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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戎海

“我的艺术成就，可以用三个一来
概括：一本杂志、一本书和一组画。”在
海口，已经退休10多年的广州美院教
授林明琛平静地告诉记者。今年，他将
在海口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这也是继

1983年之后，林明琛再次在家乡海南
举办画展。

林明琛 1941 年出生于香港，自
幼随母亲迁来海南文昌定居。1961
年，林明琛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油画
系，成为该系的首位海南籍学生。在
校期间，林明琛被选中参加韶山火车
站建站油画创作。并被分配到韶山
火车站工作。

林明琛在美术道路上的苦旅由
此拉开帷幕。在韶山火车站工作，除
了画宣传画，林明琛还要帮着售票和
打扫卫生，每周只有礼拜天可以外出
画画。1976年，林明琛调到长沙，开
始组织广州铁路局首届职工美展，并
开始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美术作品和
文章。1980年代初，在老一辈美学家
朱光潜、王朝闻、李泽厚、蒋孔阳的鼓
励和支持下，林明琛调入湖南省人民
出版社，参与创办我国第一本美学普
及刊物《美育》。他以艺术家的眼光，
组织发表了大量美术、书法、摄影、篆
刻作品及分析文章，策划并组织了全
国首次美育座谈会。

“一本书”的创作是林明琛调入广州
美院任教后的成果。1990年代初，已经
在广州美院从事学报出版工作5年多的
林明琛被要求在学院开设首个艺术色彩
学课程。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林明琛

在饱览了图书馆里关于色彩学方面的藏
书后，决定自己写讲义，1993年，该讲义
以《艺用色彩学》的书名正式出版发行，
引起业内轰动，被誉为“艺术色彩小百
科”，至今仍被不少高校作为教材。

在工作和教学之余，林明琛一直没
有停止过艺术创作。从他密密麻麻的
艺术活动表上，可以看到从1950年代
起，他就开始在全国各个报刊杂志发表
作品，并在国内外举办了10多次大型
个人画展，并作为专家评委，参与了多
个学术交流活动。2009年，林明琛的
两幅作品《踏歌行》和《和谐香港》，入选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一组画”是林明琛正在进行的一
项艺术创作工程，目前已接近尾声。这
组画的创作起源于2001年，当时刚刚
退休的林明琛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全
国56个民族的年轻女性为对象，创作
56幅大小一样的人物画，他给这组组
画命名为《中华民族·丽人行》。这组画
大胆采用浓墨重彩的表现形式，色彩鲜
艳纯粹，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样的
创作形式和内容，在国内尚属第一例。

对于即将到来的海南个展，林明琛
非常期待。他说，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是
近期创作的，希望在阔别30多年后，能
用自己的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海南的美
术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林明琛阔别30余年后将再回海南办个展——

“三个一”谱就艺术人生

作为省文体厅主办的精品剧目惠民演出活动的首个引进剧目，由郑州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剧《水月洛神》6月25日、26日登陆
省歌舞剧院。这台屡获国家级大奖的精品剧目不仅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也赢得了普通观众的喜爱。尤其是在第二场演出中，慕名而来
的观众聚集在剧场门口，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这在我省近年来的演出中颇为罕见。

关于精品剧目如何做到既能捧杯拿奖、又能闯荡市场，业界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多样。而成立10年的郑州歌舞剧院却用行动对此作
出了自己的解释。除了创作于2010年的《水月洛神》，该院在成立之初创作的舞剧《风中少林》至今仍在演出，并且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
成功打入欧美主流剧场的民族舞剧。为此，文化周刊记者采访了郑州歌舞剧院院长孙书杰以及我省文艺工作者，在探寻郑州歌舞剧院的
成功之路的同时，也为我省的精品剧目生产提供借鉴。

天全方罍“合体”
引发文物回归思考

6月28日，国宝级青铜器皿天全方罍器身
和器盖在湖南长沙“合体”，并由湖南省博物馆
永久收藏，引来了多方瞩目。

皿方罍的“身首合一”之所以为人津津乐
道，不但是因为长期流落海外的商周青铜器器
身回归祖国，还是因为此次国宝回归采用了洽
购的方式。湖南省博物馆正式致函纽约佳士得
拍卖行，相关的领导和专家、热心收藏家和企业
家等组团前往纽约与卖方洽购。国内拍行和买
家纷纷表示支持，呼吁华人个人藏家放弃购买，
最终以远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的2000万美元
达成协议，促成此次回归。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
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统计数字显示，在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
有中国文物167万件。 （据《人民日报》）

点评：让流失文物回归本土，目前比较普遍
的方式有追索、捐赠和回购等。其中回购成为
近年来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祖国的主要方式，
但是弊端也随之产生，助长文物盗窃和走私之
风。因此，此次皿方罍的回归，省级博物馆出
面、民间收藏家出资，通过多方协商达成洽购，
既尊重市场规律、又讲究谈判策略，为更多文物
通过更合理的途径回流提供了参考。

新学院派电影
弘扬中国美学精神

学院派电影创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
影艺术创作逐渐形成的一种风格。众所周知，
由于历史的选择，新中国电影的第三代、第四
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之间，存在着依托于
北京电影学院的明确师承关系。这一生长脉
络，使得几代电影人的创作风格之间，构成了必
然而紧密的联系，并且赓续着中国电影的独特
气质。

自2012年以来，随着电影改革的逐步深
入，《失恋33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
京爱情故事》《万箭穿心》《飞越老人院》等一大
批由专业院校出品或由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和学
生主导创制的优秀作品迅速涌现。他们立足既
有的学院派创作传统，积极借鉴西方成熟的电
影手法，在进行新锐艺术探索的同时，不少作品
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据《人民网》）

点评：这批新产生的学院派电影是适应当
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需要，具备学院派的明显
美学师承和代际脉络，展现学院派权威性和艺
术表现力等独特品格的电影作品。这批电影作
品具备体现中国特色、秉承时代精神，顺应大众
需求。弘扬中国美学精神是新学院派电影继往
开来的美学诉求。体现在创作上，主要是对主
流价值观进行敏锐的艺术表达，这也是新学院
派电影受到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 禾刀

继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24 小时营
业后，全国各地多家书店也相继延长
营业时间。作为民营书店的南京先锋
书店自6月14日起延长营业时间至凌
晨零时，并推出“午夜文学”“午夜视
觉”“午夜行走”等主题文化活动。书
店创始人钱小华表示，为热爱阅读的
人留盏灯，是先锋书店延时营业的初
衷。

钱小华的回答极富诗意，他的这
种努力确让人无法不深表敬意。不
过，在电子商务高度发达以及人们阅
读习惯发生改变的今天，实体书店已
经谈不上优势；热爱阅读的人也并不
缺一盏灯，阅读者需要一个相对安静
的环境，书店也未必就是最理想的阅
读场所。简言之，一个书店能否生存
下来，尚需更多探索。

提起书店，我们常常会言及被誉
为巴黎文化地标的莎士比亚书店。于
1919 年在巴黎左岸开张的莎士比亚
书店荣誉载身，是巴黎的文化地标和
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吸引了乔伊
斯、海明威、纪德、瓦乐希、安太尔等作
家与艺术家。莎士比亚书店的声名鹊
起，得益于替著名作家乔伊斯出版了
曾被美英拒绝出版的巨著《尤利西
斯》。在莎士比亚书店里不仅可以购
书，还可以偶遇文化名家，听他们对即
将出版作品的朗诵，甚至有机会同他
们面对面交流。即便如此，莎士比亚
书店的经营同样困难重重。

不难看出，莎士比亚书店之所以
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首先
在于文化的认同而非商业的出色表
现。这样说并非反对书店的商业努
力，而是因为现阶段，在电子商务低价
竞争的严峻现实面前，高成本的实体
书店并不具备价格竞争优势。当书店
在商业运营方面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
时，其存在的价值更大程度上或当突
出文化角色。显而易见的是，这正是
现在一些书店的最大短板，即过于重
视装修，突出休闲，反倒忽视一些更具
文化气息活动的开展，事实上也鲜见
知名作家走进书店，专门同读者面对
面交流。

具体到“深夜书房”个人比较关注
两点。首先是这个书店在商业上是否
有明显突破，其次是书店的文化特色
到底是什么。在实体书店生存举步维
艰的今天，书店确需商业创新，但更需
在文化建设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或
许，当一个书店尽可能少些世俗的浮
华，多些文化的清淡雅致，其文化功用
才可能得到更大程度彰显。

“深夜书房”出路
或在于文化救赎

“百社千校”
走进五指山

本报讯（记者戎海 通讯员曹志成）
南海出版公司“百社千校 书香童年”系
列活动日前走进五指山市，向该市水满
乡牙排小学、毛阳镇紫荆花希望小学、毛
阳镇东油希望小学、红山南定小学、红山
番赛小学、通什镇牙日小学等六所学校
捐赠了总价值3万元的优秀少儿图书，
并且赠送了价值2万元的书包、文具。

据介绍，南海出版公司向六所小学
捐赠的图书包括：《阅读杨红樱》系列图
书、《窗边的小豆豆》系列图书，以及《蓝
天下的课桌》《香草味的友谊》《亲爱的阳
光姐姐》《朗读手册》等，同时，在牙排小
学开展了内容丰富多彩的读书游园活
动。此次游园会包括经典诵读、手工制
作书签、读书角等项目，每个活动项目都
设置有相应的奖励。经典诵读是让同学
们朗诵一些经典文段；手工制作书签环
节，桌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制作材料，引
起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另外，读书角等环
节也吸引了许多同学的目光。短短1小
时的读书游园活动，充满了欢声笑语。

“百社千校 书香童年”阅读活动由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今年5月组织
发起，目的是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形成“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阅读风
气。全国将有100家出版社参与该活
动。南海出版公司作为入选出版单位之
一，计划于6月至9月期间，先后在海口、
白沙、五指山、万宁等市县共13所老少边
穷学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

“节操词典”走红
大众热衷文字狂欢

近日，一组名为“节操词典”的配图释词在
网上热传，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各方讨论。该词
典通过对现有成语或词语的另类解读，或是提
出一些原创并赋予释义的新词，配以漫画图示，
从而衍生出各种令人捧腹的含义。

据了解，作者姜茶茶大约在今年三四月份
创作出第一个词“以貌娶人”，表示看重对方外
貌之意。此后，姜茶茶又想出一系列颇有创意
的词语新解。比如久别重（zhong：读四声）
逢。旧意指分别很久以后再次相见，新意则为
分别很久以后再次相见发现彼此都变重了；“单
肾贵族”一词，旧意指单身，即不处在恋爱关系
中的人。新意则指为了苹果手机而卖肾的人等
等。“节操词典”的走红也引发了网友讨论。一
些人称十分具有新意，很好玩；也有不少人表示
此举很无聊，会误导大家对于词语的理解。

（据《中新网》）

点评：继“网络成语”之后，“节操词典”再次
掀起一股文字狂欢热潮。不过和晦涩难懂的

“网络成语”相比，“节操词典”是对已经通用的
词语进行重新释义，其中一部分释义较能体现
语言智慧，针对某种社会现象和潮流进行讥讽，
引发读者的会心一笑。从恶搞成语开始，大众
对于此类的文字游戏乐此不疲，客观上使得大
众文化潮流趋于庸俗，应当引起警觉。

挂毯前的苗女——《中华民族丽·人
行》之6·苗族 林明琛 作

《万箭穿心》剧照

本文照片均为《水月洛
神》剧照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精品剧目：
大众路线下的文下的文化担当

■ 本报记者 戎海

“我们虽然是歌舞剧院，但是最主
要的还是舞蹈。”采访伊始，郑州歌舞剧
院院长孙书杰就坦率地承认剧院的“偏
科”。在他看来，舞蹈是剧院的“核心竞
争力”，两部舞剧《风中少林》和《水月洛
神》，足以奠定郑州歌舞剧院在全国舞
蹈领域的地位。

2004年3月，郑州歌舞剧院以文化
产业探路者的姿态应运而生，而其用来
探路的“秘密武器”，就是舞剧《风中少
林》。“7月份，《风中少林》将应邀赴广州
演出。”孙书杰说，一台舞剧诞生10年依
然久演不衰，在国内屈指可数。而创作
于2010年底的舞剧《水月洛神》则是该
院编创的第二台舞剧，院方有意把该剧
打造成又一部保留剧目。

10年时间创作两部舞剧，这样的速
度用“低产”来形容也不为过。然而，这
两台剧目不仅在艺术上获得肯定，在市
场上也受到欢迎，演出邀约不断，和国
内不少剧目获奖之后就“刀枪入库”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土文化精髓
一流艺术呈现

“选择《水月洛神》作为引进的首个
精品剧目，就是看中了其鲜明的中原文
化特色和震撼的舞台艺术呈现。”省文
体厅艺术处处长陈良告诉记者。

从《风中少林》到《水月洛神》，依托
本土文化积淀，深挖中原文化精髓一直

是郑州歌舞剧院坚持的创
作原则。孙书杰说，中原
文化博大精深，堪称中华
文明的发祥地，而郑州歌
舞剧院作为地方剧团，只

有立足本地，才能形成特点。据介绍，
在这两部舞剧筹备之初，主创团队多次
讨论主题内容，最终选择了河南最具代
表性的少林武术和洛神文化作为题材，
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看过这两部舞剧的观众，都会被剧
中或雄浑壮美、或典雅婉约的舞台呈现
所吸引，而剧中一个个编排精巧、技艺
精湛的舞蹈段落，更是让人过目难忘。
孙书杰说，这两部舞剧的主创团队都是
外聘的国内顶尖艺术家。“外界对我们
的评价是‘地方院团、国家水准’，这跟
我们坚持引进高水平创作队伍有很大
关系。”孙书杰告诉记者，虽然这样做会
加大投入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高
水平的创作是剧目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两部剧目在国内外久演不衰的事
实，也证明了郑州歌舞剧院本土+精品
的创作思路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孙书杰说，目前《风中少林》的成本已经
收回，《水月洛神》的演出势头也非常强
劲，更重要的是，这两部舞剧的成功，使
得年轻的郑州歌舞剧院一举成名，成为
政府扶持和业内关注的重点剧院。

尊重观众意见
坚持艺术格调

在国内舞剧界，获得国家级大奖的
剧目为数不少，但是能像《风中少林》和
《水月洛神》那样演出邀约不断的却不
多，有的剧目获奖后就被束之高阁，被
群众戏称为“贡品”。孙书杰说，在郑州
歌舞剧院，从剧本创作开始，观众会不
会喜欢就成为舞剧主创人员必须要考
虑的问题。

“《水月洛神》和《风中少林》修改过
的次数恐怕已经数不清了。”孙书杰说，
每场演出中，剧院都会把观众意见卡随
节目单一同发放，等到演出快结束时，
由专人在门口引导观众填写回收，并向
参与者赠送剧目画册、光盘等纪念品。

“有的观众意见很具体，也很专业。”孙
书杰说，在下一次的排练中，主创者就
会吸收这些意见进行改进，使之更符合
观众的欣赏口味。

“在尊重观众意见的基础上，我们
有自己的艺术坚持。”孙书杰说，尽管郑
州歌舞剧院有票房和创收的压力，但是

一些社会上类似于楼盘开盘、商场开业
等品位不高的演出坚决不接。有些演
出公司也希望代理《风中少林》和《水月
洛神》的演出，每年至少安排100场，但
条件是减少舞美道具和演职员数量降
低成本，这样就影响到了剧目的艺术效
果，也被拒绝。孙书杰说，文艺院团的
形象塑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坚持
艺术品位，才能走得更远。

事实上，郑州歌舞剧院坚持的精品
路线已经初见成效，完全由该院自主创
作的部分舞蹈节目先后获得“荷花奖”
作品金奖、银奖，并获得文化部邀请，出
访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越南、泰国
等国家，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代表。

借鉴外来经验
打造本土经典

在采访中，孙书杰对于海南的本土
文化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去年
在十艺节上看过海南省歌舞团创作演
出的舞蹈诗《黎族故事》，非常好。”他
说，海南的文化对于内陆地区的观众来
说显得神秘新奇。近年来海南的文艺
工作者对于本土文化深入挖掘，创作出
了多部优秀剧目，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
了很大影响。

从《鹿回头》《达达瑟》到《黄道婆》
《黎族故事》，我省的精品文艺创作水平
并不落后，而且《达达瑟》和《黄道婆》也
曾经在全国部分城市举行过巡演和商
演。孙书杰说，一台剧目的生命力是否
长久，首先取决于作品的质量，千万不
要低估观众的欣赏水平，更不能糊弄观
众。其次，加强对外推广也是必要手
段，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精品
剧目给予扶持和提供展示的舞台。

对此，《黎族故事》总编导、省歌舞
团团长彭煜翔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
《黎族故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不仅
代表我省出访了韩国、日本等国家，而
且在省内也正在举行巡演。下一步，
《黎族故事》计划晋京演出，并且筹备开
展全国巡演。他说，郑州歌舞剧院的成
功经验值得省歌舞团借鉴，希望海南本
土文化也能随着《黎族故事》的足迹，传
播到全国各地和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