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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虹

那天去张慧云老师家
里拜访，走进她的书房，一
眼看去，真的让我震惊！书
房中铺满了厚厚的辰河高
腔音乐资料。经她解释才
知道，这几十年来虽然她已
不在辰河高腔音乐岗位上
工作，她的心却一刻也没有
离开过辰河高腔音乐。这
几年她一直忙于整理、修正
当年记录整理及创作的辰
河高腔音乐曲谱。她还多
次自费到泸溪、浦市、辰溪
等地拜访健在的辰河高腔
老艺人，记录、整理了不少
被遗漏的辰河高腔曲牌和
濒临失传的辰河高腔经典
折子戏，更自己出资把怀化
地区辰溪辰河高腔剧团的
辰河高腔传承人涂显孟请
到泸溪、长沙来录曲牌。仔
细地翻阅她在众多曲谱中
精选而成的《中国辰河高腔
音乐集成》（上、下卷，苏州
大 学 出 版 社 2020 年 4 月
版），其中有一篇她写的文
章《辰河高腔，我爱你！》，读
来令人感动、感慨、感怀。

在辰河高腔剧种中，高
腔是它的主体部分，这是由
辰河高腔音乐浓郁的地方特
色与丰富多彩的剧目所决定
的。这套音乐集成的主体分
为辰河高腔的高腔音乐曲
牌，辰河高腔低、昆腔音乐曲
牌，辰河高腔锣鼓音乐曲牌，
辰河高腔移植现代戏唱腔选
段，辰河高腔优秀折子戏五
大部分，基本上反映了辰河
高腔音乐全貌，且编排合理、
内容翔实、记谱细致准确。

我认为，辰河高腔虽然
源于弋阳腔，但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了清戏（即青阳腔）的
影响。著名戏剧史论家苏子
裕先生在《弋阳腔发展史稿》
一书中，论及辰河高腔的源
流时说道：“辰河流域与常德
地区相邻，明万历年间常德
地区盛行的青阳腔对辰河高
腔必然产生重大影响，这不
仅表现在辰河高腔保存的大
量青阳腔剧上，而且，从当地
有与江西都昌湖口高腔一样
盛行‘打围鼓’（业余爱好者
围着桌子随着伴奏演唱，不
表演）的习俗来看，也可作证
明。”四川高腔属于清戏范
畴，以前在听到辰河高腔时，
我们总是说它很像四川高
腔。其实，这句话说反了，应
该说四川高腔有点像辰河高
腔。

辰河高腔与我国各地
的高腔一样，传承历来都是
靠师父口传心授，向无定
谱。辰河高腔比其他高腔
更富自由性与游移性，虽然
有板有眼，但节奏十分自
由。为什么这种自由而显
随意、特别难记的辰河高
腔，张慧云老师能记得如此

准确和细致呢？按她的话
说，要记好辰河高腔，必须
先学会唱辰河高腔。张慧
云老师在泸溪县辰河高腔
剧团生活、工作了 8 年，不
仅会唱辰河高腔，还充分掌
握了辰河高腔的演唱技巧
和行腔规律，否则是无能为
力的。进剧团时她 21 岁，
作为一个刚走出师范校门
的新音乐工作者，能做到这
样，是多么不容易啊！

辰河高腔音乐的高腔
部分是辰河高腔音乐的精
华，委婉、典雅、娓娓动听，
旋律感、咏叹性很强，调式
变换奇妙，音乐丰富多彩。
张慧云老师把辰河高腔音
乐曲牌整理出来后，想把好
听又难唱的高腔曲牌配上
音响资料留给后人，可她个
人没有能力组织锣鼓、唢呐
为她伴奏，于是她决定哪怕
自己清唱也要把它录下来，
用 她 的 话 说 ，“总 比 没 有
好”。这事她征求我的意
见，我支持她这样做。

张慧云老师记录的高腔
曲牌有111个，她想把这些
曲牌全部清唱保存下来，这
项工作对于一位70多岁的
老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她买了一支录音笔，每
天在家里录，花了两年多的
时间，录下了80个曲牌。这
项工作做起来很困难。一是
张老师岁数大了，中气不足
了，唱旦角还可以胜任，唱小
生、须生、花脸就有些困难；
再则高腔曲牌都很长，最长
的曲牌有16分钟，中间难免
有唱错的时候，需要多次尝
试才能录完整。清唱是无伴
奏的，全曲的音准要一致，这
很难掌握，特别是辰河高腔
音乐的一大特点就是调式变
化莫测，一个曲牌会变调几
次，如《六声甘州歌》《八声甘
州歌》《出破入破》等；调式变
换频繁，没有伴奏，要准确地
按转调唱出来，是很不容易
的。她毕竟不是演员出身，
去做专业的事情确实不容
易。在家里录，白天不安静，
只能晚上录到很晚。录好后
还要送去制作成光盘，编辑、
修改、补录，她经常跑定王台
文化市场，费钱、费时间、费
精力。可是这一切一切的困
难她都克服了，因为她爱辰
河高腔。

张慧云老师清唱的辰河
高腔好评如潮。辰河高腔剧
团的演员评论张老师的演唱

“韵味十足，而且优美动听”
“张老师唱得很柔和、细腻”
“想不到高腔有这么好听”
“现在已经没有谁能唱得这
么好了”……她是按照20世
纪60年代健在的老艺人及
他们的真传弟子如向荣师傅
等艺人的嘴里记下来的曲谱
一板一眼翻唱的。我听了也
觉得声腔很美，很有韵味！

张慧云老师为抢救辰河
高腔音乐做出了不可低估的
贡献。这件事本是一项非
常复杂的传承项目，应由一
个团队来完成，可是她单枪
匹马默默地完成了。辰河
高腔音乐，是我国传统戏曲
与传统音乐中的瑰宝，且濒
临失传，抢救工作迫在眉
睫。我们需要一批像张慧
云老师这样热爱辰河高腔
音乐又掌握丰富的音乐资
料的音乐人来从事挖掘、整
理和出版工作。

（作者系湖南省湘剧院
原副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

李雪 张帆

《中餐厅4》自7月播出以来受到了
观众的关注和热议，口碑热度持续攀
升。作为一档走到第四季的经典 IP，

“中餐厅”保持着节目本身轻松、治愈的
调性。青春合伙人黄晓明、赵丽颖、张
亮、林述巍、李浩菲乘“中餐厅号”来长江
这条文化之河、情怀之河、生态之河、生
活之河，共同开启了途经五站六地的一
段奇妙美食之旅。

巴陵戏传承人走进“中餐厅”

最新一期“中餐厅号”到达岳阳，合
伙人在此邀请岳阳市地方传统戏剧巴陵
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源和她的学生们
做客中餐厅，与她们进行了一场有关戏
剧的深入对话。

巴陵戏作为岳阳市地方传统戏剧，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湖南
省乃至全国的地方大戏剧种中占有重要
地位。李源告诉黄晓明：“巴陵戏和其他
戏种在唱法上有所不同，最大的特点就
是本地人独有的巴陵话，正因如此巴陵
戏只能在岳阳本地传承，在传播上受到
了语言的限制。”黄晓明帮助传承人们打
破了大家对戏剧的固有理解，并向她们
表达了尊敬之情。他说很多人只看到戏
剧演员光鲜的一面，却看不到背后日日
夜夜的付出。节目多方面展示了巴陵
戏，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项文化艺术的
瑰宝。而对巴陵戏这项传统艺术的关
注，体现出了节目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责
任感。

巴陵戏小小传承人黎佳冉等现场表
演了巴陵戏《卖水》，赢得了热烈的掌
声。黎佳冉作为巴陵戏小小传承人，已
经学习巴陵戏6年之久。少年有为是因
心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数年如一日的
刻苦训练只为肩负起文化传承的重担。
正因为有着像黎佳冉这样心怀抱负的年
轻人，中华传统文化才得以世代传承和
延续。

身在巴陵的“老外们”

本期《中餐厅4》还有一桌特殊的客
人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他们是佐昆夫
妇和弗拉基米尔·加宁父子。佐昆是一
位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目前居住
在岳阳，任教于湖南理工学院。弗拉基
米尔·加宁是岳阳第一位获得永居资格
的外国人，也任教于湖南理工学院，是一
位油画专业教师。弗拉基米尔·加宁经
常要飞往世界各地开画展，但他坚守在
他洞庭湖畔的“第二故乡”岳阳。节目中
弗拉基米尔·加宁用“洞庭湖”“岳阳楼”

“岳阳菜”三个词形容出自己心中的岳
阳，说生活在这里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
归属感。更有趣的是他的儿子会说一口
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这让黄晓明十
分惊讶。

这些外国友人已经完全融入了湖南
本地的生活：一方灶台，一餐美食，终汇
聚成万千滋味。通过《中餐厅4》的镜头
我们看到了像佐昆和弗拉基米尔·加宁
这样善良而温暖的外国友人，他们和本
土人一样守护着湖湘文化，并在促进国
际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餐
厅 4》不仅向世界展示出中华儿女热情
好客的传统美德，更肩负起作为泱泱大
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欢迎更多国际友
人来中国来湖南，并感谢他们为促进国
际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

城陵矶港工人铸造的家国情怀

《中餐厅4》镜头不仅记录下岳阳淳
朴的人文风貌，还展示了湖南省重要的
港口城陵矶港。作为湖南省水陆第一门
户，城陵矶港开埠于宋朝初期，是长江重
要的融合枢纽港口。城陵矶新港也是国
家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的咽喉，是融
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不仅对湖南
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更对中国与
世界的交流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节目
播出后，城陵矶港的壮阔引起了网友的
广泛讨论，大家在感叹城陵矶港口的雄
伟壮观之余，对在这里工作的平凡工作
者充满敬意。

本期节目特邀城陵矶港工人做客
《中餐厅4》。普通人的小家之情与大国
之爱在这些工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即使在外工作很少和家人团聚，但家
庭依然是他们挥洒大国之爱最坚实的后
盾。节目通过聚焦那些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祖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普通人的事
迹，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

“中餐厅”凭借新颖的节目形式、动
人的情感表达，为观众们倾情讲述了一
段段具有家国情怀的故事，不仅带领观
众沿长江领略祖国大好河山，还在探寻
美食之根的同时深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
活，展现劳动者的真实风采，让观众更能
产生共鸣，传递出主流价值观和积极的
正能量。

翰墨飘香

讲述新时代的
“巴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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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玉

《半条棉被》入选了“电影党课”。千千
万万的中共党员，又将迎来一次点燃热血、
洗涤灵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革命传统
和精神教育。

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红军长征
时，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
贫苦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
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徐解秀留下了。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的大会上讲述过这个故事。

《半条棉被》从立意、立项到剧本的创
作、电影的拍摄，整个过程，花了很大的心
思和精力。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亲自批
示，各级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孟奇导演将
一个简单的、有巨大空白的故事还原、丰
富、加工，升华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情感饱
满、精神丰富的电影。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在这部电影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电影一开场，画面和声音的质感就把
我深深震撼了。导演在故事架构和细节把
控这些方面一直做得很好，将红色题材的

主旋律影片当鸿篇巨制打造，大场景声势
夺人，小细节一丝不苟，让人叹服。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散文的气质，在
短时间内各种情节和线索聚焦在一起，看
起来似乎有些散乱，其实是形散而神不散，
把时空交错的多角度场景剪辑组合在一
起，既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真实，又不动
声色地升华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及
军民鱼水情深这一主题，真正做到了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影片开头，是一声声急促而凄惶的锣
声：“过兵了！”然后是整个村庄倾巢而出，
冒雨到山上躲兵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里，在老百姓眼里，兵匪是不分家的。兵篦
匪梳，百姓都要遭殃。然而却有这样一支
队伍，它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
到之处，宁愿忍饥挨冻，也不骚扰群众半
分，真正把理论落实到行动上，真正自上而
下人人贯彻《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当时
的老百姓看来，这无异于天方夜谭。那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摧毁瓦解红军的目
的，到处造谣撒谎，把共产党妖魔化，并且
冒充红军四处煽风点火，人为制造老百姓

与红军的矛盾与隔阂。正因为这样，“半条
棉被”才显得尤为珍贵。这半条棉被是共
产党人言行一致的象征。在军阀林立的旧
社会，惟有这一支队伍才是人民的军队，是
为解救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而来的。为了劳
苦大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什么都愿意
献出。“棉被”只是所有这一切的象征。

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半条”两字。正是
这两个字，真正体现了党和人民“风雨同舟、
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的本源关系。孟奇导
演为了体现这一点，把“互相扶持、你帮我助、
彼此谦让”的细节做得非常充分，让时隔80
多年的现代人真正明白了红军长征为什么
最后能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最后能夺取
天下。这部电影，不单是拍给人民大众看
的，更是拍给和平时代所有共产党员看的。
一个政党从人民中来，是人民群众的核心力
量，是人民群众的精英团体，只有为人民谋
幸福，让民族集体利益最大化，在瞬息变化
的世界格局中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不倒，才
能真正保证它的合法性和先进性。

这样的“电影党课”需要大力弘扬，让每
一个共产党员常常接受这样的心灵洗礼。

姜松荣

“自古楚地多雅韵，
丹青翰墨问潇湘”。早
在战国时期，楚地南国
的人们便以绘画的形式
表现了人与龙的对话，
龙与凤的邀约，这是湖
湘文化久远的历史渊源
之一。

西汉軚侯将昔日的
辉煌与家族的富贵封尘
在地宫密室，一幅《非
衣》成就了汉代绘画的
巍巍高度，金乌蟾蜍寄
托的是天国的神秘，也
可以窥见花鸟画的风
姿，漆器上凤鸟灵动，锦
绣中藤蔓缠绵，这些花
草瑞鸟可以归结于花鸟
绘画的早期范畴。

中国美术史中花鸟
画尽管出现很早，但真
正独立成科已是唐代，
且存世的花鸟画作品极
少。随着唐代长沙窑遗
址的发掘和世界各地发
现大量长沙窑器物，中
国古代花鸟画的历史分
期恐怕需要重新认知与
改写。长沙窑将大雅之
堂的书画艺术直接嫁接

到市井用具，摆脱了传统的装饰地位而上
升为独立的绘画创作，其中花鸟画数量最
多、题材最丰富、语言最完备、风格最成熟，
既有精谨细致的工笔，也有挥洒自由的写
意，笔墨恣纵，形神俱备，已几近成熟，这是
湖南古代最大的花鸟画家群体的作品，更
是湖湘画家献给华夏艺术史的一份厚礼。
宋代长沙画家易元吉则在古代花鸟画家中
占有不可多得的一席之地，他自筑园林，圈
养猴猿，体察动物习性，悉心知会，终成一
代大家……

久远的文脉传承着丰厚的历史，当今
的湖南花鸟画呈现出璀璨的风光。不管画
家的属地如何，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
现着湖南花鸟画的风景。

齐白石无疑是湘籍画家的翘楚，他在
艺术美学上，成功地将“大俗”转化成“大
雅”，在艺术风格上独创“红花墨叶”，艳而
不俗，雅俗相容。加上他的诗书画印，传承
了文人画的精髓，终究成就了一代大师，为
湘楚文脉增添了最为靓丽的一笔。

黄永玉是一个“鬼才”，版画、国画、水
彩、油画、壁画、雕塑，什么都能捣鼓出高
度。他的画天马行空，有功夫但不拘常法，
有法度却不拘成法，有没有边际的想象力、
未见穷尽的生命力、无法界定的智慧，让人
轻松又在诙谐中沉思。

林凡是一位传统功力深厚、修为十分
广博的画家。诗、书、画三位一体，与传统
文人画家颇为契合，集画家、书法家、诗人
于一体，诚属难得。虽久居京城，对湖南的
工笔画事业仍多有助益。

曾晓浒是外埠来湘画家的典型代表，
为湖南美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忠
实传承文人画的画家，诗书画印无所不能，
每画必题，长诗短句俄而乃成，花鸟画走的
是传统正脉，形态生动，笔墨滋润；他与岭
南画派渊源深厚，画面更显灿烂；他山水画
造诣很高，山水画开合的气势大大拓展了
其花鸟画的格局，使得他有别于纯花鸟画
家的空间视野，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环境氛
围与开放气场。

柯桐枝的花鸟画一改传统折枝花小场
景的取景视角，将花鸟画的取材范围延伸
到花鸟的森林原生空间，这要求画家有更
强的空间把控能力，也极大地拓展了传统
花鸟画的表现空间，将花鸟还原到大自然
的原生环境，使花鸟画更具生机与活力。

土生土长的画家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或
擅长于工笔，或驰名于写意，或幽雅闲适，或
朴拙粗犷，或师承传统，或独辟蹊径，共同谱
写了一曲吟咏湖湘大地的牧歌，成就了湖南
美术界一道山花烂漫的醉人风景。

王憨山的画风恰如他的名字朴实而厚
重，没有华丽的色彩，没有精妙的笔墨，没
有奇异的题材，正因为有这么多“没有”，画
面反纯粹到有些憨厚。粗重的笔墨，简练
的造型，质朴的构图，汇集成一股纯粹而强
烈的气度，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形成触及
心灵的震撼！在当今有些羸弱柔媚的花鸟
画坛，宛如“一阵大风吹来”，别开生面。

邹传安艺术风格的差异性颇为强烈。

他是一位非常精致而严谨的画家。他的工
笔花鸟画师承宫廷院体的语言范式，华丽
而精致，色、线条、造型无不显示出画家传
统功夫的厚实。他非常注重生活与时代的
气息，在传统语汇的表达中弥漫着清新与
芬芳。

易图境年过百岁还能泼墨走笔，他衰
年变法，大胆用色，苍劲的笔墨与绚丽的色
彩交相辉映，画面充满了跳跃的音符，热烈
而璀璨。色彩几乎是原色，搭配亦随心所
欲，这种风格倘若没有底蕴的支撑和胆识
的激励是很难如此洒脱的。

在湖南美术界，花鸟画家是最大的群
体，从作品图式与风格来看，花鸟画是所有
门类中最为璀璨的一科。众多的画家、丰
富的作品各呈其祥，构筑了一幅“百鸟鸣楚
地，山花映潇湘”的烂漫长卷。

（本文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日报
社主办的“花湘似锦——湖南花鸟画研究
展”主题论文之一，有删节；该展集中展出了
几代湖南花鸟画家的80多幅作品，将于9月
19日在湖南省国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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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完美的心灵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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