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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风云之创世纪》、《小新买烟
记》……最近，一系列澄迈话版本的配
音视频在网友间广泛流传。作为一名
表演专业出身的专业演员，澄迈小伙
王泽恺的配音作品深受欢迎。

1989年出生的王泽恺算是海南
方言推广队伍中的新鲜血液。去年大
学毕业后，王泽恺开始陆续创作出不
少海南话配音的视频。

“最开始我进行配音主要是为了
锻炼自己的台词能力，同时纠正自己
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发音。”一次偶然的
机会，处于好玩的心态，王泽恺尝试用
自己的家乡话配了一小段视频，并在
网上进行了保存。令王泽恺意外的
是，这些作品竟然引起了不少网友的
兴趣，“开始有人对我的作品进行各种
评论。有不少网友都给我留言，让我

继续多创作出一些海南话配音作品。”
“很多人说听我的作品很搞笑，

很过瘾，那是因为我在创作的过程中
也是很享受的。”生活中的王泽恺是
个经常会冒出一些搞笑想法的年轻
人，有时在看电视或者电影的时候，
他会突然想到一些“鬼念头”，把原
声关掉，看着画面里角色的嘴型，马
上设计出一段好玩的海南话台词
来。经过整理后让这些台词的语句
长短可以对得上影视片段中角色的
口型后，再进行配音，一个海南话配
音视频就可以完成了。

和很多非表演专业的网友的作品
不同，王泽恺通过运用自己的表演专业
经验，不但能够对角色的情绪和声音把
握得更好，而且还会在制作的视频中加
入一些后期制作，让视频的质量更高。

“其实在外地，这样的方言配音早
就流行了，只是海南这两年才兴起。”
王泽恺表示，在推广海南话方言中，这
样的配音视频作品还不算多。如今，
一些配音软件的出现，也让更多没有
相关专业手段的人士加入到海南方言
配音作品制作的行列，创作出更多接
地气的作品。

目前，王泽恺也在参与海南一档
本土方言喜剧《绿岛人家》的拍摄，“我
在剧中依然是用我的澄迈话演出。澄
迈话是我的母语，更能让我尽情发挥
和表现自己的表演欲望。”

对于目前自己所从事的海南方言
相关的工作，王泽恺乐在其中，“即使
以后到其他城市发展，只要有机会，我
都会尽可能地寻找机会展现我们的海
南方言。”

最近，朋友圈里一个用海南话配音的动漫蜡笔小新片段的视频火了

80后、90后的年轻人正以更新鲜更时尚的方式传播着海南本土的方言

新元素拓宽海南方言推广路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给你看个超搞笑
的视频。”7月13日，海
口市民李敏在朋友圈里
打开一个视频，视频中
播放着用海南话配音的
动漫蜡笔小新片段，让
李敏和她的朋友捧腹不
已，“这样听海南话太有
趣了。”

“我知道，歌里面唱
的‘没钱没铁’，就是海
南话形容没钱的意思。”
虽然不是海南人，但最
近跟着身边的海南朋友
听过不少海南方言歌曲
和配音视频后，祖籍湖
北的小陈也开始懂得

“没钱没铁”、“那固”（非
常）”等这些充满海南味
道的语言。

从 最 初 的 通 过 电
视、广播的传播方式，到
通过网站论坛，再到如
今的微信、微博、客户端
等“微平台”，海南话方
言的传播方式在不断更
新。其作品形式也在不
断丰富，广播节目、方言
电视剧、方言歌曲、方言
配音视频，随着不断有
80后、90后的新鲜血液
加入，海南方言的推广
也开始更加贴近年轻
人。

7月14日下午，在位于海口龙昆
北路的一家琴行内，32岁的海南小伙
陈琼琳正和他的朋友李泳乐琢磨着一
首海南方言歌曲的编曲。

陈琼琳是海南著名的老爸茶乐队
的主唱。对很多爱听海南方言歌曲或
者喜欢看一些海南方言节目的岛民来
说，陈琼琳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面孔。
从最早的老爸茶乐队，到参与海南广
播电视台的几个海南方言节目中，年
轻的陈琼琳也算是推广海南方言的一
个“老手”。

然而，在经过了这些年的参与后，陈
琼琳开始思考用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去
推广海南方言，“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政府
能够给予我们足够的扶持，但是反思过
来，是不是我们也还做得不够好。”

在陈琼琳看来，如果想要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推广海南方言需要一些
革命性的创意的想法，“我想是不是可
以将自己生活中的很多创意视频上传
到网上与别人分享。比如用海南话翻
唱别人的歌曲，制作一些短小而精彩
的海南话音乐视频，或者一些精彩的
微电影都可以，再通过微信、微博等方
式传播。这样的传播方式成本低，效

果也很好，在国外已经十分流行，但在
海南还不算多。”

虽然来自新疆，但已经在海南居住
多年的李泳乐也曾经和陈琼琳联手创
作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海南方言歌曲。

“一开始我是很排斥海南话歌曲
的，因为完全听不懂。后来逐渐认识
了很多创作海南话歌曲的朋友，也就
开始和他们一起制作一些海南话的歌
曲。”在第二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演唱
大赛中，李泳乐就参与制作了好几首
参赛的海南方言歌曲。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海南话歌曲创
作后，李泳乐还在不断地摸索，希望创
作出一套符合海南话发音的旋律体系，

“海南方言彼此有着很大的差别，每个
地方都有自己的发音，所以针对不同的
方言发音，也需要进行不同的编曲。”

在李泳乐看来，海南话歌曲依然是
推广海南方言的重要载体。而当前的
海南方言歌曲，需要加入更多的元素。

“目前很多海南方言歌曲都以诙谐的市
井生活为内容，其实海南方言歌曲也可
以有更深层的内容，加入更多的深沉的
情感，变得更加洋气。”李泳乐说。

“海南省在继续普及推广普通话

的同时，也要关注扶持海南方言的传
承和研究工作。现在很多海南的城市
孩子都不会讲海南话了。”多年来，媒
体人李木一直致力于海南方言的推
广。他曾以海南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在
全省两会上提出“建议我省在推广普
通话的同时，关注扶持海南方言的传
承、研究工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增
加用海南话进行报站”等提案。在他
看来，丰富的社会需要多元文化，任何
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和地方特
色，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世人目光，
于是便有了“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
化，文化本土化”的说法，语言是文化
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海南的文化特色
也主要承载在海南方言中，如果丢下
海南方言，就是丢下海南文化。

“这几年在海南方言推广方面出
现了很多好的现象，比如出现了很多
海南方言的喜剧、海南方言歌曲，在网
络上也有很多海南方言的作品在传
播，这些都很符合当今年轻人的喜
好。”对于海南方言的推广势头，李木
表示乐观，他也非常乐意看到能有更
多的新鲜血液和新鲜元素加入到海南
方言的推广中来。

更多新鲜血液加入海南话方言推广

希望海南话推广加入更多元素

■ 魏克

近日，因为武汉大学今年的录取通
知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的通知书很
相似，武大和人大学生在网上展开了激
烈争论。人大校友笑称，“欢迎收到通
知书的同学来人大，毕竟很容易一激动
就看走眼了”。武汉大学则回应称，两
个版本的通知书在形式上虽“撞脸”，但
并不存在抄袭。人大是“海水江崖纹”，
武大是“龙腾鱼跃纹”，再加上中国书法
都差不多，所以看起来很相似。

细看这两张录取通知书的图片，个
人倒觉得并不存在抄袭，只是构思雷同
而已。不过，由于中国的模仿之风一向
盛行，所以才导致我们对相似的东西神

经比较敏感。
由这两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撞脸，

倒是想到了一些机构和人在创作上的
“撞脸”，他们撞的可是真正的脸，连脑子
都不用，脸结结实实地就往墙上撞。

记忆犹新的是今年5月份复旦大学
校庆宣传片事件，因涉嫌抄袭东京大学
宣传片受广泛批评。复旦校方先声称完
全是独立制作，否认抄袭，后又通过官方
微博道歉并连夜换新片。可人们很快发
现这第二版宣传片也与德国某大学的宣
传片相似。此外包括校庆标识和歌曲等
也有模仿痕迹。这三连抄让复旦大学成
了复制大学，陷入了信誉危机。

这脸撞的可够狠的，都已经不是脸了。
当然，很多人撞的不是脸，而是

脑。让人感觉只有脑子出了问题的人
才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其它诸如此类的新闻也不少。
在国内，很多人产权意识不强，假

货横行，但凡一件新产品上市，后面都
会有跟风者。比如出门坐火车，常见
有人拎着一堆饮食上来，此时是最能
看到各种假货的时候，各种名牌被巧
妙地换了伪装登场，不仔细看真看不
出是假货。你有康师傅，他就有康帅
傅，你有娃哈哈，他就有哇哈哈。凭你
是文字学博士也难挡他匠心独运，缺
德点子频出。

还有，以前曾经有过一种“牛奶味
饮料”，上面标着大大的“纯牛奶”或“牛
奶”字样，一喝才发现是饮料，气愤地质

问店主，店主说是纯牛奶饮料啊，仔细
一看，后面还有极小的“味饮料”三个字
呢，顿觉自己被当呆子耍了，气得不得
了，大骂店主和厂家缺德。这类假货撞
的既不是脸，也不是脑，而是良知。

多少人在假构思雷同之名模仿别
人？又有多少人以借鉴之名公然抄袭？

多少狼为一己之私披着羊皮在伺机
行动？又有多少人费尽心机在坑蒙拐骗？

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被骗
了就被骗了，上当了就上当了。犯罪代
价太小，维权成本太高，你能咋地？也
正因为此，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健全我
们的法制，洁净商业环境，特别是对那
些敢于侵犯他人产权的人进行严惩，才
是治本之策。

“撞脸”横行，谁之过？

海南方言
推广载体不断更新

除了传统琼剧外，海南方言
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歌曲中，
较早还得追溯到 1960 年代的

“海南话版”电影。而当时的海
南方言出现在电影中，与当今的
海南方言作品初衷完全不同
——如今意在推广海南方言，而
当初，则是为了帮助那些听不懂
普通话的海南观众看懂电影。
直到1980年代，当普通话教育
已经在海南普及，人们欣赏普通
话版电影再无障碍时，海南方言
才从电影中谢幕。

在广播节目流行的1980年
代，海南方言节目也深受海南听
众的欢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谢
忠的海南话版《故事会》了。在
那个娱乐生活贫瘠的年代，谢忠
的《故事会》不但为中老年听众
所痴迷，也影响了那个年代的青
少年。很多80后至今都还对谢
忠精彩的《故事会》记忆深刻。
而虽然如今广播节目中依然保
留着这个节目，却已经再难影响
到那些整日对着电脑拿着手机
的年轻人了。

一些新的海南方言节目总
在不断出现。海南广播电视台
就曾推出过海南方言情景剧《海
南一家亲》、以海南话方言为主
的电影配音节目《电影哆咪乐》
等，也一度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出于各种原因，这
些节目如今已经停播。

作为传播海南方言的重要
力量，海南方言歌曲在近几年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的海南
方言歌曲旋律显得更加时尚，更
为贴近年轻人的喜好，在网络的
巨大传播力下，海南方言歌曲逐
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

“通过两届的海南方言歌曲创作
演唱大赛的举办，也起到了很好
的推动作用。”海南音乐人李泳
乐认为，如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
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随着“微传播”的出现，海南
方言的推广也有了更有效的传
播方式。无论是海南方言歌曲，
还是海南方言配音视频，通过不
断的转发和分享，迅速在网友中
传播开来。海南日报客户端于
今年推出的《周末琼音》栏目，就
主推海南方言作品，其中包括海
南方言歌曲、海南方言配音视频
等。这个栏目也成为客户端最
受欢迎的栏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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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时髦生活
手臂刺青 穿条纹裙

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时髦拉风的刺青、条纹裙、
花头巾，千百年前的古人早就玩过了——

7月29日，记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行
的《逝者越千年——新疆古代干尸陈列》专题展上看
到，一组手臂有刺青的古尸图引起众多市民关注。考
古专家分析，和现代流行的文身艺术不同，新疆古居
民刺青应该源于宗教图腾或身份象征。

据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王博介绍，在新疆出土的
古尸中，他所了解的有刺青的古尸有4具，古尸距今
约2800年至3200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曾出土
一根细小的钢针，结合钢针、勺子等遗物分析，古人刺
青采用的颜料很可能是一种叫兰草的植物。

魏晋南北朝姑娘们是“条纹控”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们非常爱穿条纹裙。简单
明了的条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时尚圈，现在许多大牌
女明星都纷纷示范，引领潮流。不过竖条纹清新脱俗
有显瘦又修身的功效，魏晋南北朝的姑娘们早就了然
于胸，那时最流行的装束就是条纹裙。

这种条纹裙被称作“间色裙”，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颜色的料子拼接，色彩相间，别有情趣。间色裙穿得
人十分修长飘逸，确实是“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
似弱柳扶风”，看上去格外小清新。当时更是有些女
性，大胆地将红、绿对比色拼接在一起，做成间色裙，
色泽鲜明，对比强烈。

隋唐流行束腰裙、长披巾

隋初，女子服饰很朴素，但看上去很“仙”。故宫
博物院珍藏的隋代陶制女俑，服装都是上衣瘦小、圆
领或交领，窄袖，而裙装是由若干块下宽上窄的布料
拼接而成的，显得很修长，被称为“仙裙”。仙裙束腰
很高，一般都束于胸部，很显苗条；肩膀上再配上一条
长披巾，看上去确实很仙。

唐朝国力强盛、思想开放，女子们集中智慧在穿
衣打扮上，创造了不少经典之作。

你以为棋盘格只是某些大牌的专利吗？唐朝时
就流行过这些图样了。唐朝时妇女衣服上很喜欢采
用规矩的散点图案，以若干散点组成各种几何形格
子，菱形格、棋盘格都是当时常用的纹样，有的中间还
用散点组成花朵。

在唐朝女裙中，最珍贵精美的要数百鸟毛裙了。
百鸟毛裙是用各种飞禽的羽毛织成百鸟形状的一种
裙子，据说是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发明的。因为华美
异常，这种裙子由宫中传到民间，各阶层的妇女都为
之疯狂，一时间山林中的珍禽异鸟都遭了殃。

此外，唐代女子也很喜欢女扮男装，丢掉裙子，穿
上象征男人身份的裤子出门。

晚明士子头巾花样迭出

明朝中后期，经济颇为繁荣，作为社会中产阶级
的士大夫们，追新慕异，在意起个人的服饰行头。时
尚潮流之下，士大夫官僚阶层都追起了“时髦”。

头巾在士子整套行头里是很重要的。明代的“花
样美男们”头巾也是花样迭出。《客座赘语》这样记载
了那时的头巾潮流：“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
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
形诡制，日异月新……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
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
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

服饰史研究学者董进介绍，制作考究的还在巾前
片上装饰如意云纹等图案，甚至缀上玉花、玉片等饰
件，材质相当丰富。

谁能想到四百多年前的男人们能把头巾搞出这
么多的花样？相比之下，即使现在的潮男，也难与之
比肩——现代男士帽子款式单一，逊色多了。（综合）

展子虔《游春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
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画家。《游春图》画上并没有
展子虔的签名，之所以被认为是展子虔的画作，是因
为宋徽宗赵佶的题字。

这是一张手卷作品。古人看画的方式是从右到左，
打开一段看一段，所以，按照这个方式，我们会依次看到山
坡，上有庭院，以及骑马者。中间是一潭湖水，中有游船，
船上有人。左边也是堤岸，岸上有人踱步游赏。现在的
观看方式，可以做到一览无余，所有风景可以尽收眼底。

这件名作自从宋代以后一直藏在皇宫，清朝宣统
皇帝溥仪退位后，被携至长春，后又辗转流落到北京
琉璃厂古董商手里，最后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以二百
两黄金从古董商手中购得，解放后捐给故宫博物院，
在外漂泊了近30年后重回故宫。这使得我们现在还
能在故宫重睹这件稀世珍宝。（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海南方言室内情景剧《海南一家亲》

海南本土方言喜剧《绿岛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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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左）去年的录取
通知书和武汉大学今年的录取书

展子虔《游春图》：

现存最早山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