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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道景行——江苏省美术馆藏作品中
的小康图景（中国画、版画精品展）”正在江苏省美
术馆陈列馆展出，此次展览在馆藏作品中遴选出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创作的版画和中国画作
品 120 幅，呈现了小康路上的探索历程和时代脉
络。近日，《大家说画》江苏省美术馆线上公教系
列邀请多位专家梳理品读，力图让观众从作品中
感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丰沛气象和多彩图景。

本次展览分为砥砺奋进、美好生活和绿水青山三
大篇章，遵循时代、历史和美学的线索，见微知著，全
方位呈现社会奋进、祖国河山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
面。何谓大道景行？江苏省美术馆展览策划研究部
研究员邹佳睿解释说：“‘大道’与小康社会相对应，

‘景行’二字出自《诗经·小雅》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意为在小康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行。”

“参展画家的年龄跨度很大，最早的作品出自
新金陵画派的傅抱石、钱松喦等名家之手，最年轻
的作者只有 30 多岁。”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
介绍说，在展出的 120 幅作品中，有些以大尺幅、
大构图着眼于表现水利建设、铺路架桥、航天工程
等重大主题；有些则以小见大，聚焦于农家丰收、
庆贺新居、老有所乐等平凡瞬间；有些则直抒胸
臆，记录松竹茂林、烟云缥缈、鸟啼蝉鸣等生态景
观，共同勾勒出社情人文的时代变迁。

苏州东山莫厘峰，高高的电塔屹然耸立，五根
银线横空飞架太湖之上，黄纯尧的《银线横空谱新
歌》描绘了江南太湖一带的农村新气象。位处苏
州太湖的东山半岛和西山岛，世代用的都是煤油
灯照明。在上世纪 60 年代，两座岛上终于通电
了，一座座电塔架起的电线，给当地农民生活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惠泉感慨说，很多画家画
过太湖美景，但黄纯尧突破常规，以极其大胆的笔
触，打破了传统国画的构图，创造性地用五根高压
线贯穿作品的主题空间，把秀美的太湖山水和生
产建设相结合，彰显出当时的时代背景。

站在作品前，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艺术家
们绘就的每一笔，都来自真实的生活，而作品中记
录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国家不断前进的生动见证。

“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作为长江干流上第一座
大型水电工程，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水电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伍霖生《长江第一坝》用雄浑清丽、酣畅
淋漓的笔墨赋予山水画时代新境，描绘出葛洲坝一
派宏伟壮观的美景。宋玉麟《新安江水电站》则用
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技法，表现“咫尺千里”的辽阔
境界，远山微茫延绵，近水湖面空阔平静，虚实变化
丰富，富有层次，营造出中国画的意境之美。

《春风杨柳图》是傅抱石先生 1963 年创作的
一幅作品，也是其“新山水画”的代表之作，描绘的
是杨柳依依、小船渡江的朦胧美景。杨柳枝倾泻
而下，在春风中恣意舒展，错综交缠的枝叶中透露
着富有层次的绿色，色彩丰富而又统一，充满诗情
画意。“傅抱石这幅画是根据毛主席的诗句‘春风
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创作的。”江苏省
美术馆副馆长张兴来介绍说，傅抱石先生用简练
的笔墨，表现了华夏大地经历严寒之后万物复苏、
欣欣向荣的景象，画面中透露着清新自然气息，形
象生动地诠释着春色的美好。

伴随着中国的小康之路，中国美术事业取得

了长足进步，艺术家一方面用其独特的视角记录
和见证了人民生活、社会风貌的变迁，另一方面在
艺术观念、作品题材和形式风格上不断创新探索，
演绎出全新篇章。

版画《夜色微阑》出自青年版画家庾武峰之
手，整幅画作运用速写式的线条、色块，细腻刻画
了昏沉夜色笼罩之下，某个高铁站台的场景。与
油画、国画等绘画艺术不同，版画语言细微、精巧，
在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是人
们熟悉的一个日常场面，作者在表现物像和空间
结构上营造出了一种光影交错的感觉，给予观众
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也让整个画面更富有浪漫
意味。”徐惠泉评价说，江苏水印版画强调韵味和
灵秀，庾武峰作为新一代的水印版画家，从传统的
中国画中汲取养分，之后又将一些现代技法融入
其中，这既保留了传统版画的优秀特色，又形成了
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特色。

四幅条屏联整起来的一个古画屏，似乎分隔
了现实和过往，画中男女用吴侬软语唱起苏州评
弹、评说历朝故事、谈笑现实人愿⋯⋯这是当代版
画《吴侬软语》所流露出的姑苏美学语境。“这幅作
品曾经在全国美展上获奖，作者运用蒙太奇的方
式，以一种特别的构图和流畅的雕刻手法，实现了
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碰撞。”省美术馆水印木刻版画
技法与材料重点实验室王鉴非说。

“积跬步以至千里，几代人为建成小康社会不懈
前行。此次展览集中呈现馆藏作品中的小康之路图
景，既反映了繁荣安定的社会生活，也透露出美术事
业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下迸发出的生命力。”徐惠
泉说，“期望能以展览为契机，以美术精品的审美价
值和艺术格调感染观众，让观众在品读作品时得到
美的熏陶和品位的提升。我们更希望以美术作品记
录时代，以祖国几十年的巨变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
而文化的感召力也会激励我们前行的脚步更加有力
豪迈。”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3日。

本报记者 王 慧

大道景行大道景行

，，笔墨丹青里的小康之路笔墨丹青里的小康之路恪守传承，拓新探索，继《梅兰芳·当年
梅郎》成功之后，10 月 7 日，江苏省昆剧院第
四代演员携抗疫题材昆曲《眷江城》亮相
2020 紫金文化艺术节，首演即受好评。加
上编剧罗周，这支八零后昆曲天团可谓势头
正猛。新作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和蝶变，在
新华日报昆虫记工作室承办的“紫金文化艺
术节·我们在艺起”国潮 TALK 活动中，他们
娓娓道来——

编剧罗周：
极具勇气的作品
比起古典题材，昆曲现代戏在文本创作时

难度更大。如何用昆曲韵白来呈现现代人讲
话，唱词如何顺应现代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又不
失昆曲的文学性，这些都是问题。罗周自曝为
了写这台剧，破天荒给领导写了1000多字的短
信，归根结底只想表达一句话：“我们可以接受
用尽全力之后的失败，但是不能接受连试一试
的勇气都没有。”

《当年梅郎》的成功，使罗周有了以昆曲来
表现现代题材的信心。她将日常用语“翻译”
成带韵脚的文字，四字为一单元，再加上衬字，
形成最后的念白。唱词依然遵循昆曲的曲牌
体例，既更接近当代人表达方式，又不过度消
解其文学性。剧中，人物是接地气的，故事是
取材于现实的，细节是让观众会心的，对白仿
佛直接取自我们每个人的聊天对话框。全剧
以爱贯穿始终，以情打动观众，实实在在征服
了每个人的心。

施夏明：
让昆曲再往前迈一小步

“除了传承之外，昆四代必须肩负起让昆
曲再往前迈一小步的重任。然而，阳春白雪的
昆曲，要表现当下生活，谈何容易。”施夏明说，
他首次走进排练场都是蒙的，完全不知道如何
拉架子。最后，先舍弃昆曲的步伐，正常走路，
然后慢动作走三步，再沉重地抬步，走路中回
望⋯⋯在生活化表达中透出了戏曲程式化的
影子。他说，“正因为我们坚持韵白，坚持程式
化表达，才在一出现代戏中彰显出我们一直坚
守的南昆风度。”

徐思佳：
别人不走的路，我们走
在《眷江城》中饰演刘母，徐思佳用昆曲正

旦这一行当诠释了一位活力四射的新时代母
亲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思佳说：

“昆四代特别幸运，首先我们有老师、有传承，第
二代、第三代老师陪伴我们成长，牢牢把握方
向。其次我们有彼此、有合作，昆四代每个人
都有过硬的基本功，合作也很默契。第三是有
未来、有希望，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特别多。
套用《当年梅郎》的一句台词：别人不走的路，我
走，别人不去的路，我去。这也是我们一直秉
承的信念。”

周鑫：
用行当演好一个司机
从《当年梅郎》中的王凤卿到《眷江城》中

的司机阿昌，周鑫在大跨度的表演中切换自
如。他认为，现代戏中，演员需要利用行当优
势去展现人物，“阿昌是个20岁左右的毛头
小伙子，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情绪饱满且外
放，因此表演时气息几乎都在胸口运行。加
上许多动作是在运行中的传送带上完成，整
个人需要全神贯注保持紧张，还要调整情绪
处于高涨状态中，短时间内就要爆发出来。
这么演下来确实非常累，但对演员来说也很
有收获。”

赵于涛：
让程式生活化
赵于涛坦言他曾是昆四代中最排斥现代

戏的一个，“从《当年梅郎》开始，我每念一句念
白导演就说我不对，弄得我几乎找不到东西南
北了。”但在《眷江城》中，他收获了“表演自如”
的高度评价，他说出心得：“其实现代戏表演就
是要化用程式，让程式再生活化一些。”楔子《惭
怯》中，赵于涛饰演的老乡鸡店长和货车司机
阿昌的一场车祸令观众印象极深，赵于涛那一
套闪花眼的开车、刹车、停车、下车动作令人拍
手叫绝。这其实就来源于传统戏曲中上马、下
马、趟马的一套程式，再结合生活中开车的实
际场景，将程式进行化用。

孙晶：
昆曲的细腻给我们信心

“昆曲以细腻见长，只要我们认真挖掘，
这个细腻点就是打动观众的地方。”孙晶举
例，《双瞒》一折里，丁铃和刘益朋出征武汉
之前相约见面，这段表演中，二人有两次牵
手。第一次牵手是丁铃有点小生气，刘益朋
托起丁铃的手想牵，丁铃不给他牵；第二次牵
手时，刘益朋已经取得了丁铃的认同，这时的
牵手表现出一种心意相通的感觉，这就是昆
曲的细腻之处。孙晶说，刚开始大家都没有
信心去排这出戏，渐渐地
大家悟到要从细处着手，
如刘益朋出场时的脚步、
刘母上场时的韵白等。
认真挖掘昆曲细腻的地
方，又让大家重拾信心。

本报记者 高利平

从《当年梅郎》到《眷江城》

八零后昆曲天团
探寻昆剧现代路

创作者
说

大家
说画

黄纯尧 《银线横空谱新歌》

伍霖生 《长江第一坝》

顾志军 《吴侬软语》

黄丕谟 《钟山春晓》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
播电视总台、江苏演艺集团主
办的“2020 江苏中秋戏曲晚
会”，全面展示了江苏戏曲传承
发展的最新成果。整台晚会，
传统与现代交映生辉；北雄南

秀，融于一炉；群星璀璨，少长咸集；其戏也富赡，
其剧也深涵，给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晚会上篇的京、昆两部《眷江城》都是以武汉
疫情为题材的新编戏曲。昆剧《眷江城》选段由江
苏省昆剧院和昆山当代昆剧院联合出演，施夏明、
徐思佳、赵于涛、孙晶、由腾腾等实力演员联袂献
演。该剧起自我省青年编剧罗周于疫情期间撰写
的一套【九转货郎儿】套曲。该套式最早出现于元
代杂剧《货郎担》，专门施用于大段叙述。其宫调
原属正宫，加之篇幅巨大，很适合集中抒发慷慨激
昂的情感。淮海戏《乡里乡亲》和淮剧《首乌花开》
则显示了当代苏北戏曲现代戏的成果。苏北一直
是江苏戏曲版图上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剧
种丰富，而且艺术特色鲜明。悠久的楚汉文化根
底和现代“红色戏剧”血脉相互融合，养成了苏北
当代戏曲独特的艺术风貌。

这次晚会特意邀请了京剧名角加盟，加上
别具匠心的剧目安排，再次将北雄南秀融汇一
炉。昆曲的流丽婉约名闻天下，由省昆孔爱萍、
丛海燕表演的一段《游园》，唱做圆熟流畅，其曲
如呖呖莺声，圆润如玉，流畅如水。扬剧《梁祝》

（李政成、葛瑞莲）选择“十八相送”一节，虽与
越剧趣味不同，依然是一派江南妩媚。与南秀

相映衬，晚会刻意打造了一幅“北雄”气派。这
次呈现的《汉津口》由江苏省京剧院和江苏戏校
昆剧班辅助演出，场面宏大，气势恢弘。剧中关
羽以做见长，一副大丈夫气派气冲牛斗。人言
历代王朝建立政权，所赖有二：东南财赋，西北
甲兵，信然！

江南富庶且好文，历代是人文荟萃之地，梨园
也不例外，偶一萃集，即可鸣金戛玉，满目琳琅。
此次梨园盛会，堪称群星璀璨，星月交辉。仅“梅
花奖”演员就有十几位之多，计有：石小梅（昆剧）、
王芳（昆剧苏剧）、孔爱萍（昆剧）、李奕洁（京剧）、
周东亮（锡剧）、李政成（扬剧）、陈澄、陈明矿（淮
剧）、许亚玲（淮海戏）、陶琪（越剧）、杨俊（黄梅戏）
等。尚长荣先生更是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更有如
王芳那样“梅”开二度者。一群“梅花”团聚，已然
汇成花海。而尚长荣、石小梅老师更像星空中的
皓月，简淡疏朗，辉光四射。

石小梅老师演唱的《春江花月夜》是近年新创
的昆剧剧目。这次石老师演唱的唱词系据张若虚
原诗改作，其作法如同《长生殿》改自李白《清平乐
三章》，仅将句式做了符合“昆唱”的对应性调整。
难得的是，其曲调却追求并达成了“原味”效果。
很显然，该段曲调参照了名剧《玉簪记·秋江》，同
为秋江意境，却在原作悲伤的氛围之外，营造出了
空阔、寂寥的意趣，与原作“问天、问地、问宇宙、问
人生”的意蕴形成了高度契合。新戏而能出古韵，
洵为难得。

王芳演唱的苏剧《醉归》，显示了苏剧、昆剧交
融的新成果。王芳的苏剧表演形成了细腻含蓄的

风格，这显然与她苏、昆兼习的学习经历密切相关。
近年，苏州市出于保护意图，对发展相对滞后的“三
朵花”当中的苏剧格外重视，专门成立了“苏州市苏
剧传习保护中心”。王芳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苏剧
的传承和保护上面。《醉归》中，王芳结合剧情赋予的
人物情感，细腻准确地刻画出花魁女的优雅和性情，
某种程度上标示了“前滩”艺术的新高度和新境界。

大剧种的经典剧目能否在地方戏当中伸展，是
一个地区戏曲文化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这次
淮剧呈现的《千里送京娘》就是京、昆等大剧种的经
典剧目。陈澄、陈明矿这对“神雕侠侣”演示的是筱
派、陈派的代表作，从曲词音乐、人物化妆等方面都
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剧种的特色，显示出经典剧目在
江苏剧种当中的延伸和发展。

“伏养”，指尚未完全上位、但已崭露头角的戏
曲新生代。他们形成了江苏戏曲不可小觑的纵深
梯队，如省昆的施夏明、张争耀，昆山当代昆剧院的
由腾腾，以及演唱开篇的张婷、汤达等，都显示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他们仿佛一群即将冉冉升起的星
星，代表了江苏戏曲的未来。此外，如昆山昆剧院
的张月明、苏州昆剧院的刘煜，也都已经头角初展，
在这些“新生代”演员身上，我们已隐约可见江苏戏
曲辉煌灿烂的明日。

《诗》可观人君之得失，戏能发万姓之深慨。故
戏剧又可以读人心，察世情。江苏自古富庶，故千
年笙歌，缭绕天地。今政通人和，百姓怡乐，自然雅
唱不乏，欢舞翩跹。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
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江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依然万家繁灯火 一轮明月照大江
——“2020江苏中秋戏曲晚会”赏评

王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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