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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明

今有好友来访，曰“巴陵老街”群友方鸿转

发了中国唱片厂于 1959 年灌制的《崔子弑齐》唱

片录音。该录音是巴陵戏一代男旦潘云霞先生

的代表作之一。潘云霞先生在剧中饰演王氏，湖

北省崇阳县巴陵戏剧团乐队为戏剧配乐伴奏。

我迫不及待聆听了多遍，其韵味尽显巴陵戏旦

行唱腔之婉约，其嗓音有如梅荀之声亦不逊其

美，其身世却勾起了我扼腕叹息与不尽悲悯！

嗟乎！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县城的小艺人，

能应邀在中国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实为凤毛麟

角。我曾有幸多次聆听潘先生演唱巴陵戏，特别

是他的那段脍炙人口的拿手唱段《崔子弑齐》。

至今，潘云霞响遏行云的天籁之音仍在我脑海

里久久萦绕。

时间穿越到 1948 年夏。潘云霞先生率通城

巴陵戏剧团著名演员汤益秋、汤重秋、丁艳红和

冯保生等，欲回归岳阳发展。奈因某种人为阻

碍，回不了巴陵故里，全团只得落魄于长江三江

口小码头——城陵矶。

在一筹莫展的处境下，潘云霞先生慕名求

助当地“文魁”、我父亲刘树生。父亲曾为当地工

商界名流，久慕潘先生与巴陵大戏之名，当即慨

然允诺并出面斡旋。父亲暂借当地教堂破旧危

房，又发动街邻挚友修缮危墙，用木板支脚为

座，以砖砌土筑为台，剧团方得勉强开锣演出，

借以落脚谋生。

父亲克服自家种种困难，腾出一间主室请

潘先生夫妇下榻。其弟子小名叫“胖伢里”的青

年演员，亦随同与我们弟兄仨搭统铺睡在堂屋。

潘先生和剧团成员皆深为感动。

父亲原所居主室有三个大书柜，满置各类

古今藏书。潘先生见室内众多书籍，大为惊讶，

其弟子“胖伢里”欲启柜翻阅，潘先生急阻，命摆

出香案，焚香礼拜后方许翻阅。

我父闻知此事后，对潘先生更为敬重，称赞

其为“梨园贤达”。

潘先生仰慕经史，崇尚诗书，通晓众多忠义

故事和戏曲典故，常与我父亲谈古论今，探讨人

生。其间，潘先生多次讲解众多巴陵大戏，如《梁

红玉击鼓战金山》《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李信与

红娘子》《樊梨花与薛丁山》《莲台收妃》《崔子弑

齐》《夜梦冠带》《貂蝉拜月》等巾帼英雄、大家闺

秀演绎的戏剧故事，讲得出神入化，我等亦听得

津津有味，深受教益，常久久不肯离去。

演员们都蜗居在城陵矶下街头教堂的破旧

舞台上，每天早上，他们吃完稀饭伴红薯后都集

中在剧场内，由潘先生带领练功吊嗓，从不间

断。用潘先生的话说：“戏子无嗓，台上无音”“把

子无功，纸糊灯笼”。我们兄弟仨常常跟随前去

观看，回家后即眉飞色舞地给父母描述剧团的

见闻，父亲说：“练功吊嗓，跟你们读书习字一

样，也要勤学苦练，才有长进！”

解放前夕的城陵矶，镇民生活十分艰难，虽

然很喜欢看戏，但大都无余钱购票。因此剧团票

房不丰，入不敷出。父亲十分同情艺人，他老人

家利用曾任同业公会理事长的声望，发动各个

行业公会的朋友们募捐点戏。其点戏的规则是：

凡点戏者点出的戏码，必先由街老们评判，胜者

为“状元戏”可首演三天，并在红纸上写出捐款

者姓名，以颂扬其功德。一时间，捐者甚众，排名

数月之久。这样一运作，剧场爆满，演员们个个

精神抖擞，人人敬艺卖力。在那个百业凋零的艰

难岁月，唯独土戏台上巴陵大戏异彩绽放，金戈

震天，琴檀激荡。潘先生率领的第二岳舞台，在

号称“小南京”的城陵矶小镇上独领风骚。

记得头三天“状元戏”的开场戏为《天官赐

福》。台上的演员戴上“天官”面具，为台下首座上

有头有脸的业老们挂红赐福，并当场接收福包，皆

大欢喜。正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在激昂的锣鼓

声中开幕。当潘先生饰演的巾帼元帅穆桂英登场

亮相时，万响鞭炮齐鸣。男旦穆桂英那靠子（铠

甲）、那貂翎，一招一式，活脱一位威风凛凛的千古

女中豪杰！一个倒板扬起，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

息。幺锣谢幕时，“穆桂英”尚未卸妆就亲自下台请

我父亲题词留念，父亲当即泼墨挥毫题诗一首：不

为家仇为国仇，巾帼豪举呈千秋。愧他十万兜鍪

士，眼看金符属女流。在极其热烈的掌声中，宣告

了小城首场炮戏的历史性成功。

驻城陵矶的连场演出既使巴陵戏第二团队

渡过了解放前夕的困危时艰，也给战乱后的城

陵矶带来了文化大餐，又为我家及当地大戏(巴

陵戏)爱好者们普及了许多戏剧知识，令我终生

难忘。

巴陵戏流行于湘鄂赣边区。新中国成立后，

巴陵戏仅有岳阳县、崇阳县建团。而潘先生是新

中国成立后唯一荣获中南金奖的巴陵戏著名男

旦，也曾是岳阳巴陵戏剧团的头牌人物之一。后

来，他被调到崇阳巴陵戏剧团“扛鼎”，为崇阳也

带去了文化的“小城春秋”。

据我所知，1956 年潘云霞先生曾代表通城

（隶属湖北崇阳）巴陵戏剧团参加了武汉中南大

会演，以《崔子弑齐》与《夜梦冠带》二剧摘得了

会演桂冠(金奖)，在全国皮黄剧种中，为巴陵戏

带来了殊荣！一时间“巴陵名旦”潘云霞与“汉剧

皇后”陈伯华并驾齐驱。

巴陵戏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不能忘记潘云霞先生为巴陵戏作出的贡献。

我与儿子刘忠能走上巴陵戏粉丝的圈子内，多

仰仗了李筱凤、潘云霞、周扬声、刘立炎、孙艳华

和丁艳龙等诸家大师的艺术熏陶。

潘云霞先生可称得上是近代巴陵戏男旦第

一人。窃以为，至今能出其右者鲜！

呜呼，潘先生所扮演的后妃仙姬形象与京

剧梅程大家可同台媲美，其扮演的小家碧玉身

姿，亦可与京剧荀尚诸派并驾比肩。故至今坊间

尚有美誉曰：潘云霞先生乃巴湘“梅兰芳”也！然

所不同者：蜗居小草台与荣登大京班之命运皈

依使然矣！

小老儿乃耄耋之人，眼花耳背，记忆模糊，本不

该妄议剧坛长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诲。

邓正可

拿下第 7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主竞赛单

元最佳影片提名；近 3 年来唯一一部入围欧洲三大

国际电影节（柏林、戛纳、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华

语片。然而，这份荣誉，没有给李睿珺编剧、执导，海

清、武仁林主演的《隐入尘烟》加持光环。即便该片

豆瓣评分达 8.3 分，是今年以来公映的国产电影中

评 分 最 高 的 一 部 。但 上 映 14 天 ，排 片 占 比 不 过

1.5%，实时总票房不到 860 万元。

《隐入尘烟》不该隐入尘埃。

他们像麦子般生长

影片 133 分钟，却不沉闷、不煽情，不刻意描绘

脸谱式的人物，不营造难以理解的意象。

故事发生在西北农村，曹贵英（海清饰）从小被

家人嫌弃，不能生育，并且患有尿失禁，对未来的命

运完全绝望。木讷忠厚的马有铁（武仁林饰），经济

窘迫，只有一辆驴车为伴，却不吝啬一次一次用自

己的“熊猫血”去救承包了村里土地却得了重病的

张永福。马、曹二人在村民的偏见中凑合在了一起，

寄居在别人空置的土房子里，相依为命。夫妻俩在

别人不解的目光中，跟随四季流转，开启了日复一

日地劳作，用心感受生活里的希望与温情。

剧情跟随时间流转，自然发生，像一杯反复冲

泡后的淡茶，缓缓入喉，舌尖有甘，余味微苦。大量

的细节，让这部影片充满了一日三餐的平凡滋味。

马有铁问村民借了 10 个鸡蛋，两人守着电灯

泡和纸板箱孵化小鸡。

村里来了拆迁政策，不少村民推掉老房子拿上

补贴款离开家乡。但夫妻俩却像蜗牛，一次次带上

家当、赶着驴车更换住处，最后索性自己动手做土

砖，盖土房，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搬家两次，他们一起在床头贴“喜”字两次。收获

的季节，夫妻俩用几颗麦粒在对方的手腕上“种花”。

生活虽然艰辛，看起来却像一首田园牧歌。

在两人日子越过越好，幸福触手可及的时候，

曹贵英却骤然离世……影片里的冲突与高潮，被表

现得极其克制与冷静。

镜头里，曹贵英生病发烧了，马有铁给她端来

了小鸡下的第一个蛋补充营养。接着，马有铁赶着

驴车路过桥边，村民告诉他，“你媳妇给你送饭，头

晕，一头栽进河里了。”而后，是马有铁在河里使劲

托起曹贵英的画面。最后，是马有铁和曹贵英的结

婚照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工作人员裁下曹贵英的头

像，调整成了黑白。画面极简，没有配乐，没有葬礼，

没有声嘶力竭，这场意外来得像一场阵雨，曹贵英

的离世就如同一阵风。观众却能在看似“轻巧”的表

达中，感受到马有铁内心的风雨飘摇。

纵然隐入尘烟，也对土地深情以许

影片结尾，贵英去世，马有铁离开，生离死别、

悲欢喜怒都被定格于麦穗，融入又一场生生不息的

轮回，太阳依旧照常升起。“我一直不认为字幕走完

了，电影就结束了，相反在观众心中，它才刚刚开

始。”李睿珺说。

《隐入尘烟》把一片农村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讲

得有滋有味，把农民的质朴和土地哲理一一展现。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

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

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你看，像不像

把你的脚印种在地里了……庄稼种在地里就哪儿

都去不成了，风吹日晒的，生生死死的，只能在地里

干挨着。话说回来，我们长了脚又能跑去哪儿呢，你

说农民离开了地可咋活呢？”许多借主角的嘴说出

来的话，都曾是李睿珺生活的经历。“我的爷爷没有

上过一天学，但有的时候冷不丁地说出一句话，让

人觉得无比有哲理。这是日常的繁复劳动中的经

验，对生命的感知。”

电影的色调，始终是土黄色的暖色，李睿珺说，

因为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这两个人的内心是温

热的。在影片点映会上，有观众质疑男女主角的衣服

还不够脏。李睿珺第一时间反驳：“我不认为他们无

时无刻都是脏的。”男女主角的衣服是从全村的老百

姓家“淘”出来的旧衣服，充满了真实生活的气息。

出生于甘肃高台的李睿珺，本身也是一个有经

验的农民，从能干活开始到高中，每天都要束麦子、

割草、修房子……《隐入尘烟》里的土房子，是他在

拍摄片场跟大家一起砌的。《隐入尘烟》的地，也是

大家一起种的。《隐入尘烟》的剧本，曾在他脑海里

构思了六七年，写了一年。从 2007 年独立执导个人

第一部电影《夏至》开始，李睿珺的土地情结和对小

人物的关注，十几年来没有变过。

《隐入尘烟》之后，李睿珺还是会聚焦甘肃、农

村和家乡的土地开展创作。“虽然这样的电影可能

不是我们当下主流观众喜欢的类型，但对我来说很

有意义。”如同四年前吃过一次紫苏桃子姜而对长

沙念念不忘，李睿珺对土地的味道深情以许。

《隐入尘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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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山

7 月 ，由 湖 南 省 美 术 家 协

会、湖南省画院、湖南美术馆主

办的“无问西东”——肖映川艺

术展在湖南画院美术馆展出 。

我与肖映川先生认识多年 ，也

一直关注他的艺术创作 。他是

一个很有影响的军旅艺术家 ，

从版画起步、成长，后来又画中

国山水画 ，都有很高的造诣和

成就，在不断的艺术探索中，创

造了自己鲜明的形式语言和艺

术特色。“无问东西”，是他一直

坚守的艺术信条。

他是在广泛吸纳的过程中

发展艺术 ，在各种艺术的互相

交流借鉴融会的过程中形成了

艺术面貌。他早期的版画中，有

鲁迅倡导的革命版画的传统 ，

有延安时期版画的传统 ，甚至

有黑龙江版画的影响 。代表整

个版画趋势的一些好的元素，他都很好地进

行了吸纳。后期他又学习了现代版画的理

念，吸收了民间美术的优势。他的国画先是

求教于李宝林先生。他既承袭了宝林先生那

种铿锵有力的笔墨和形体、大块面的那种厚

度，又把版画的对比强度和色彩融合在了他

的山水画里。他把自己对事物的独特感受和

理解、对艺术的深刻领悟，融会到画里面去

了，因此他的画已不是纯粹的“李家山水”，

而是他自己的“肖家山水”。他的可贵之处，

更在于他在多方吸纳、融合时，决不丧失自

我，始终保持了一种“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的霸气和豪情。我觉得这种“无问西东，海纳

百川”的艺术追求，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勇于突破自我，善于成就新我。肖映

川的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永远不会停滞

在一个自己已有的模式上，而是不断地在

变。他后来在潮汕创作的那些极具地域特色

的版画，令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原来的那个肖

映川的作品。这一时期的版画，他完全突破

了原来版画的范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

面貌。

他的中国画也是这样，在吸收了版画的

那些强烈的色彩和大块的明暗对比，创新了

他自己中国画的新面貌后，决不满足停滞，

又尝试吸收文人画的意境、韵味和笔墨。他

时刻在变，在不断地突破自我、成就新我。在

艺术天地里不断地钻进去，又攻出来，探求

艺术的新创造。贺天健先生说过，一个艺术

家的成长就像一条蚕，吃桑叶、吐丝、结茧，

但是需要咬破茧才能变成飞蛾，才可能有突

破，才有第二次生命。如果一直在蚕茧里面，

你的艺术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肖映川的可贵

之处就是不断地突破自我，所以他永远在前

进，不断有新面貌。

他不知疲倦地“行走大地”，丰富了艺术

的表现题材和内容。肖映川基本上走遍了全

国，他很好地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

到处走走看看，不知疲倦，永远行走大地。他

不脱离这一块热土，不脱离培育他的人民。

土地和人民是他艺术表现永恒不变的主题。

所以他的作品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观众从

他的画中感受到一种对生活对人民的深厚

感情。

他追求雅俗共赏，以求艺术之树常青。

作为一个美术家，人民对美的向往就是我们

美术家的奋斗目标。绘画艺术大师吴冠中认

为“群众点头”是判定艺术作品美丑优劣的

一条重要标准。他在艺术主张“曲高和众”，

希望作品能让“群众点头，专家鼓掌”，认为

观众看得懂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真艺术。实

际上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美术的一个显著特

征。但在创作中雅俗共赏的契合点是不容易

找到的，我认为肖映川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

好。肖映川追求一种美，是群众和专家都能

够认可的美。这也是他艺术之树常青的最根

本的原因。

《
隐
入
尘
烟
》
不
该
隐
入
尘
埃

无
问
西
东
，海
纳
百
川

翰墨飘香 粉墨登场 荧
屏
看
点

杨子江

湖南青年书法家詹习成，自幼习书，

依靠自身过硬的实力，与时间赛跑，闯出

了一条以书法为主线的创业发展之路。

詹习成来自浏阳，出生在一个书香

世家。祖父及父亲都是当地颇具声望的

乡贤，詹习成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国文化

产生了兴趣。詹习成四岁时，父亲将一支

新毛笔送给他。从此，他临池飞凤，笔耕

不辍。学王羲之、学宋四家，直到最后确

立主攻方向，向颜真卿学习。他立定两个

目标，一是要成为书法家，二是追求书法

正大气象。

在詹习成看来，既然花时间练习书

法，就要搞出点“名堂”来。2004 年 4 月，21

岁的詹习成赴京求学，问道书法，得到了

沈鹏、欧阳中石等著名书法家的悉心指

导。寒来暑往，詹习成攀登又攀登，历经

11 载，终于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一员。

詹习成写字，养气蓄势，豪迈奔放之气跃

然纸上。今年 6 月，他的书法作品入选全

国书法临帖作品展暨首届平城魏碑主题

展。

书法不是简单的写字。接触到颜真

卿的《祭侄文稿》和《大唐中兴颂》后，詹

习成跳出书法艺术，更看到了一心向国、

护 民 安 邦 、复 兴 盛 世 的 使 命 。他 选 择 创

业，办学校，传承和弘扬书法文化与国学

知识。2006 年，他创办的书画学校正式挂

牌招生，之后他又陆续成立青少年国学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建国学馆。如今，

他的艺术学校的教学科目从国学、书法、

绘画扩展到 13 个项目，年招生规模从几

十人扩大到近千人。最近，他又打算在家

乡浏阳市筹建“青少年国学教育公益基

地”。

学校创办之初，詹习成克己度日，既

重办学效果也重过程参与。在书法教育

中，詹习成借用学书启示，“逢二必变”，

讲课时从来不重复讲过的内容，同时融

入国学内容，以文化人。他的课堂讲课内

容丰满，知识性趣味性浓郁。他善于用打

比方的方式来讲课。如，说到笔墨的线条

时，他用拧干毛巾的方法生动阐释；讲顿

笔时，他引用划火柴的原理细加说明。他

还走出学校，担任湖南农业大学和长沙

师范学院的客座教授。2010 年，只有 27 岁

的他被破格评为副高职称。2012 年，他主

持了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

课题，一举夺得全省特等奖。

心 有 多 大 ，舞 台 就 有 多 大 。立 足 学

校，詹习成还长期开展了一系列艺术交

流活动。他连续九年在星沙举行千人比

赛万人观阵的书画盛会。2021 年，他发动

举办书法精品力作展，将展出作品拍卖

筹建了 7 家“希望小屋”。最近，他又正在

筹办星城第二届青少年书画大赛。同时，

詹习成热心于书法惠民及公益事业。从

2008 年起，他每年对口帮扶浏阳市淳口

镇向坪村小学，捐赠助学款，免费送教。

同时，联合地方报社开展农民工子弟免

费入学公益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义卖活

动 ，联 合 共 青 团 组 织 举 办“ 笔 墨 情 系 雅

安”公益书画活动等，致力于让书法文化

传播得更广泛。

今年 39 岁的詹习成，在祖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道路上，艰苦奋斗，打拼至今，

成了三湘大地上青年创业的新星。他获

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还被

评为湖南省“十大青年书法教师”。

书法有为路千条艺苑掇英

青年潘云霞。

左图：巴陵戏进景区展示推广演出。（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 供图）

右图：7月 8日，巴陵戏《打店》在岳阳楼景区上演。（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 供图）

《春水》纸本设色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