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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雪静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创作紧密结合

“乡村振兴”主题，先后推出《十八洞村》《天
渠》《闽宁镇》《秀美人生》等以脱贫攻坚为主
题的电影作品，愈发凸显出“注重发挥文化
艺术的自身特点，在作品中凝聚正能量，为
脱贫攻坚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的
创作趋势。电影《一点就到家》正是其中的代
表之作。该片以云南偏远农村为主要拍摄地
点，以三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黄路村创业
成为“新农民”，最终实现“创业”“扶贫”双丰
收为叙事主线，描绘了一幅“新农民建设美
丽乡村”的宏伟蓝图。

“润物无声”的情感渲染

《一点就到家》运用“润物无声”的情感
渲染，构建了三位活力四射的“新农民”形
象。彭秀兵、李绍群独特的云南农村方言带
有浓厚的喜剧色彩，显得十分亲切；“寸头”
彭秀兵、“泡面头”李绍群、“斜刘海”魏晋北
三人集“土味”与“中二”元素于一身，极具喜
感。魏晋北初到黄路村“被小飞虫蜇”“被驴
舔”“被牛撞”；彭秀兵在集市上承诺帮大家
网购但需要“先付款后发货”后，被当成骗子
打得鼻青脸肿；胖揍彭秀兵的茶农笑着来找
彭秀兵拿咖啡树苗时，进行的那段充满怀疑
的幽默对话……这些奇幻喜剧色彩的情节
为电影增加了无数笑点。

喜气洋洋的故事情节和欢快俏皮的背
景音乐营造了一种轻松喜乐的情感氛围，为
三位“新农民”形象注入了鲜活灵动的生气，
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更容易使受众进入沉浸
式的审美体验，获得对“脱贫攻坚”政治理念
的深层感悟。

“随类赋彩”的视觉表达

《一点就到家》由 80 后导演许宏宇执
导，他以“和谐流畅的标志性快剪”“梦幻明
亮的多元化色彩”创作风格著称，塑造了“随

类赋彩”的“新农民”形象。
三位主人公形象塑造丰满立体：憨厚的

“傻子”彭秀兵、固执的“疯子”李绍群、颓靡
的“loser”魏晋北。“秀兵快递”创办者彭秀兵
的工作服为暖色调“红色”，带给人温暖热情
的审美感受，这与他反复强调的标志性台词

“一点就到家”以及热情高涨、积极工作的画
面形成山鸣谷应之效，红色正是对他诚实笃
信的宝贵品质的隐喻。“为咖啡梦发疯”的村
长之子李绍群为了研制普洱咖啡历经艰辛，
其皮肤已被晒成泛着黝黑亮光的“土黄色”，
即泥土的颜色，暗喻着他“农民的儿子”的身
份。魏晋北在数次创业失败后绝望地想跳楼
轻生，最后一刻被送快递的彭秀兵救下并到

黄路村一起创业，他更像是一张被蒙上灰尘
却具有无限可能的白纸，最终在两位朋友的
帮助下拂去尘埃、寻回初心，于纯净的白纸
上描绘出缤纷的色彩——带领村民发家致
富、创业成功。

这三人正是回乡村创业的“新农民”代表，
“普洱咖啡”“物流”“电商”三个关键词汇聚在
黄路村这片土地上、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正是
对“扶贫先扶志”和“扶贫必扶智”的生动实践。

“美善合一”的诗意升华

“美善合一”，是该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
的核心。

李绍群和彭秀兵面对星雀咖啡提出的
诱人条件虽心动不已，但得知星雀收购普洱
咖啡的目的是让其消失，家乡的未来将不知
何去何从，二人最终含泪选择了拒绝，体现
了“舍小我而利公”的可敬精神和浓厚的“乡
土情怀”。而魏晋北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愤怒、纠结、痛苦，以及回京看完心理医生
后，再次作出重归黄路村的选择，恰好体现
了他历经磨难后的成长、对初心的追寻以及
对黄路村的爱。他们从最初的价值观各异到
殊途同归——回到黄路村，将“远山树林的
味道”推向世界。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
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因为他们守护的不仅仅
是创业梦，更是乡村的未来，这正是对“美善
合一”价值观的诗意升华。

当镜头从银幕转向现实，三位“新农民”
亦是“后浪”一代的镜像影射，其重返初心、
勇敢追梦的故事唤起了年轻受众内心的同
频共振，对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具有正面镜鉴意义。

作为一部将青春喜剧元素与脱贫攻坚
主题巧妙融合的电影作品，《一点就到家》得
到了年轻受众的一致喜爱，它像一束“光”，
为此类电影的未来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参
照。中国电影人更应积极主动地深入农村挖
掘素材、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创作大众喜闻
乐见的艺术精品，使“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深
入人心，发挥脱贫攻坚主题电影应有的审美
价值和社会价值。

李婷婷

11月14日，罗锦堂先生甲骨文书法展
暨“人生的究竟”系列活动在长沙盈峰翠邸
启幕。这里是罗老当年在湘讲学的第一站。
展览展出了罗老甲骨文书法作品、蝴蝶工
笔画作、诗词书法长卷等，百余人来到现
场，感受一位 94 岁老先生的“人生究竟”。
展览现场，老先生从夏威夷家中发来一段
视频：耄耋老人，儒雅清癯，面容温和，用字
正腔圆的普通话，向大家问好，向湖湘文化
致敬。

罗锦堂是谁？他的师友们，或许比他名
气大。胡适、于右任、张大千、梁实秋、钱穆、
台静农、郑骞等人，都与他发生过交集。他
与这些人的故事，甚至淹没了他作为国学
大师和元曲研究大家的身份。而他的夫人
曹晓云的外婆，即是曾国藩的曾孙女。

罗锦堂缘何与湖南结缘？4年前，老先
生从夏威夷抵达长沙，开始其在湘祭祖、讲
学之旅。作为湖南女婿，这是他第一次踏上
湖南的土地，也是他出国多年后首次回到
大陆。彼时的罗老已 90 岁高龄，但神采奕
奕，先后在盈峰翠邸、十翼书院和岳麓书院
谈人生，谈诗经与赋诗，再谈禅学与理学。
在岳麓书院，台下 200 余人挤在只能容纳
百余人的讲堂里，很多人坐在过道里听课。
他在讲座和对谈中反复提到一句话：“人生
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光明地活着。”成
为当时湖南文化圈被引用最多的关键词。
讲学期间，这位九旬老先生的学问和感悟，
浓缩在五六个小时的语言里。这些语言或
许不足够带给我们太多，但可能是一道光
亮，一种指引：那棵中国古典文化的树木，
需要我们用心浇灌；真诚而审美的人生态
度，能让我们心灵不死。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龚旭东在主持
活动时说，4年前，罗老在湖南待的时间并
不长，只做了三场演讲，但为什么能产生这
么大的影响？“因为罗老所传承的，恰恰是
现在社会特别需要的一种人格和精神，一
种文化的力量。他把传统文化的‘脉’传下
来了。”4年前，也是在这里，龚旭东曾问罗
老，您觉得“人生的究竟”是什么？罗老说：
我所追求的人生究竟是光明地活着。他继

续追问，您觉得怎样才是“光明地活着”？
“罗老当时的回答，对我特别有启示。他说：
所谓光明地活着，就是心里没有阴影，就是
在心里跑进任何阴影的时候，都能化掉、驱
散这个阴影。”

罗先生曾在《从甲骨文说起》一文中
道：“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字，在三千多年前
的殷商时代已由图画变成了符号，即所谓
的‘文字画龙点睛’。完全用线条书写，表现
出刚健和柔媚等各种不同的风格，并富有
艺术价值。尤其在一切象形文字中，与原始
图画的形状最为接近，写在纸上，无论懂与
不懂，一眼看去，就觉得雅俗共赏，有一种
盎然的古趣。”纵观罗先生的甲骨文书法作
品，有的显得劲峭刚健，有的显得质朴古
拙，有的潇洒飘逸，有的婀娜多姿，富于变
化而不拘一格，特别雅致、美观。

这场甲骨文书法展，让我们透过书法，
再一次领略到罗锦堂先生的文化情怀和艺
术造诣。

脱贫攻坚主题电影
“新农民”形象的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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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渡

借母溪的传奇故事，很早就在我的心里扎
根、发芽、开花。如今，作曲家刘武华以灵动的才
思，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充满真情和挚爱的《多想
你》——山水实景剧《狃子花开》的主题歌。

有情为诗，一切都那样深沉，那么炽热，又
那么自然。在刘武华的歌词与旋律中，深情而唯
美的艺术表达，是对母爱最好的诠释。“多想你
叫声妈，在天边，在山崖；多想你说些话，在梦
里，在你那。”还只听了开头两句，那至纯、醉人
的音调，直往我的心窝里钻。青年歌手黄薇那朦
胧缠绵、如梦如幻而又真真切切的歌声，宛如天
籁，袅袅而来。孩子对于母亲的爱，不仅在借母
溪的传奇故事里，我也时刻牵挂着我的母亲。
但，借母溪故事里的母爱，却是含泪的，悲切的，
撕扯着心灵。纵然是传说，纵然已经走远，但那
份在微风中无痕、在暴雨中无迹的爱，却一直在
我们身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谨终如始，不忘
其情。

《多想你》，我聆听到了世间最甜的声音，犹
如母亲的呼唤，那是世界上最自然、最甘甜、最
动听、最入心的声音。这种声音也最熟悉，最难
忘，飘飘渺渺地弥漫在全曲当中，形成一个非常
富有感染力的能量场，让人心甘情愿沉迷其中。
歌美，在于真诚的情感流露，在于人性的真实刻
画，在于直抵灵魂的触动。刘武华的歌词，简约而
自然，取用我们最为熟悉的意象，但也是这样充
满烟火味道的词句，流溢着暖暖的人情味。《多想
你》中自然流淌、色彩柔和的羽调式旋律，应是沅
陵本土母语民歌在刘武华心中，长久发酵之后，
开岀的美丽花朵芬芳迷人，散发的赤子之情至
真至善至美，与歌词的文学内涵高度合一。

闭上眼睛，再听一遍，恍入梦境，从小到大，
从乡村到城市，一幅幅画面在脑海里闪现，或怀
抱里，或眼前，或电话中，想起了母亲那一声声
给了我精神和力量、养了我筋骨和魂魄的呼唤。

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意象皆心神。柔柔
的，将那袅袅的炊烟摇曳成天空上的云朵；美美
的，将我的每个好奇闪烁成满天的小星星；甜甜
的，将我的青春梦想呵护成展翅飞的雄鹰；暖暖
的，将我的炽热追求照射成风雨中的彩虹；深深
的，将那一缕缕思念渲染成水银般的月光；浓浓
的，将自己满头青丝劳累成花一样的白发……

借母溪，我轻轻地呼唤你，还想听你娓娓道
来的故事。《多想你》，你轻轻地呼唤我，我在你
的深情呼唤和温柔的气息中感动、迷醉，看到了
所有的生命痕迹。

就这么循环听下去，让天籁之音在心湖萦
绕、回荡——

“妈妈呀妈妈，孩儿已长大，我会想着您的
呼唤，念着您的牵挂，不停地向善、向上攀爬、
攀爬……”

湘江

林木葱茏，红砖古朴。午后阳光洒
下星星点点，姐姐们拾阶而上，合唱声
隐约传出。“燕支常寒雪作花，北雁归来
落平沙。毡车骏马迎新后，何处不闻塞
上笳。”蔡文姬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
与泉州“古南戏活化石”遥相对话。这一
幕，发生在历时 4个月的“乘风破浪”之
后，姐姐们成团再出发。11月6日，姐姐
们成团之后的首个团综《姐姐的爱乐之
程》播出第二期，宁静、万茜、孟佳、李斯
丹妮、张雨绮、郁可唯、黄龄，7位30+的
姐姐背起行囊，环行中国，一起打歌。

做市井文化的独特“切片”
今年，湖南卫视《乘风破浪的姐

姐》，以逆龄路径横空出世，对30+女性
做出截然不同的反传统解读。作为成
团之后的综艺首秀，《姐姐的爱乐之
程》自然头顶光环，四周聚满好奇目
光。就像路演经理人徐峥在首场路演
之后所说：“你们现在是冠军，没有生
存压力，那成立女团究竟要干吗？”如
何留住观众，是《姐姐的爱乐之程》孜孜
追寻的终极答案。

从目前播出的两期节目看，《姐姐
的爱乐之程》少了“乘风破浪”里的激烈
碰撞与交锋。在这里，姐姐们不再是“互
撕”的热搜焦点，反倒成了文化寻宝的

“引路人”——跟着姐姐去探城，才是
《姐姐的爱乐之程》的一大看点。

泉州是姐姐们的第一站。传唱千年
的南音古乐、嗜好饮茶的民俗民风、中
西合璧的传统民居、打捞海货的闽南海
宴，都在《姐姐的爱乐之程》的旅程里。

不似走马观花，而是沉浸感受，力图在
行走之间，描摹截然不同的精神文化、
生活文化，做市井风貌的独特“切片”。

人生海海，输赢笑笑
中式院落里，《蔡文姬》的唱段幽幽

飘来，汉家才女蔡文姬被掳获至文化荒
漠的生命体验，千百年后与“古南戏活
化石”梨园戏邂逅；Double 明乐队则在
成名作《没法度》里，把闽南方言编入民
谣传唱；郑明明一曲唱罢，姐姐们忍不
住感叹：“太好听了、太美了，当时眼睛
里就只有她，这就是民族音乐的力量。”

让姐姐们惊讶的是，肩负非遗传承
重任的民间艺术家们，不是埋首故纸堆
的老学究，而是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当
地民乐的人物群像无疑是一把“钥匙”，
只有通过他们，《姐姐的爱乐之程》才能
讲述裹挟着湿润海风的闽南精神。它们
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开放的，也是
多元的；是奋起的，也是抚慰人心的。它
和姐姐们唱的闽南歌《公虾米》《爱拼才
会赢》一样，讲述闽南文化的独特价值
观——人生平凡而普通，只要敢闯敢
拼，就无论输赢。

现有的市场语境里，一档音乐团综
敢于打破类型边界，提炼大众文化表征
背后的集体心理，并予以艺术化的呈
现，实属难得。乘兴唱完《人生海海》后，
张雨绮在微博写下“人生海海，输赢笑
笑”，瞬间就有数万粉丝点赞。《姐姐的
爱乐之程》的创新性挖掘，更是获得了
观众与网友的共鸣。

旅行与路演中“乘风破浪”
“这个音乐节目会去到每个城市，

我们要去寻找最美的声音，最美的音
乐，去遇到平凡而不凡的人。所以绝对
不会减少姐姐们跟这个地域的人和音
乐的接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开始这段旅程的意义。”正如导演
严典雅所说，《姐姐的爱乐之程》要在

“乘风破浪”的高强度竞争之后慢下来，
用音乐治愈观众。

无论是旅行者还是音乐人，《姐姐
的爱乐之程》对“乘风破浪”精神内核的
呈现一以贯之。二者气场相合、价值相
通。它持续关注女性的觉醒和成长，展
现了30+女性的美丽和可塑造性。属于
姐姐们的性别话语，是打破社会文化对
女性的限制，勇敢活出自我、重塑生命。
这样的价值宣言，在节目主题歌曲《跟
姐去看海》中展露无遗。

跟着姐姐们，“看遍这星辰大海”。

夏莹

随着近期脱口秀综艺
的崛起，中国喜剧似乎面临
着新一轮的变革。在一个碎
片 化 文 化 消 费 时 代 ，时 长
100 分钟的喜剧电影难得
一见，而一度兴起的相声，
则因囿于一些程式化表演，
亦显式微之势，只有中国式
脱口秀似乎恰逢其时。

为何源自西方的脱口
秀，时至今日在中国突然备
受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逐渐习惯于短视频消
费的年青一代文化受众，正
逐渐成长为今天文化消费
的主力军，他们所关注的文
化焦点占据了热搜榜的显
要位置。而中国式脱口秀在
线上的运作方式总是以十
分钟、千余字为基础单位，
以笑点堆积为主旨，这在本
质上不过是搞笑短视频的
一个变种，与这一代年轻人
的消费习惯完全相符。

其次，无论是线上还是
线下脱口秀，都能以更为快
速而便捷的方式触及当下
年轻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
与其说是凸显了他们生活
中的某些笑点，不如说是触
碰到当代年轻人生活中诸
多不可言说的痛点——奋
斗的艰辛、没钱的困扰、情
感的不确定性等等。这种切
身性所带来的感同身受，催
生出特定的群体认同，而群
体认同的形成会再度推动
这一新的喜剧形式的繁荣。

从深层说，脱口秀背后
还有“梗”文化在起作用。

“梗”文化已是今天中
国喜剧的一个重要元素。网
络化时代的笑点与传统笑
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逗笑
人的方式并非源于内容本
身，而是源于同一内容被多
次形式化重复。正如在脱口秀表演技巧
上特别强调的 call back（扣题）方式，
看似是一种内容创造上的自我复制，却
在复制中营造了一种特定氛围，并在这
种包含着差异的重复中，将原本略带悖
谬与荒诞的情景做了极致化的演绎。

例如被第三季《脱口秀大会》再次
提及的综艺“梗”——“淡黄的长裙，蓬
松的头发”，就属于这一类。这一歌词原
本不过是陶喆老歌中的一句说唱，后被

《青春有你 2》演绎，在被网络无数个版
本重新翻拍、配图和再创造之后，成为
一个可以被不断被重复的“梗”。用“梗”
所构筑的笑点，虽然需要特定的语境才

能被领会，但对于身处这一
特定语境中的观众而言，却
成了一条无须铺垫直接引
爆全场的便捷途径。

于是，今天被综艺化的
脱口秀在本质上成为一个
庞大的造“梗”运动的有效
推手。这种创造不仅意味着
它自身直接造“梗”，更包含
着对已流行的“梗”文化的
再度创造。因此，它呈现出
诸多网络文化特有的精神
气 质 ：内 容 可 以 短 小 而 空
洞，却存在着固定形式的差
异性重复。这种重复构筑特
定人设、特定笑点，最终在
一代人的语言习惯当中沉
淀。

我们一直强调目前脱
口秀表演的中国特征，是因
为我们很难将《吐槽大会》
与《脱口秀大会》等当作是
对西方传统脱口秀的一种
继 承 。毕 竟 这 个 诞 生 于 英
国，并伴随着广播兴起而产
生的谈话类型，不仅有其独
特的文化生长土壤，而且至
今保留着自诞生之日起就
有的文化胎记：一种源发于
时事政治的评论和访谈，包
含着对社会现实事件的实
时关注。换言之，脱口秀的
属性与其说是喜剧性的，不
如说是新闻性的；与其说是
以已经完成的稿子为底稿，
以堆积笑点为己任，不如说
是以生成性的思想交锋为
主旨。

中国式脱口秀一开始
就以综艺化形式被人们所
熟知。“笑点优先”的创作手
法，实际上消解了脱口秀原
初的时评特质。尽管在今天
脱口秀舞台上较为受人欢
迎的演员仍然是一群有态
度、立场和特定价值观的演
员，但更被强化的，是段子
手特质。他们的创造与其说

是围绕某种特定生活话题所展开的反
讽，不如说是一场不自然的造“梗”运
动。

正是依赖于这种造“梗”运动，中国
式脱口秀将自身转变为一种新的喜剧
形式。而这个意外收获，也带着隐忧：如
果脱口秀仅仅成为一个造“梗”运动，那
它如何能与传统的单口相声区分开来，
又如何避免自己因为形式单调、笑点雷
同而可能带来的审美疲劳？脱口秀的未
来，还有没有引入公共讨论的可能，是
强调时评化色彩，还是继续强调综艺化
走向？这些问题，应该是在脱口秀最受
关注时探讨的。

《多想你》：
“借母溪”的天籁

音乐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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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堂甲骨文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