩子。

于建华

庚子新秋，酷热仍虐。早几日在福建拍得了
一副何元文的行楷对联，联曰：“平生风义宗师
友，共励德行法圣贤。”其人其事，值得说说。

民国二十二年（1933）10 月 1 日，经国民政
府行政院同意，长沙设市，是第14个设为行政区
划的市，也是第7个设市的省会。所谓“长沙市首
任市长”，即指何元文。《民国人物大辞典》收有
伊之辞条，曰：何元文（1891-1986）字少梯，湖
南醴陵人，1891（清光绪十七年）生。毕业于北京
中国大学法律系。曾任长沙私立建国初级中学
校长，资兴、衡阳、常宁县县长，湖南民政厅秘
书，建设厅科长，代理厅长，湖南纺纱厂厂长，国
军编遣第三区秘书及少将参事。1932 年任长沙
市政筹备处处长，1933年长沙市政府成立，任市

长。抗战（1937-1945）胜利后，何元文退隐长沙
东郊水竹山庄。1949 年移居香港，1951 年定居
台湾，任中坜园光寺佛学讲习所、新竹私立光复
中学、台湾新竹师范学校国文教师。1986年卒于
台湾，享年 96 岁。晚年有回忆录《竹庄忆往》出
版。

何元文在长沙市长任上政绩突出，此不赘
述。但有一项工程需提及，因为里面透露出何元
文能书法。长沙市区有座著名的天心阁，北边有
块空地，何元文主持整建了一个儿童健康公园，
儿童可以免费到此游玩。后来，何市长又在天心
阁西北高岗上建一古典木亭，名曰熏风亭。亭内
刻着一副何元文撰书的楹联，曰：

何云童子无知，但看攘往熙来，尽是天真活
泼；

须识后生可畏，等待名成业就，毋忘园里嬉
游。

再来说说开头提到的那副对联，此联书法
行楷，上联“平生风义宗师友”，录的是唐人李商
隐《哭刘蕡》七言律诗之第七句；下联“共励德行
法圣贤”不见出处，想是何市长自拟的也未可
知。上款“宗樑先生正之”，落名“何元文，”钤印

“何元文”朱文，钤印下方署年号“癸丑清明”。
“宗樑”不知是谁的名字，“癸丑”是 1973 年，元
文时年 83岁，已入耄耋之年，但仍笔力健举。此
联书法，欧颜楷书铺底，颇见功力；略带行书意
趣，则取“浓墨宰相”刘墉的沉浑凝练，写得笔墨
饱满，重敦敦的，很有雄强劲逸、浑沦郁勃的感
觉。人书俱老，古雅拙朴。

何元文曾加入南社，为南社湘集社员。南社
创始人陈去病、柳亚子在《南社湘集姓氏录》中
皆有收入何元文。“南社湘集”成立于民国初年，
至民国末年停止活动，通讯处设在长沙市藩后
街五号，出版有《南社湘集》刊物。

（作者系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少林书画
研究会副会长）

孩子看短视频，家长应多“看”孩子艺苑杂谈

无言的深情

何元文的书联
翰墨飘香

一方水土 艺林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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