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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帆

11个连翻开启专业戏曲生涯

一个人童年的体验，往往相伴终身，如
果那时你就踱步戏台，自然一辈子很难
离开它。“甜酒，小钵子甜酒！”哪怕是一
句吆喝声，75 岁的伍仁斌的眼神也有着
某种在舞台上才有的光亮。

4 岁那年，父亲伍志强带着他，在小
吴门吹着喇叭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景象，依
然历历在目。不是专业戏曲演员的父亲，
解放后加入了财贸工人俱乐部，业余演出
京剧、花鼓戏、湘剧。伍仁斌觉得这些戏剧
很是有味，于是也向往起了戏台。1958
年，长沙市文化局把当时社会上的民营剧
团合并成 4 个湘剧团，并向社会招聘第一
批学徒。“那年 3 月 1 日，妈妈租了一部人
力车，拎一个小木桶，里面装了换洗的衣
服和生活用品，把我送到了湘剧三团。”伍
仁斌记得，当天剧团和家里签了份合同，6
个月试用期，不行就辞退。

因缺少营养，身体不行，倒立、下腰等
基本功伍仁斌都很难完成：“翻小翻我一
个都翻不了。”快 5 个月时，团长对他说，
这碗饭你吃不了，搞完 6 个月你还是回
去读书吧。“我急得打自己，脑袋往墙上
撞，埋怨自己不争气。”那时起，伍仁斌
就睡在了舞台大幕后面。练累了就睡一
下，醒了又练。终于，有一天能翻上一个
了……考试那天，伍仁斌是最后一个出
场。由于并不被看好，上台时，有三分之
一的评审老师都已经走了。可没想到的
是，那天他连翻了 11 个，直到分不清天
地左右，被一个老师抱起。就这样，伍仁
斌正式签为湘剧三团职工，专业戏曲生
涯由此开启。

把湖南小品推向市场的弄潮儿

凭着一股拼命的劲，伍仁斌一路闯关。
1959 年他出演《打渔杀家》的肖恩，获得
了长沙市青少年戏曲一等奖。1960 年，剧
团排演新戏《小包公》，他出演小包公一战
成名，风靡长沙城，一个星期演 8 场，场场
满座。“街上的人都说那个湘剧三团有个小
包公唱得真好哟。”到了17岁时，团里培养
他做导演。“只读了 6 年书，做导演？”伍仁
斌自己也不相信。那时的剧团大多没有剧
本，都靠传帮带，唱给徒弟听，有时是什么
字根本不知道，只知道那个音，很多台本记
的都是白字。“只能跑去图书馆，一待一整
天也不出来。”伍仁斌说，那时候很多字都
不认识，只能抄下来去问老师和读过书的
人。“我没有艺术的灵气和天分，就是下笨
功夫。”凭着这些“笨办法”，伍仁斌读完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导演大家的著作，让他
对导演有了体悟。后来，伍仁斌先后导演了
20几部戏，很多戏都是自导自演，《佛崖魔
影》获得湖南省戏曲调演导演奖，也多次荣
获演员一等奖二等奖、杜鹃花奖，他被业内
称为获奖专业户。

上世纪 90 年代，剧团进行改革，鼓励
人员进入市场。那时，恰逢长沙歌厅文化兴
起。伍仁斌觉得那些曲艺小品自己也做得
来，于是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表演。1996 年
底他正在湘潭演出，当时何晶晶闻讯赶来，
在结伴包车回长沙时遭遇车祸，同车 5 人
全都昏迷，他第一个醒来，把其他四人救
出。车祸过后的两三个月，何晶晶找到伍仁
斌的家中，进门先鞠躬行了一个弟子礼，提
出做他弟子。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伍仁斌既
是何晶晶的表演老师也是合作伙伴，他们
在长沙、湘潭、常德等地开始表演自己创作
的节目，直到何晶晶成为很火的本土小品

演员，他也成为把湖南小品推向市场的第
一批弄潮儿，被称为湖南小品鼻祖。

原汁原味地还原正宗长沙吆喝

现在的伍仁斌，早已从湘剧团退休，但
是他的艺术事业还没有停止。收集“吆喝”，
是他正在做的事。这源于他在1960年演了

《红灯记》中一个监视李玉和的小鞋匠。当
时排演的时候，被领导批评为演得像个小流
氓。为了入戏，他每天泡在大街上的鞋匠身
边，揣摩他们的一颦一笑，尤其是那声声吆
喝。由模仿到创造，渐渐地，伍仁斌发现了这
吆喝声中的诸多门道，同样的吆喝词被不同
的小贩吆喝出来有不同的韵味，从其吆喝声
中能听出不同生意人的脾性、格调，甚至是高
矮胖瘦，非常有意思。后来，他开始对吆喝迷
上了，慢慢收集了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民俗民
风文化和吆喝声。“收啤酒瓶子”“乌龟甲鱼壳
卖的钱”“收旧电冰箱、电视、电脑、麻将
机”……最开始，他没有钱买录音机，就拿笔
记下来，回来自己练，至今收集了80多种吆
喝声。收集来了要怎么传承？伍仁斌于是开
始创作《吆喝大合唱》。很多作曲的专家听
了这个大合唱说：伍老师真是个传奇，一个
唱戏的，也没学过作曲，不但能够写出来，
还能写大合唱，就更不容易了。

除了整理吆喝词，伍仁斌对相关行当
以及风土人物的历史进行发掘研究，不仅
收集其词汇，连配套动作、唱腔都要有板有
眼。他还想筹拍一部纪录片，将用当时老长
沙穿的服装和道具，用原汁原味的吆喝声，
还原正宗的长沙吆喝。

“湖南的山和水养育了我，湖南的本土
文化养育了我，让我在年过70后还有创作
的欲望，我也希望将这种本土文化传承下
去。”伍仁斌说。

鄢福初

小到一家店铺，一处亭台，一间书房；大
到一幢楼宇，一座宫殿，一方山水，时至今日，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牌匾。它的意义犹如
一处建筑的灵魂，是点睛之所在。各色各样的
牌匾总是在某个合适高处，或冷峻、或慈悲，
如眼睛般俯瞰众生。而那些充满历史沧桑记
忆、意蕴独特的牌匾又如贤哲的心，以其特有
的方式昭示来者，传递过往的美好，诉说历久
弥新的生活信念。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超过五千年
的文字，一个个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方块字，仿
佛是一座座中国人建于纸上、心中的庙堂，是
中华民族万世一系、万方相认的本源文化依
托。牌匾文化正是借助汉字之美成为实用性
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中国招牌，牌匾的存在，
既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又始终深
刻地影响或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情趣与向往。

牌匾之下大多配有对联，我曾在某处文
庙见过一副对联，联曰：“道若江河随地可成
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牌匾无所不
在的传道意蕴与美学价值亦正是如此。文化
由一代一代的人薪火相传累积而成，古来一
碑一匾之功皆不可没。文明的因子能无翅自
飞、不胫而走，先贤的德行能长长久久地浸润
世道人心，牌匾自有其不可替代、震慑人心的
力量。

如果将镜头从文化的灿烂星河或久远历
史的深处中不断地拉近，一切的过去、现在、
未来，一切的光明、喜悦、梦想，最后竟然都可
聚集于一块具有超凡风骨的牌匾上。我这么
说，是因为一下子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湘水对
岸那块著名的“岳麓书院”牌匾了。1015年，北
宋皇帝宋真宗所赐。当然，山门里还有 1687
年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1743年乾隆所
书“道南正脉”，等等。毫无疑问，每一块牌匾
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千年相续的文化
梦想。回望他们，又怎能不生令人心悸、灵魂
飞越到遥远岁月的情味？新时代的牌匾该怎
么写，写什么，由谁写，一切的问题与方法还
得从“敬畏”二字中寻找答案，“心诚求之，虽
不中，亦不远矣”。王维说：“归燕识故巢，旧人
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思远客。”一块美好
的牌匾承载着历史，也暗含未来。

黄 宇

“大秦系列”收官之作《大秦赋》，
于近日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播出。
从第一部开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足
足有11年的时间，收官作延续了前三
部作品的史诗正剧风格定位，讲述了
秦始皇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王翦等
人的辅佐下平灭六国、一统天下，建
立起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
的故事，呈现了秦始皇嬴政从出生到
建立大一统国家共 40 余年的战国风
云。

“大秦系列”四部曲由黄健中、延
艺导演，分别是《大秦之裂变》《大秦
之纵横》《大秦之崛起》《大秦赋》。《大
秦赋》的故事背景定位在战国晚期，
纷乱五百余年的华夏大地仍战火不
息。巨商吕不韦携时在赵国为质的嬴
异人逃归秦国，幼小的嬴政被弃留邯
郸，屡遭生死劫难。幼年的经历、父亲
的感染，及身边人的点醒与辅佐，让
目睹过百姓疾苦的嬴政逐渐明白平
定战乱的重要性。彼时六国势弱、秦
国独强，天下统一之势渐显，嬴政抓
住一统天下的时机，铲除内乱，敬贤
惜才，完成了统一大业。

国家崛起的关键，是人精神上的
崛起。嬴政是《大秦赋》的主角，伴随
着他对“统一”二字认识的加深，成长
性和信念感也逐渐凸显。吕不韦告诉
嬴政，为王者需有天下一统之志向，
秦人应该有倔强、强悍、不服输的脾
性。从大秦系列第一部《裂变》中的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到《大秦赋》
中 反 复 吟 唱 的“ 岂 曰 无 衣 ，与 子 同
袍”，大秦系列从一而终。

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百花齐放”，
宫斗剧、玄幻仙侠剧、戏说历史剧甚
至网络短剧、网剧拍了不少，有些颇
受观众追捧，但历史正剧稀缺。大秦
系列长篇历史剧作为目前唯一一部
展现“秦变革图强一统天下”的历史
正剧，邀请数位历史学家担任历史顾
问，仔细考证剧中的人物、服饰、器
物、历史事件，还聘请了秦文化礼仪
专家从风俗礼制、人物仪态、文言对
话等各方面对演员进行培训，对当时
人物的着装束发、交往礼节等细节也
有所考究。该剧场景多达 1000 余处，
拍摄地包括那拉提、赛里木湖、昌吉、
乌尔禾、象山、都匀、横店、仙居等8个
地点，辗转上万公里；内外置景及改
造面积达 113000 平方米，甚至在新
疆乌尔禾搭建了一座完整城池；战
车、轺车、攻城车在内的大型道具设
计制作了80辆，剑盾戈矛等军事道具
数量上万。另外，造型总监陈同勋在
学习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后，为各国、
各阶层的不同身份角色设计制作了
多达 11000 多套服装和 4000 多套盔
甲，匠心呈现大秦时代风貌，收获了
大批粉丝的追捧。

拒绝戏说，尊重历史。《大秦赋》
并没有刻意营造故事情节的戏剧性
和传奇性，而是从内容和思想上进行
升级呈现，展开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对
话。观众们不仅能感受到视觉上的震
撼，也能了解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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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仁斌：人生何处不戏台

何晋文

《爱的厘米》11月16日晚登陆湖南
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在没有任何官宣的
情况下，收视率不断攀升，并受到热议和
广泛好评。有观众评价这部剧：过程旖
旎，结尾走心，充满正能量。

《爱的厘米》讲述燕西医院医生徐清
风与女机长关雨晴，在相互配合救治患
者的过程中逐渐建立情感，最终走到了
一起的故事。剧中的爱情故事原本寻常，
但不寻常的是，全剧以一个爱情故事为
线索，扣住了火热的生活、人民的悲欢、
时代的脉动。观众能从其中众多小人物
的苦乐喜悲里看到人间烟火，看到自己，
更看到时代的气象。

不论是什么题材的剧，首先要好看。
只有观众愿意看，作品传递的精神才能
抵达观众。这部剧之所以被大家喜爱，就
因为观众有认同感。剧中的主要演员佟
大为、佟丽娅演技可谓精湛，演医生像医
生，演机长像机长。剧中的配角也让人印
象深刻，如许娣饰演的徐秀兰，独自把儿
子抚养成人，极力想控制儿子的事业和
婚姻；韩童生饰演的关永年重男轻女、溺
爱儿子，为了儿子宁愿牺牲女儿的幸福；
涂松岩饰演的姐夫陈志军长期隐忍岳父
和妻子的轻视，暗中却移情别恋；檀健次
饰演的弟弟关震雷，骄纵叛逆而本性善
良……每个人物都面容鲜活、个性鲜明。
最让观众大呼过瘾的，是许娣和韩童生
等老戏骨在相亲公园互怼“飙戏”的场
面。另外，剧中的反派角色没有脸谱化，
逃离了固有程式。陈志军、关震雷、蓝俏
俏等角色的“坏”，是要靠观众从情节中

去寻找答案。
细节是一部剧的内涵。如第 9 集中

蓝俏俏陪陈志军赴酒局，众客户对陈志
军轮番劝酒，眼看他招架不住，蓝俏俏为
帮他解围，连干十杯白酒震慑众人。酒局
结束后，陈志军在送醉酒的蓝俏俏回家
时，发现她穿的裙子上标签都没有剪掉。
陈志军虽然娶了关多云，从一穷二白奋
斗到公司中层，但仍不受岳父关永年待
见，常遭遇冷嘲热讽，妻子关心娘家人远
甚于关心自己。一个比自己更弱小的女
子这样关心自己，让陈志军异常感动。没
有剪掉衣服标签的细节设计，可以很好
地解释了陈志军为蓝俏俏动情的原因。
再如第10集中，林洁陪同徐秀兰逛街，
徐秀兰要求她严格遵守自己的标准，表
现出极强的控制欲，但当她发现林洁不
听她的招呼，没遵照她的旨意而是煮了
自己做的饺子给徐清风吃时，顿生不满。
后来当林洁预定一家餐厅吃饭时，她频
频找茬，导致不欢而散。剧中通过徐秀兰
要求林洁煮自己包的饺子这一细节，把
这个单身母亲想要控制儿子的扭曲心理
表现得淋漓尽致。

用生动的影像展现普通百姓的现实
生活。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
民的文艺，文艺只有根植于现实生活、紧
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
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
踩坚实的大地。在这部剧中，除了有年轻
人的爱情外，还有机长临危不惧解除飞
行意外、医生赴外地做心脏移植手术、居
委会调解各种矛盾纠纷、儿女尽全力救
助患病父母、父母帮儿女相亲、儿子啃

老、丈夫出轨、开网约车等火热的生活，
有好有愁，有喜有忧，反映了人间生活百
态。编剧不断收纳这些人间故事，不断把
人间阅历、点滴情怀化作剧中的人物和
剧情。编剧找到了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
热点、难点、痛点，从人民的实践和丰富
多彩的生活中获得灵感，用生动的影像
表现出普通百姓的奋斗和梦想。特别是
剧中呈现出的武汉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
和各地医疗队成员紧急援鄂的感人场
面，深刻地烙在每一个观众的心里，拉近
了与观众心理和情感的距离。

这部剧从剧本打磨到团队创新，从
人物塑造到后期制作，历时400多天。创
作者反复推敲剧中的每个细节，力求戏
剧冲突强烈、情节设计合理。剧中很多地
方涉及到医疗、航空等领域专业知识，剧
组专门聘请了专业人士组成顾问团队，
精心把握住每个情节和每句台词，力求
专业地道。

我们正处在一个视听成为国民第一
应用的时代，只有优秀的视频内容，才能
吸引住用户的眼球。我们期待更多的影
视佳作出现！

《爱的厘米》：胜在人间烟火气息

刘晨

《芥子园画传》提出：“画中之有楼阁，犹
字中之有九成宫，麻姑坛之精楷也。”徐照海
的界画恰有楷意在其中，结构严谨、线条清
晰、恢弘大气。但同时，徐先生极具艺术特色
的留白，又给画面平添生气，让山水亭台充
满了诗意。画中的集中意象似是“山寺立于
云外”，而徐照海又喜欢将生活化的场景融
入其中，如市井的轮廓，雪中温亮的窗户，还

有熙攘的人流；用色不拘一格，时而古意，时
而大胆创新。那些视觉冲击力强的粉蓝紫
色，与古朴的建筑山水毫不冲突，正如天高
地阔让人敬畏，生活本身也有它的色彩。近
日在湖南日报美术馆举行的“锦绣中华——
徐照海中国画作品展”，带来了徐照海对祖
国大好河山多年的创作成果。

上世纪 80 到 90 年代可谓徐照海先生
创作的鼎盛时期。那时的徐先生多次受邀为
中南海、外交部、驻外大使馆、中国军事博物

馆等党政机关绘制了大量的精品力作，他的
画还被外交部定作礼品赠送给多国元首和
政要并多次应邀在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受到
国内外艺术界的瞩目。徐照海先生被当时的
日本媒体誉为“中国山水画巨匠”，东京的地
铁口至今还保留着他那时期的作品《洞庭秋
月》。

徐照海先生 1929 年出生于河南开封。
从求学浙江美院到来长沙工作后的数十年
间，徐先生对“界画”情有独钟。他先后临习
并着重研究了历代界画名家的作品，从隋唐
时期的展子虔、李思训父子到北宋的郭忠
恕、王士元；从明代的仇英、石锐到清代的袁
江、袁耀等。他游历名山大川，画遍风景名
胜，并通过不断的思考与实践，探索出了一
条完全不同于前人并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

“新界画”。
如果说1970 年代徐先生创作的《烈士

公园》《清水塘》《第一师范》等代表作是为
“革命历史名城写照立传”，带有特殊的时代
背景和浓厚的客观因素，那我们从他 1980
年代以后的作品可以看到，他更多的在表现
主观意识，崇尚自然的哲学观。这个时期的

《岳阳楼》《天心阁》《少林寺》等作品，山水与
楼阁虚实相间、幽晦迷离，让水墨画的文人

气息贯穿于庭院之中，完全突破了传统“界
画”工整严谨的套路而不失法度。特别是那
幅几乎耗费了他晚年全部精力的鸿篇巨制

《锦绣中华》80米长卷，东起山海关，西至布
达拉宫，集长江、黄河、三山五岳于一体，融
春、夏、秋、冬四季于一卷，打破了时间与空
间的界限，意境幽远，气势恢宏。此作被美术
界誉为“史无前例”，也奠定了徐照海先生

“中国界画第一人”的学术地位。
我与徐老乃忘年之交。先生性格温和、

为人低调，晚年更是万事谨慎，甘于寂寞。他
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作画，寒暑不间、晴雨
不辍。徐先生始终坚持走传统的路线，他常
说中国画离开传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徐先生闲时喜欢读书，尤好世界名著，看
新闻联播亦是他每天不可错过的事。时间过
得真快，一晃先生仙逝已 7 年有余。回想当
年与先生品茶论道愰若如昨，不禁感叹油
生。

愿先生之风，山高水远。
（徐照海（1929——2013），河南开封

人。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曾
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历任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沙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等。)

榭台楼阁临明月，山高水远留清风艺苑掇英

粉墨春秋 翰墨飘香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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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攀作品 油画《家门口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