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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两作品摘金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许春媚"

记者今天从省根雕文化艺术协会获悉! 中国
根雕艺术论坛暨根雕艺术精品展日前在浙江
省嵊州市闭幕!来自海南"福建"甘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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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省

#""

名根雕艺术家们! 选送了自去年以
来创作的

!"#"

件精品! 最后有
!"

件作品获
国家级金奖# 我省参赛人员获得了

$

金
!

银
$

铜的好成绩$

我省获得金奖的作品分别是张进山创作
的%神曲&"于荣胜创作的%大好河山&'获得银
奖的作品是宫乃平的%笑佛&'刘东玮的作品
%和谐之道&"吴卫良的作品%满载而归&获得
铜奖$

据省根雕文化艺术协会会长张进山介
绍!他的作品%神曲&的主体是一块在万宁太
阳河的沙床里沉睡了千年的阴沉木! 经过河
水不断冲刷! 木头浑身形成了许多天然的小
孔!曲线优美!古朴凝重!有着铜打铁铸般的
深厚质感$ 记者看到作者将阴沉木配以海南
的火山岩作为底座! 千疮百孔的火山石与阴
沉木上的小孔相映成趣! 无声地诉说着海南
山水走过的历史$

此次活动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浙江省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和嵊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其规模之大在国内还是首次$ 高公博" 赵之
硕"高照"郑剑夫等我国根艺界名家组成专家
组对作品进行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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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卓兰花"

记者今天从省美协获悉! 中国美术家协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近日在北京闭幕$ 我省共
有

%

位美术家代表出席大会! 其中省美协主
席邓子芳" 省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陈茂
叶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

据介绍! 出席第七次美代会的代表是经
由各省"市"自治区美协"中直系统和部队等
团体会员党委民主推选产生的 ! 为历次美
代会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 会议代表
涵盖了从事美术各门类艺术创作的美术家
和美术工作者$ 本次会议回顾和总结了第
六次美代会以来的工作! 分析当前美术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 规划部署今后

&

年的任
务!修改了中国美协章程$刘大为当选为中
国美协主席$

新时期以来
#"

年的文学发展!我们
可从多个角度去观照!去解读!从文学的
代际衔接"作家的队伍建设方面来看!

#"

年文学取得的实绩与成就! 也是巨大而
难能的$

目前!依然活跃在当下的文坛!或一
直在坚持写作的作家! 有属于老一辈或
接近老年的

!'#"

年代人"

%"

年代人'还
有属于中年一辈或人近中年的

!'&"

年
代人!

("

年代人和
)"

年代人! 加上正在
崛起的(

*"

后)这一代!大约共有六代文
学人在当下文坛同时写作!联袂演出$不
同代际作家之间的不同! 其实不只是年
龄上的差异' 它更为重要或更为本质的
区别! 可能还在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彼此
有所不同上!而这又与作家们进入写作"

置身文学时的社会环境" 文化时尚的熏
陶与影响关系甚大$

在新时期或
!'*"

年代!

!'&"

年代人

走上文坛和迅速成长$ 这个时代社会生
活和文化生活的主旋律! 是政治与文艺
关系的扭结与变奏! 从理论上的拨乱反
正到创作上的主潮演进!

!'&"

年代人先
后介入了 (伤痕文学 )!参与了 (反思文
学)!兴起了(知青文学)!主导了(寻根文
学)!包括(朦胧诗)!(新诗潮)和(社会问
题报告文学)!(新写实小说)等!都是以
!'&"

年代人为主体和为主力操演起来
的$他们的创作追求!使他们比较鲜明地
打上了一种政治性或社会性的文化底
蕴$所以!他们比较擅长宏大叙事 !作品
一般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的厚度与历史性
的深度$

至上世纪
'"

年代! 先是
!'("

年代
人破土而出! 随后是

!')"

年代人开始
露头 $文学以其分散性表现出 (没有主
潮)的情形!集体性话语开始解体!个人
话语逐步显现 $(个人化 )伴随着 (市场

化)相继而来!突出地显示(个人)和(自
我 )$于是 !(私人化 )"(欲望化 )的写作
大行其道 !成为一时风习 $他们在写作
中比较关注的和更感兴味的!已非什么
宏大叙事 !而是那些日常性 "边缘化的
凡人小事和儿女情长!这反倒使文学在
(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出现了与前
明显不同的变化!使整体文坛平添了一
种丰富性$

新世纪之后!主要是(

*"

后)一代人
的长足崛起$市场的日益发展与成熟!网
络等新兴媒体的蓬勃兴盛! 这使得原本
颇显另类的(

*"

年代人)如虎添翼$因为
他们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下成长起来!

他们对于市场格外亲近! 对于网络特别
熟悉! 他们与这二者有着一种近乎天然
的密切联系$他们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特别注重读者受众! 格外看重市
场营销!而不大顾及包括文学体制"文学

评论在内的主流文坛的反应与看法$这
一点也正是其他代际的人们所欠缺的$

不同年代的人们 ! 不同代际的作
家!各有各的特点!又各有各的局限$但
重要的是!他们既以各自的精神气度与
审美取向的优长 !承接着传统 !又在这
种相互碰撞和相互交叉中! 彼此衔接!

相互补充 !并相互启迪 $这种气质元素
的不同和又能大致和谐的相处!是一个
真正的多样化!深层次的多元化$这应该
是

#"

年文学发展进取中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收获$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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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油画学术展自省自思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卓兰花"海
南油画学术展今天上午在省书画院举行$ 这是
继

$""#

年海南油画家进军第三届全国油画展
以来的一次集体亮相!

("

多名老中青三代油画
家的

("

余幅油画精品!首次向公众展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上至
)"

多岁的老画家!

下至
$"

来岁青年画家的油画作品!齐齐同台展
出!其中包括我省著名的老画家如谢耀庭的%夕
照&"潘正沂的%东郊椰风&"陈居茂的%江洲箫音
远&'中年画家如丁孟芳的%苍生&"吴地林的%苗
家小院&"周国富的%老人与狗&'青年画家周明
的%海风轻轻吹&"符嘉臻的%母土温情&以及姜
旺的%崖城旧街组画&等等$此外!学院派油画家
以扎实的美术功底" 对艺术语言独特而执着的
探索成了我省油画界的一大亮点! 如海南师范
大学教授周建宏的%正午&"李生琦的%新盈女
孩&'海南大学教授王家儒的%秋水无声&"张继
光的%寮房旧事&等$

(筹备了一年多的油画学术展也是为
$""'

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做好选拔的铺垫工
作$)省美协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海南大学
艺术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王家儒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与历次商业性画展不同的是!从理论到
实践上进一步深化!看优势"找差距是本次油画
学术展的主题思想$(

&

年来! 海南的油画水平
已有长足的发展! 老中青三代油画家已自觉地
回到生活与现实的层面! 寻找本土文化资源中
相对应的内容与表现形式$ )

省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陈茂叶说!本
次展览以学术的定位! 去检阅近几年来海南油
画的创作水平!既看到海南油画的优势!又正视
存在的缺陷! 冷静梳理近年来海南油画艺术创
作的脉络!进一步探索海南地域美术精神$

据介绍! 展出的油画作品体现了鲜明的地
域特色" 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和健康的审美价
值取向等三大特色$

海南油画学术展由省美协"省书画院"省美
协油画艺委会共同主办$

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们在省书画院参观海南

油画学术展& 本报记者 陈德雄摄

自
$!

月
(

日上映以来'电影"梅兰芳(已覆盖全国所有院线和
')*

多家数字影院'全国票房

超过
#+**

万元&更难能可贵的是'影片放映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取得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艺术效果的*三丰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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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近日受
邀携梅兰芳京剧团及叶少兰" 孟广禄"

李维康等众多京剧名家联袂为石家庄
的戏迷朋友献上了一台京剧盛宴$演出
后的媒体见面会上!梅葆玖就日前热映
的影片%梅兰芳&表示!此片是对京剧的
大传播! 将使这一艺术在全球范围得以
大弘扬$

梅葆玖对影片%梅兰芳&的主要演员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尤其大赞在片中饰
演梅兰芳的黎明! 认为他此次表演风格
大方! 十分难得地将舞台之下的梅兰芳
那颇具男子气概的一面传神地展现出
来!与章子怡在片中配合演绎的%游龙戏
凤&情节也较为自然$

梅葆玖表示!自己被演员们的刻苦
学艺精神所打动 $演员们深知 !如果学
不到位 !将来必将招来非议 !所以私下
一练再练!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死板"不

自如$尽管演员们无法做到像专业京剧
演员那样到位!但是职业特有的灵气使
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都表现得比较淋漓
尽致$

梅葆玖对记者说 ! (我父亲的老唱
片时间长了都有杂音!播放时噪音无法
消除 $因为我的嗓子像我父亲 !所以后
来凯歌导演说*那干脆就您来唱得了 +$

所有的唱段都是我按照当年老的唱法来
唱的$)

据梅葆玖介绍!老一辈的锣鼓,胡琴
都与现在的不一样! 传统的唱法现在听
来也很好听!唱腔别有一番味道$自己必
须先反复听父亲的唱片! 尽力去模仿他
当年是怎么唱的! 要是唱出的是当今年
代的感觉!就不是那个味了$

梅葆玖认为!电影%梅兰芳&不单单
对自己父亲开创的梅派! 更是对整个京
剧艺术的大传播$ 他对记者说!(父亲本

身就是一个受全世界爱戴的艺术家!无
论老的 "少的 !懂戏的 "不懂戏的 !国内
的"海外的观众!都能够从影片中的京剧
唱段"装扮"身段等对这一艺术形式有更
深入的了解$而这种传播!比主动宣传京
剧还要好得多$)

谈及影片的小小遗憾!梅葆玖坦言!

两个半小时的篇幅实在无法容纳父亲更
多的生平事迹!如果时间再有富余!还有
很多可供表现的内容- 如梅兰芳年轻时
在各地演出! 他对公益" 教学的身心投
入!与国际友人的密切往来!譬如在美国
得了两个博士学位! 与印度诗人泰戈尔
和喜剧大师卓别林都有对话$ 如果还能
表现这些! 对梅兰芳一生的展示就更为
完整! 以后或许可以考虑通过电视剧等
形式再来表现$

记者 曲澜娟

!新华社石家庄
$!

月
$'

日电$

$,

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在石家

庄演唱京剧,贵妃醉酒#选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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