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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杂谈

谢柏梁

小时候看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觉得这

种生活流的铺陈具备画面感，形象生动又清新

隽永；如今在作家的家乡，回想儿时的文学记

忆，观看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和益阳

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山那边人家》，

从满台欢笑中次第观赏到清溪村的人情物理，

犹如展开山乡变化的风俗长卷，令人精神为之

一振，夤夜梦回清溪。

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民需要文艺”

“文艺需要人民”。作为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

谈会的资深作家，周立波与赵树理、柳青等作

家一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

成一片”。他整整 10 年扎根家乡，这才创作出富

于泥土气息和清新韵味的系列短篇小说和史

诗大作《山乡巨变》。这与其《暴风骤雨》一样，

先后成系列地获得了当时最权威的斯大林文

学奖项，也具备经典流传的意义。

与西安的话剧《柳青》、秦腔《路遥的世界》南

北呼应却又风格迥异，湖南花鼓戏《山那边人家》

看起来没有肩负太沉重的道德文章，也无意舒卷

特别浓厚的时代风云，更不以悲怆沉重的悲剧意

味作为基调，却在一连串的喜剧包袱中体现出新

中国山乡变化中的农民生态，体现出他们在欢歌

笑语中趋向于精神层面的逐步变化，在扫盲运动

中体现出误会与释然的时代趋势，在民俗风情的

展示中体现出吾乡吾土吾民的乐天精神，还有与

时俱进乃至由凡入圣的博大情怀。

在剧中，作家周立波不仅是记录时代画卷

的写作者，更是火热生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他与乡民们打成一片，化入跳出地见证出乡亲

们生活的精彩和生态的美好，当然也同时伴随

着凡人的苦恼和柳暗花明的生机。湖南人的乐

天精神、花鼓戏的喜剧情调，类似甚至超越《桃

花扇》中老赞礼那样评点时代风云、展开历史

册卷的作用，在戏中特别自然地融会在一起，

毫不违和地勾连于全剧。

全剧以周立波主婚送对联、姑娘们集体听壁

根开始，以满爹父子关于泡种的不同时机的认定

作为包袱，以惟妙惟肖唯美微甜的插秧舞作为展

开农家生产的诗意画卷，特别令人心醉。其中，桂

花赶场时看中了一个漂亮发夹的细节令人感慨：

“等到卖猪票子到了手，我就把那粉红色的明晃

晃的有花纹的贵得要死的塑料发夹，票子一甩买

下来，然后就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大大方

方夹在我的头发上……”尽管当年的物质如此贫

乏，但是姑娘娃小媳妇爱美的天性和美好的愿

景，却是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和审美特点。如果

把去掉“睁眼瞎”的扫盲运动与打开机械化、合作

社的大门，见证新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结合起

来，此处闹腾得再厉害也不为过，同样具备诗般

汹涌澎湃的必然趋势。

该剧的妙处在于，看起来没有与大的时代

波澜，如合作社转型等大事件，直接发生特别

强的关联度，但重在写人心向善思齐的变化，

乡亲们和睦一致的趋势。桂花家年底给乡亲们

分猪肉的场面，体现出大家伙其乐融融、彼此

相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当然，作为较为别致的一出喜剧大戏，该剧

更多地强调生活流的自然河道，讲究诗情画意的

民俗风情，描摹出满爹、桂花等山里百姓也许并

不伟岸但却生动的形象，不刻意为之但却特别可

信可亲可爱可敬的精神境界。全剧并没有激越惊

险的戏剧冲突，却于自然朴素中见出真情，于扑

面而来、山风海雨般的喜剧场面中见出湖南人的

乐观天性。如果喜剧场面与人物的铺陈更加贯

穿，如果类似于配种员培养优秀牲猪品种与桂花

家过年分肉的善举结合起来，如果把桂花和伏生

结婚与四个大嫂的唱曲结合起来，尤其是把作家

与乡民们的互动做戏做得更加丝丝入扣，该剧也

许会更加连贯。编剧盛和煜是著名的剧作家，编

剧曾少祥也是国家一级编剧，何艺光又是文旅部

千人计划班出身的优秀导演，相信他们还会将该

剧不断打造、蔚为精品。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是贴近民间、

喜 乐 歌 舞 的 优 秀 剧 院 之 一 。从《打 铜 锣》《补

锅》，该院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笑工厂；从《刘

海戏金蟾》中“刘海哥你是我的夫罗哇；胡大姐

你是我的妻”的唱段开始，总疑心湖南人都带

有几分狐精仙气；新时期以来，该院的《老表轶

事》就获得过中国艺术节的文华大奖，我也曾

为之投过庄严的一票。新时代以来，该院的《桃

花烟雨》和《蔡坤山耕田》，在全国范围内都具

备较高的品位和大众的口碑。

本剧的主演周回生是《老表轶事》的主演，

其在剧中表演的老到与精致，拿捏得恰到好

处。剧团启用张丹等年轻人主演桂花，很有青

春朝气。中国戏曲学院花鼓戏班的大学生出现

在场上，作为国戏教师之一的我也为他们初出

茅庐的勤勉尽职叫好。我也祝愿这出以平易见

圣洁、因生动显自信、缘好看而有味、因家长里

短见出文化自信的好戏，能够攀越更高的艺术

平台，从而在花鼓戏层面也能获得经典永流传

的跨时代流播价值。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二级

教授，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

粉墨登场

山村变化的风俗画卷
——喜看湖南花鼓戏《山那边人家》

肖亦翅

电影《东北狙王》是由深圳狙击者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北京剧多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七壹时代（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潇湘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5 月 15 日于优酷、爱奇艺

两大视频平台同步上线。

这是一部展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

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影片讲述了

民族存亡之际，民间神枪手任天行深明家国大

义，毅然接受刺杀日本细菌病毒专家的绝密任

务，给气焰嚣张的敌人致命一击的传奇故事。

《东北狙王》故事情节紧凑，环环相扣，层

层推进，跌宕起伏，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让观

众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起伏，激荡着

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本片最大的看点是要让

背负国恨家仇的主角任天行将杀气藏起来。在

敌暗我明、敌强我弱的危局之下，除了一腔热

血外，更要有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才能蛰伏以

待良机，直到给敌寇致命一击。故事人物保家

卫国的勇气和真情实感，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

爱国主义热情，收获了广大观众的赞誉。

在表现手法上，这部电影采用了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方法。首先，它根植于

现实，比如开头抗日部队伏击敌人列车时发生

的激烈战斗，抗日部队伤亡惨重所剩无几，日

本人闯入土匪山寨进行大屠杀，拿中国人做生

物实验，以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意志和

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等情节，都能找到现实依

据。但它又加进了较多的浪漫主义因素。比如，

神枪手任天行身怀神枪绝技，在晚宴上突然出

现一枪杀死敌将军，又顺利脱身；以任天行为

首的抗日小分队大闹虎牙山，捣毁敌人的研究

机构，救出老百姓，挫败敌人的阴谋。情节大开

大合，扣人心弦，荡气回肠。特别是影片最后，

任天行给自己立下墓碑之后，毅然决然地走向

了战场，为一方百姓的安宁奉献了自己的生

命。民间却因此多了一个传说——其实任天行

和白鸽还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敌寇英勇奋

战，直至抗战胜利。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结合的方式，表达了百姓对保护他们的英雄的

美好感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本片在主要人物任天行的形象刻画

上还是花了心思的，这主要表现在任天行的思

想性格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发展变化还是有

逻辑可循的。起初，任天行还只是东北军中的

一个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撤

出东北，任天行却和一部分士兵脱离了部队留

在东北，自发地抗击日军。但是，在伏击日军列

车时却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了他一个人。他被

土匪收留，从此以后，便心甘情愿地留在了土

匪寨子里当上了“老六”。直到白鸽出现，他发

现白鸽是他牺牲了的战友的妹妹，心思便有了

触动，为战友报仇以及当初他脱离部队“私自”

留下来抗击日军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于是，他

循着白鸽留下的信息走了出去，自发成立抗战

小分队，去到抗日的战场上，与敌军开始了一

次又一次的斡旋。

当然，这部影片也有故事逻辑上的瑕疵。

白鸽化妆成一个“妓女”，来到土匪寨中找任天

行。其实能不能顺利找到任天行是有很大偶然

性的，将抗日组织的重要计划寄托在这种极具

偶然性的行动上显然是很不妥当的。而且，她

找到任天行却没有得到任天行的答复后，直接

愤然离去。试问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土匪窝

子里，白鸽是如何来去自如的？

目前，抗战题材在网大电影市场上还是较

为稀缺的。只要能有效地解决演员演技、故事

逻辑合理性等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对同类题材

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真正提高网大电影的制

作水平，带给观众更多品质更优良的好电影。

《东北狙王》：荡气回肠的热血传奇
影视观察

范诚

最近，一首叫《书韵潇湘》的歌曲在互联网

上唱响，引起听众们的共鸣。

这是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中心原

总经理邹树德创作的一首歌曲，由著名歌唱家

王丽达演唱。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动人的

歌喉，将书韵潇湘湖湘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邹树德扎根湖南出版四十载，饱含对湖湘

文化的热爱和对出版事业的深情，倾情创作了

这首歌曲。

请看歌词：

一山秀五岳/一叶红潇湘/一眼千年看岳麓/

悠悠韶乐湘韵长/洞庭一湖盛四水/湘江总北上。

第一段，以诗化的语言高度概括湖南优美

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湖南有五岳独

秀的南岳衡山，有四水汇聚波澜壮阔的洞庭

湖，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湘江北去，弦歌不

绝，韶乐悠扬。

击水三千里/十里芳草香/雄文诗卷唤风云/

三湘沃土豪情壮/一简一牍留墨色/天空任翱翔。

第二段，生动描绘出湖南出版的历史与辉

煌，光荣与梦想。湖南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马王

堆汉墓、里耶老井发掘的数万枚秦简牍，揭开

了历史的新篇章。“一简一牍留墨色，天空任翱

翔”。湖南出版传承着数千年的湖湘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在赓续中开拓创新，因此，“雄文诗

卷唤风云，三湘沃土豪情壮”。

放眼看世界/心中有骄阳/蔡伦一纸载春

秋/千古风流读华章/能吃辣椒会出书/守正创

新敢担当/卷帙传薪火/出版耀荣光。

第三段形象揭示湖南出版的优良传统和

时代担当，并展示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几十年

来，湖南出版“放眼看世界，心中有骄阳”，走在

时代前沿，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系列好书，“能吃

辣椒会出书，守正创新敢担当”。脚踏实地，勇

于开创，坚定了方向，创造了辉煌。

邹树德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是当年的

“校园诗人”。毕业后，他进入出版社从事编辑

工作，27 年里从一名普遍编辑干到总编辑，每

一步都迈得扎实而坚定。献身湖南出版事业近

40 载，他经历过湖南出版的崛起与辉煌的过

程，对湖南的出版事业饱含深情。这是他创作

这首歌的初心和基调。

邹树德创作歌曲是近些年的事，以前他忙

于编辑事务，自己很少有时间创作。这两年，临

近退休，他便拿起笔来，重拾诗歌和创作歌曲。

第一首歌曲便是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教材工

作会议创作的《征程》，在“学习强国”发布后，在

全国教材队伍中产生了很好反响。他创作的长

诗《江山弦歌》被收录到“学习强国”建党 100 周

年“百年礼赞”诗组中，并在央视频发布；诗歌

《敬礼，我以教材人的名义》《我仰望你的方向》

等都在重大朗诵活动中被诵读。2021年，他创作

了《将军吟》和《生命的方向》，推出后便被“学习

强国”、央视频、人民网、新华网等转载。其中《将

军吟》还获第十一届“神州唱响”全国高校音乐

展演原创音乐组十佳原创金奖和国青杯第五届

艺术设计大赛优秀创作一等奖。

纵观《书韵潇湘》歌词，我觉得，作者站在湖

湘历史文化的高度，纵贯古今，写出了历史的纵

深感。作者站在三湘大地，以人文荟萃的广度，

写出了现实的厚重感。同时，作者站在世界文化

和中国出版行业的深度，写出了行业的成就感。

《书韵潇湘》的铮铮回响
音乐咖啡

刘瀚潞

6 月 20 日，著名词作家乔羽因病在北京去世。

95 载的波澜，至此停歇。

从吱哟哟地转的大风车，到轻轻荡起的双桨，

从《爱我中华》的高亢呐喊，到《难忘今宵》的依依

惜别，乔羽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

1400 多公里外的湖南，寻常多半已是晴朗燥

热的时节，此时却青山团云、细雨霖铃。山朦胧，水

朦胧，心朦胧。雨水之下，湘江的碧波腾浪，又丰盈

了几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韵又浓了几度，一些

关于乔羽的潇湘足迹，又泛起余波。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经历过漫长时

间的饥渴，人们对艺术、对美有着迫不及待的需

求。潇湘大地上，一场对歌曲艺术的叩寻也在萌动

中。1980 年 6 月，湖南株洲，36 岁的夏劲风创办了全

国第一份歌词报《潇湘词报》。来自全国的歌词投

稿，如雪花一般飞往株洲。在人们的热情之下，《潇

湘词报》从季刊，变成双月刊，最后又变成月刊。每

期 600 多篇歌词，大多通俗易懂、易于吟唱。

《潇湘词报》如火把，点燃了后来歌词报在各

地纷纷出刊的热情。或许正因为《潇湘词报》的先

锋作用和影响力，1981 年，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组

织的全国首届歌词创作座谈会选址株洲。当年 10

月的一天，一辆南下的火车包厢里，掌声、笑声不

断。伴随着火车的哐当声，词作家乔羽给大家讲起

笑话，女作曲家瞿希贤笑得“连肠子都疼了”。他们

这一行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人，正要赶往株洲，去

参加全国首届歌词创作座谈会。

深秋时节，来自全国各地及部队的 118 名代

表，汇集株洲。这是一场全国词作家们的盛会，许

多此前仅仅在报刊上或歌谱的右上角见过彼此的

词作家们，如今走到一起，互相交流歌词创作的现

状及发展。

10 月 21 日，会议的开幕式上，乔羽慷慨陈词，

表达了对歌词创作的期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

的歌词作者，也会无负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也会为

我们的时代写出洪亮的歌、优美的歌、感人肺腑的

歌、使人上进的歌。我们的歌，将要鼓舞十亿人民，

奋力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我们的歌，将要

用它的艺术魅力去征服一代青年的心灵，使他们

情操高尚、精神丰富、意志坚强。‘天意君须会，人

间要好诗。’有人问，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什么？我

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之后，乔羽还当场写下：

潇湘是歌词之乡，株洲词会是中国歌词界的节日。

座谈会后，乔羽还同不少词作家们前往衡山、

洞庭湖等地采风。湘籍著名词作家瞿琮至今保留

着当时的珍贵照片：南岳衡山，祝融峰顶，词作家

乔羽戴着方框眼镜，笑容洋溢，与作曲家李焕之、

生茂，词作家梁上泉等十九人，将欢乐和憧憬定

格。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第二任会长、名誉主席陈

晓光曾说，这次座谈会，为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歌词

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共识，也形成了中国歌词创作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一次动员、一个新的开端。而

湖南，也愈加成为歌词队伍规模蔚为壮观的歌词

大省。在专著《中国当代歌词史》中，词作家晨枫介

绍，那时候株洲的《潇湘词报》、长沙的《百灵鸟》、

新邵县的《野菊花》等歌词报纷纷出刊，大批歌词

作者蜂拥而出。这种场景在全国称得上是兵强马

壮、阵势雄壮。

2000 年的夏天，乔羽再次踏足湘楚大地。张家

界武陵源的森林之中，须发苍白的乔羽，戴着一顶

花色宽檐帽，身着白色衬衫，眉毛和眼睛笑成弯弯

的圆弧，闲适地坐在一顶竹轿中。此时的他，少了

几分意气风发的热烈光芒，眉眼间多了许多安宁

与慈祥。

他的身旁，环绕着几位湘籍音乐家后辈，瞿琮

（湖南长沙籍、《我爱你，中国》作词者）、张名河（湖

南沅陵籍、《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作词者）、王佑贵

（湖南郴州籍、《春天的故事》作曲者）。拍摄照片的

正是湘籍歌唱家李谷一。

瞿 琮 将 这 张 照 片 称 为“ 我 们 为 乔 老 爷 抬 轿

子”。他说，只要乔老爷在，我们大家就心里有光

亮，人生有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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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等人在祝融峰合影。（资料图片）

《山那边人家》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