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 洁

自《爸爸去哪儿》后，电视节目里
的娃娃军团越来越多。除了不少明星放
下怕孩子曝光的担忧一头扎进明星真
人秀外，普通家长们也有意把孩子送上
各种选秀节目露个脸。这样的成长对他
们是好是坏?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今年是体育大年，与此相关的综艺
节目也搭着顺风车而来。 5 月 24 日天
津卫视将推出全国首档足球真人秀节
目《中国足球梦》。 比拼球技，却是 5—
8岁娃娃唱主角。

据悉， 著名演员杜淳担任明星领

队， 中国足坛名宿郝海东出任总策划，
在未来的 3 个月中，他们将带领 7 位明
星的子女组建成“中国梦之队”接受足
球名宿的专业指导， 进行封闭式训练，
并与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广州等城
市的专业少儿足球队进行对抗性比赛。

而在浙江卫视的 《中国好舞蹈》
中，“娃娃参赛党” 为几位导师带来了

新的难题。 面对舞台上动作炫酷的小男
生组合 X-boy， 几位导师认可他们的
专业技术，却因为他们的“孩子”身份
而纷纷拒绝亮票，这在网络上引起了不
少人的激烈讨论。 面对“娃娃党”，导师
们的评判标准又在哪里?
���� 纵观当今各大选秀节目，小小年纪
便扛起比赛重任的“娃娃党”并不在少

数。 很多小朋友通过草根选秀一炮而红
成为明星之后，更有许多家长为复制造
星模式而源源不断地把孩子推向荧屏，
使得“少儿选手”一度火热。 然而在上
周的《中国好舞蹈》中，导师金星却表
达了自己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我不赞
成让一些选秀节目中比较功利的东西
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

明星看腻了，咱折腾孩子吧———

真人秀节目频现“娃娃军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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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启动
歌剧艺术选修课

4 月 29 日，国家大剧院在丰台十二中举
办歌剧艺术选修课的启动仪式， 央视名嘴白
岩松为学生讲了歌剧艺术第一课。

据国家大剧院负责人介绍， 在学校里举
办歌剧艺术选修课， 是希望让 “歌剧进书
包”。 4 月 29 日，在丰台十二中的首堂歌剧
艺术课上， 不仅邀来央视名嘴白岩松生动串
讲，更有多位青年艺术家现场演示，还专门设
计了让学生互动体验的环节。据了解，从 5月
起， 这样的歌剧艺术课将在丰台区 30 所中
小学全面铺开。开讲的明星老师团阵容强大，
如戴玉强、魏松、张立萍等。 目前参与此项活
动的明星讲师已达 50 余人， 由国家大剧院
统一颁发聘书，根据教学效果实行一年一聘。

（据《京华时报》）

点评： 每年文化部都要组织高雅文化进
校园活动， 旨在提升广大学子们的艺术欣赏
水平，丰富师生们的文化生活。如何让学生们
接受和喜爱高雅艺术？ 国家大剧院显然在这
方面有更深层次的探索。 请名人明星做串讲
嘉宾和现场表演， 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的气
氛， 更能利用学生们对名人明星的追逐崇拜
心理，让高雅艺术知识得到更加有效的传播。
我们并不缺人才， 缺的是设身处地为学生们
着想的负责任的态度。

《舌尖 2》应观众要求
增加美食内容

上周五，《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
了第三集。相较于前两集强调故事性，这一集
在美食上的着墨明显增加。这是因为此前，不
少观众抱怨片中“人文太多美食太少”，针对
观众的反馈，《舌尖 2》在第三集的内容上
做了紧急调整，重新剪辑，增加了美食内容的
比重。 调整后的节目赢得观众纷纷点赞。

《舌尖 2》开播以来一直是既有点赞也
有拍砖。 点赞的人认为，《舌尖 2》突破了美
食纪录片的界限，融入了创作者的文化思考，
用美食表现了人、情、味。 拍砖的人则吐槽美
食镜头太少，许多食物都是一闪而过，想完整
地吃道菜都吃不着。 （据《中国艺术报》）

点评：第三集播出后，相信除了雁来蕈、
冻豆腐、香椿鱼、玛仁糖等令人垂涎的理由之
外，不少观众之所以点赞，还有一个理由，就
是观众的感受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片子拍给
谁看？肯定是观众。从观众的口碑最能直观地
判断一部作品好与不好。 《舌尖 2》无疑是明
智的，认清了个中道理，面对吐槽没有无视，
也没有狡辩，而是进行了部分调整和修改，应
观众要求增加了美食内容。可见，适当地听取
合理的意见不仅是对观众的友善和谦诚，更
是对作品的珍视和爱惜。

“成语大会”
掀传统文化热

随着央视《中国成语大会》播出，节目掀
起了一股追捧传统文化的热潮， 节目中那些
年轻的面孔对于成语的稔熟运用， 给观众留
下了很深印象， 让成语大会一时间成为网络
上的热门话题。

成语是中国独有的语言资源， 全面体现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智慧和核心价
值观。其总量超过两万个，生活中被人们常用
的成语大概也有一两千个。 一个人一生中可
能经历的各种境遇、事件，可能体会的各种心
境、情感，可能面对的各种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甚至与超自然的关系， 都能在成语中找到
细致对应，并完成微妙而生动的表达。

（据《扬子晚报》）

点评： 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已经持续
了很长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各大电视台纷纷
开办汉字类和古诗词类的竞赛节目， 基本可
以体现出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神
翻译”在网上的走红，也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正
遭受曲解和变异的端倪。 成语故事至今仍然
是多数家长教育孩子的必备教材， 但是对于
那些比较冷僻，很少用到的成语，被逐渐遗忘
也在意料之中。

■ 本报记者 戎海

在众多表现海南题材的美术作品
中，大海总是被赋予力量和激情：或巨浪
滔天，或惊涛拍岸。 然而青年新锐山水画
家董子庄第一次来海南创作， 却将大海
幻化成母亲的眼睛，清澈温润，守护着这
座岛屿的山水树木、苍生黎民。 董子庄告
诉记者， 这个灵感产生于在霸王岭度过
的一个雨夜， 细密的雨丝为这片山水增
添了生机和灵性。

这幅作品作为已经成为 《你的眼
神》董子庄·水墨山水 2014 海南展的主
打展品，正在海口乌兰美术馆对外展出。
这次展出的 30 余幅作品中，既有继承古
代水墨的传统作品， 又有展示当代水墨
的大量精品， 显示出画家在传统和当代
之间，力求找到一个契合点。 董子庄说，
他作画非常重视笔法和墨法， 但在布局
章法上又不囿于传统， 希望从传统中创
新，形成独具一格的现代笔墨风格。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 但是有生命力
的创新一定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尊
重之上， 颠覆式的创新往往只能昙花一
现。 对此，海口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符史
雄深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董子庄的作品
秉承了传统书画的写意， 从笔墨的功底
上看到了许多历代山水画大师的影子，
又有了自己的锤炼和理解并将其运用到
他的绘画语言中， 是当今难得的一个实
践与探索。

董子庄告诉记者， 他的性格中秉承
了山东人特有的耿直和爽快，敢作敢当。
为了专心作画， 他辞去了国有大型企业
的干部工作，令许多人感到不解。 他说，
他喜欢纯粹的感觉，反映在他的画作中，
就是直抒胸臆， 用大块的笔墨和狂放的
线条，来宣泄内心对艺术的感知。 而且身
为“60 后”的董子庄在衣着上的时尚，
往往会让人产生错觉， 认为他是玩前卫
艺术的当代艺术家。 时尚和激情，是董子
庄赋予自己山水作品的两大特性。 我省

著名画家乔德龙这样评价董子庄的山水
画作品： 用扎实的传统笔墨融汇了现代
的时尚色彩元素， 将传统的中国画文化
转换成自己的心灵体现， 展现了自己对
新时代审美的再理解。

出生于山东的董子庄自小喜欢书法
篆刻，后专攻山水。 师从曹文池、孔仲起、
何水法、周仓米、卓鹤君等，2010 年结业
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研究生班。
现为独立艺术家。 受齐鲁大地深厚的文
化底蕴所熏陶， 董子庄的作品中往往透
露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所特有的狂
放不羁和人文关怀， 这也让他的作品在
力量和激情之外，又多了一份温暖。

除了霸王岭之外，董子庄也去了海南
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画家一样，他认为海
南的创作题材非常丰富，能入画的内容很
多，但是如何表现却还待进一步思考。 他
告诉记者，他准备创作一组海南题材的作
品， 希望能用自己不一样的艺术实践，为
海南之美增添一份新的表现形式。

“小众演出”：

让艺术更加纯粹有力

■ 黎鱼鱼

对于很多人， 好端端的五一假期被
音乐节“毁掉”了。

2014 年的五四青年节成了京城媒
体集体吐槽音乐节的节日。 对流行音乐
的拥趸们来说， 今年的北京各个音乐节
成倒霉节。且不说，张曼玉想唱却被一场
大风“赶下台”去，媒体报道的草莓音乐
节后台打架、音乐节场地手机无信号，以
及迷笛音乐节交通堵塞三个小时、 厕所
无人打扫垃圾满天飞之外……闹哄哄的
音乐节似乎没有任何文化的根基， 除了
闹剧就是闹剧。

媒体披露，观众对北京草莓音乐节
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后勤保障方面。 音乐
节上手机没有信号是个“硬伤”，音乐节
没有必要让手机信号消失， 架设两个移
动的通讯基站很容易解决问题， 主办方
没有做； 音乐节交通是个问题，“5 月 1
日晚 10 点，海淀区狂飙乐园举行的迷笛
音乐节在散场时出现大量乐迷滞留现
象。主办方称，现场交通拥堵了三个多小
时，约有 4000 名乐迷滞留现场，直至 5
月 2 日凌晨两点多 ， 所有乐迷全部疏
散。”交通线路的合理规划和交通警察的
介入都是现代大型活动必不可少的条
件，音乐节很容易做到，但是主办方没有
做；厕所排队、厕所里臭气熏天厕纸堆一
米高、垃圾遍地，已经不是迷笛音乐节的
专利了， 草莓音乐节也一样垃圾遍地让
人无语，流动厕所不够，主办方完全可以
提前做好准备，可惜主办方也没有做到。

也有人对朝阳公园里的潮流音乐节
吐槽， 一些中年乐迷认为草坪不应该站
人， 不应该成为乐迷们休憩观赏的场
所———因为践踏草坪是不文明行为。 幸
亏北京各大音乐节的举办地草坪不多，
要不真成了中国人不文明的 “有力证
据”。 与中国人对草坪的态度不同，欧美
等国的草坪就是用来让人踩的， 让人用
来铺上野餐垫吃点东西，读读书，晒晒太
阳。 物以稀为贵，草坪在中国太珍贵了，
即成了文明与“不文明行为”的试金石，
问题是，草坪何辜，音乐节不在草坪上起
舞， 乐迷们难不成非要和大妈们一样去
跳广场舞，那才是音乐节的悲剧。

倒霉的音乐节并没有给乐迷们带来
快乐，舞台上的乐队表演突然成了摆设和
背景，身在其中的人们无法感受现代流行
音乐的快乐，是因为主办方们没有让文化
沁入到音乐节的会场中，请来哪个一流的
乐队已经不是办好音乐节的唯一条件，音
乐节让乐手和观众都找不到尊严的时候，
还真得找找问题出在了哪里。

新锐画家董子庄体验别样海南山水

大海是母亲温柔的眼神

倒霉的音乐节

海大艺术学院举办
2014届毕业汇报展

本报海口 5 月 7 日讯 （记者戎海）海南
大学艺术学院 2014 届毕业生作品展演今天
开幕，展演共展示了来自该院的美术、设计专
业应届本科、硕士毕业生的 170余件作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风
格各异，形式新颖、制作精致，是毕业生多年刻
苦学习的成果结晶，表达了当代大学生对社会
和生活的思考与态度，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青
春风貌。 同时这些作品也体现出了当代大学生
对美术、艺术的理解和新的美学追求。

开幕式上，来自该院服装设计表演、动画
制作等专业的毕业生， 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
作品。

■ 本报记者 戎海

“这场音乐会真的让我们收获太多
了！”5月 2日，距离双钢琴音乐会举行
已经超过一周的时间，但是吴春丹和何
忱芳在回忆起筹办这台音乐会的过程
和演出感受时，仍然很兴奋。

吴春丹是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
授，从事钢琴教学，而身为“90后”的何
忱芳去年下半年从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
院硕士毕业回到海南， 目前还没有找到
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利性，只是想
展示一下在英国学习的成果， 给自己一
个交代。 ”吴春丹和何忱芳告诉记者，她

们在英国共同经历了 2年的学习生活时
间， 学院里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大量的课
外表演活动让她们深为迷恋，沉浸其中，
而这场音乐会， 让她们找回了在异国校
园里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音
乐会， 让她们一度担心的会渐渐减弱的
对钢琴和音乐的激情，再次绽放。

追求品质
执着让音乐会更加纯粹
2002 年， 刚刚从武汉音乐学院毕

业的吴春丹回到海南，举办了自己的首
场个人音乐会。其后虽然也曾举办过师
生音乐会， 但是她只演奏了两首曲目，
像这样全场完整演出的音乐会，是时隔
12年后的第二次。 “每场音乐会，我都
想让自己有个突破， 而不是简单地重
复。”吴春丹说，2009年她赴英国深造，
2011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返回海南，就
一直想再开一场音乐会。

2013年，在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
学习 5年并取得硕士学位的何忱芳也回
到了海南，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
在家教一些孩子弹琴。 “这段时间真的
挺苦闷的，自己的专长得不到发挥。 ”何
忱芳说，她也希望用一场音乐会，来让
有些消沉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

选择双钢琴是吴春丹和何忱芳经
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选择。 “这种形式
在海南还没有人演过，我们想为家乡的
文化建设做点事。 ”吴春丹说，双钢琴
不仅要求演奏者自身的高水平，而且还
要考验双方的默契程度， 难度极大。
“在西方， 演奏双钢琴的往往都是夫妻

档。 ”何忱芳说。 为此，她们花了 4个多
月的时间进行磨合， 每周排练三次，并
且还两度飞赴广州，找星海音乐学院的
外籍专家专门辅导，全部的费用都是自
掏腰包。“我们要保证音乐会的品质，这
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

主动担当
高校艺术应走出象牙塔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即使

在北京、上海等艺术发达城市，这样的
水准也毫不逊色。”音乐会结束后，省音
乐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兴奋地对记者说，
这样的音乐会应该多多举办，让更多的
观众欣赏到高水平的表演。

和高水平演出相得益彰的，是观众
所表现出的高素质。 整场近 90 分钟的
演出，全场 400 多名观众，没有响过手
机铃声，也没有闪光灯拍照，更没有手
举手机、平板电脑拍照录像的场面。

对此，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巨
斌深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一场小型而
且专业性很强的音乐会能吸引这么多
观众到场，说明市场对高雅艺术有一定
的需求， 而观众所表现出的专业素养，
也说明真正用心、高水平的演出，是会
得到观众认可和尊敬的。 张巨斌早年曾
在专业文艺院团担任演员，后来走上学
术研究之路，他一直认为高等院校的艺
术院系在当地的文化建设中，应该占有
一席之地并主动承担起职责。 他告诉记
者，为了鼓励师生举办专场演出，海南
大学艺术学院不仅把音乐厅供师生们
免费使用， 而且每场演出还给予 2000

元的补助。 目前，院里正在着手打造演
出季，让全院的师生都参与进来，不仅
为观众提供高水平的精神食粮，同时也
为海南的文化形象增添一抹亮色。

营造机制
小众演出有望成大趋势
在英国学习期间，何忱芳曾多次参

加校内外举办的各种演出，并且和利物
浦青年交响乐团等专业团体合作担任
过多个音乐节的嘉宾。 “我回海南是想
为家乡做点贡献。”何忱芳说，这场音乐
会的举行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
愿，如果还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她也
只能选择离开海南，去外地发展了。

为音乐会提供钢琴的大千钢琴城
负责人黄德元告诉记者，在他所听过的
海南本土音乐人的音乐会中，吴春丹和
何忱芳不仅水平很高，而且态度也非常
严谨专业。“这样的人才如果流失了，真
的非常可惜。”他说，海南的文化建设除
了请进来，更重要的还是要挖掘本土现
有的资源，为本土艺术人才的发展和培
养营造一个良好的机制和环境。

而在张巨斌看来，由政府出面扶持
一些特色鲜明、 针对性强的小众演出，
不失为解决观众没有演出看，而艺术家
又缺少展示舞台问题的一个良方。 “这
类演出成本不高，而且观众群固定。”张
巨斌说，如果在初期能以低票价吸引观
众走进剧场，长而久之就会在观众心目
中形成定式。 “国外的观众把进剧场看
演出当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相信国内的观众也一定会做到。 ”

艺海观潮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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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均为双钢琴音乐会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董子庄创作的海南题材作品

4月 26 日，吴春丹、何忱
芳双钢琴音乐会在海南大学音乐厅举行。

在没有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当晚能够容纳 400余
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站满了观众，除了海南

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的相关专业师生外，不少高雅音乐爱好者
也闻讯而来。 为了保证演出环境，主办方最后只得将部分观众拒之

门外，火爆的情形大大出乎了主办方的意料。
吴春丹和何忱芳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她们都是从小学琴，从音乐

学院附中开始就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她们还是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
的同学，师从同一位教授，并且都获得了钢琴演奏硕士学位。 专业的学术
背景决定了这是一场“学院派”氛围浓郁的音乐会：没有观众耳熟能详的
曲目，舞台的灯光舞美效果几乎为零。 演奏者敲击键盘发出的乐声，是她
们和观众交流的唯一媒介。

一场由本土音乐人独立完成的看似“曲高和寡”的高雅音乐会受到
如此欢迎，至少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是海南并不缺少高水平的
演员和高素质的观众，二是针对小众精心打造的精品演出是会受
到市场欢迎的。 这也让我们对前段时间有媒体曝出海南剧场

闲置、演出稀少的消息产生深层次的
思考：该怎样整合和深度挖掘本

土的文化艺术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