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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作家林语堂曾说：“中国每一个
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
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

热爱手工布艺“DIY”的段晓凌，
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工作中，她是旅
行社独当一面的副总经理，是位不折
不扣的女强人。2006年7月，一次午
饭后的闲逛则改变了她的闲暇生活。

“一下子被橱窗里五颜六色的
布艺作品吸引了，脚步在心的牵引
下步入了拼布世界。”段晓凌从此与
手工布艺结下不解之缘，在一针一
线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工作，忙碌，拼搏……只有摸着

布，拿起针线，淡淡的布香，让自己忘记
职场的拼搏，商场的竞争，把自己交给
针线，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女人了。”

在银行工作的赵硕，亦对这份
小女子情怀感同身受。她想继续儿
时的爱好学钢琴，还想练瑜伽，可想
来想去，不无落寞地自嘲道，“那是
别人家的周末与闲暇。”

幸运的是，她无大块的假日，却
有零星的休息，于是便画起了油
画。“网上有卖数字油画，简单易上
手，既可以涵养性情，成品又能用于
装扮房间。”

记者环顾赵硕的家，房子不大，

布置得很是温馨别致。除了油画作
品，还有她DIY的照片墙，桌上还摆
着她独具匠心的“插花”。“都是随手
用现有的材料组合做的。”她介绍道。

张雨原本是位中学美术老师，
对手工布艺却格外情有独钟，凭着
这份坚持不懈的喜爱，竟也在“手工
布艺界”小有成就。她说，无论平时
多么强悍的女人，在手工DIY面前，
都会变得精致柔情。

她不仅举办过拼布画展览，还
利用节假日教授别人如何做手工布
艺。“拼布这玩意，原想缝上几下就
罢了，没想到这也可让人上瘾欲罢

不能。”韩孟英便是张雨的“学生”。
退休之后，韩孟英的生活一下

“空”了，百般失落之下，机缘巧合认
识了张雨，从此便踏上了“布归
路”。“我们克服了眼花、手指不灵活
的毛病，像个小女人似的，利用穿针

‘神器’，带起老花镜，不分昼夜地伏
案埋头，做起穿针引线的活儿来。”

“在张老师的耐心指导和伙伴
们的帮助下，一件一件小拼布玩艺
成功完成咯，那种成就感，那种喜
悦，那种充实，伴着我们几位老人过
上了一段幸福的退休生活。”韩孟英
兴奋地说道。

DIY手工，巧手慧心慢生活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配音演员超百位
海南话配音有难度

6月25日接到配音任务、7月1
日正式播出，省广播电视总台影视
综艺频道总监王适基与团队所面
临的紧迫感可想而知。他们不仅
要在短短几天里熟悉剧本和210多
个角色的个性特点，建立配音系
统，完成视频格式转换等工作，还
要面临着选拔配音演员、组建配音
队伍的挑战：如何在短时间内召集
那么多相对专业的海南话配音演
员？王适基利用频道常年做琼剧
的优势，邀请了大量琼剧演员。

“由于时间紧迫，团队必须加班
加点。我们整合了各种资源，马力全
开完成这项工作，最多的时候开设了
6个录音棚同时进行配音，30多名工
作人员负责后期制作。”王适基告诉
记者，以文昌口音为准的海南话成为
本次配音的主要语言。

看过《天涯浴血》的人都知道，
这部讲述琼崖革命历程的电视连
续剧中涵盖的历史人物巨多，单单
有独立戏份的就有四五十位。“这

些在剧中有名字的角色，我们采
用一对一配音，而一些次要人物和
群演我们就会重复使用一些配音
演员。”即便是在“重复”的情况
下，海南话版《天涯浴血》最终也请
到了 100 多名配音演员参加此次
工作。

老广播人谢忠在剧中担任冯白
驹的配音。他说，看起来只是一个配
音工作，但其实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新
的难题：“海南话较于普通话语速慢，
配音的困难之一就是对口型。这对
录音技术和配音员的配音技巧都有
要求。”在他看来，语速的差异也会影

响着对角色情绪的把控。“在跟上语
速的同时把握人物的情绪，并通过自
己的配音传递这样的情绪，这个还是
有些难度的。”

海南话作品受欢迎
乡土文化需传承

1969年，谢忠就成为了省人民
广播电台的一名海南话播音员，他
30余年的常青节目《谢忠故事会》
时至今日都还有着不少听众。他
认为，对《天涯浴血》进行海南话配
音不仅使该剧更好地传播，它更是

对留住乡音、传播本土文化有着重
大意义。

就在今年6月，作家郑心侨从自
己的小说《喋血升谷坡》中选取一段
故事，并创作成海南话的微电影。短
短数日内，只有十几分钟长的视频在
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被
大量转载，观众反应热烈。

在谢忠看来，海南话影视作品在
我省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尤其是农村
地区的观众更偏爱方言这一表达形
式，这有利于将本土的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代代相传。

“琼剧是以海南话为媒介的传
统艺术形式，而以海南话对影视作
品配音就算得上是新的尝试了。”
谢忠建议以后若有海南题材或与
之相关的影视剧，都可以尝试用海
南话配音。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从
事这项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少。“现在
真正会讲海南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了，这一点我们在招聘海南话播音员
时感受明显。不少本地孩子日常语
会讲，但却很难用海南话念完一篇文
章。”借《天涯浴血》受捧之机遇，谢忠
也希望年轻人能够关注海南话、关注
乡土文化。

“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幕

以大海为主题
打造视觉盛宴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为迎接三年一届的中国艺术节，7月 13
日，“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
幕。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了报送全国优秀美术作
品展的预选作品，还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省画
家的优秀美术作品，为琼岛观众上演了一场视
觉盛宴。

海南省美协主席陈茂叶感慨道，海南的美
术家就是要立足海南本土艺术资源，围绕“海南
特色、海南风格、海南气派”的创作理念，创作出
具有鲜明的海南地域艺术语言及个性特色的精
品佳作。

展示海洋之美独具匠心

走进展厅，不少观众会被谢耀庭老先生的
作品《浪花轻扬》所吸引。这是一幅具有“通感”
的油画：前景中的水珠扑面而来，观者仿佛可以
听见海浪扑打岩石的声音、海水的咸味和海风
的吹拂。

海南画家格外偏爱用画笔描绘蔚蓝的海
域，他们对于海洋的表达独具匠心。此次展览，
既有谢耀庭、丁孟芳等画家以大海为主题的油
画作品，又有马飞、曾小宁等画家用国画这一传
统绘画形式展示海洋之美。

海南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阮江华认为，
此次展览充分展示了海南独特的自然风情、人
文魅力和时代风采，特别是自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以来巨大变化的美丽画卷。

创作要挖掘本土文化元素

“海南的美术家就是要深入挖掘海南独特
的地域文化元素，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美术
佳作。”阮江华说。以符祥康的作品《南海风》为
例，画作取材于海南老渔民休渔期平常的生活
场景，具有浓郁的海南地域文化特性，通过人物
的形态和神态刻画，成功塑造了海南人民质朴
沧桑的感人形象。

“《南海风》借由水彩画水色淋漓、色彩明快
的特点表现特定的场景语境，以西画语言表现
东方审美意趣，以雕刻般的刀笔，铿锵写意的线
条和概括的块面，具有油画丰富的画面表现力，
构成了强烈的艺术张力，使其作品极具感染力
和生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表现力。”海南
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吴岳
秀介绍说。

“身在海南，海南又有独特自然生态与人文
生态，当然应该深挖。”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马良说。

《至尊红珊瑚》海口首发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李恒（海南省贝壳
行业协会会长）编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海洋文
化系列丛书第二本新著《至尊红珊瑚》，近日在
海口举行新书发布会首发。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大量精美的图
片展示，对海洋瑰宝红珊瑚的相关知识进行
了详尽叙述，被与会者认为既是一本有关红
珊瑚的入门必读本，也是一本关于红珊瑚知
识的工具书。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有人期待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有人渴望独处
时生发出的一花一世界，
也有人认为熟悉之处亦有
风景，依旧可以品出别样
的趣味。

诚然，读书与旅行并
不是看世界的唯一方式。
炎炎夏日，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用“宅”来静观生活之
中的点滴乐趣，用“DIY”手
作独家记忆，丰盈自己与
家人的精神世界。

本土方言为剧情添新味

《天涯浴血》海南话版受热捧

韩孟英们并不是一个特例，融入
慧心的悠闲似乎最具有中国人的特
色。这种悠闲不同于印度人坐在菩提
树下玄思宇宙、冥想来世的悠闲，而是
热爱现世的生活，并加以理想的诗化。

唐媛媛虽是90后的在校大学生，
就读于海南大学外语系，却也仰慕一
花一世界的诗意。“一生一花，一期一
会，最终治愈人心的是花花草草。”

她说，她喜欢花，“以花为媒，放
妥自己，去感知植物的细节，和亲爱
的花草树木待在一起”；也爱纸艺，

“桐阴委羽，韶华胜极，在纸艺花芯
里生出希望，看手里一个个靠拢的
花瓣栩栩如生”。

将两者融合起来，便变幻出她

手里栩栩如生的花纸艺手工作品。
在这位蕙质兰心的姑娘看来，“生命
里需要一些温柔的东西，让自己柔
软下来，软到无穷处，软到细枝末
节，软到四月的呢喃。”

对这些热爱做手工的人而言，
手作是门技艺，但更多的是种生活
方式。他们透过手作，参悟生活，内
观自我。

“我以前是做HR工作，可是希
望时间可以花在美好的事物上。”杨
子倩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诗与远
方，毅然辞掉安稳的工作，开了一间
手绘工作室。

作为美术科班生，她对画画并
不陌生。可是，“在海南，手绘与手

绘师仍是比较新鲜的事物。”杨子倩
自打接触手绘后，愈发地对此着迷，
看着五颜六色的颜料，经由自己一
双巧手，就能画出五彩缤纷的图案，
便说不出的欢喜。

“人总要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当这份喜好成为职业，并能靠此养
活自己，杨子倩说到这，掩饰不住兴
奋之情，“收入虽然不多，但做了自
己喜欢的工作。”

记者采访她时，她恰好在咖啡馆
里做活动。“大家对手绘还不是很了
解，所以我就做些活动，向大家介绍一
下。”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件很有趣的
事：无论是爱做布艺的张雨，还是酷爱
纸艺的唐媛媛，他们总能找到志同道

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做手工的乐趣。
他们有QQ，也有微信，经常会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作品与心情，相
互切磋经验心得。虽是安静的“宅
爱好”，却也经营得活色生香、热闹
不已。

唐媛媛说，大家聚在一起交流，
不仅成全了浓厚的兴趣，还能学到
各种新技能。比如，“将兴趣融入生
活，还能帮身边亲友制作礼物；组织
聚会交流活动，不仅锻炼组织能力，
也精进了不少技艺。”

也许，生活是丰富多样的，对有
些人而言，透过做手工，他们可以看
到更多的风景，这已然成了他们看
世界的方式之一。

手工制作渐成新时尚

一桌老爸茶、几张舒适
椅，多少故事就此“活灵活
现”，若是不用海南话讲这些
海南事、诉这些海南情，故事
好似总有些“不过瘾”。海南
话配音版《天涯浴血》自7月
1日在省广播电视总台旗下
多个频道播出以来，受到观
众们的热捧，也成为海南人
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之一，
不仅仅是街头巷尾的阿公阿
婆，就连校园里的年轻学子
也开始“追剧”。海南话的演
绎加深了人们对剧情内容的
理解，更扎扎实实地让琼崖
革命故事深入到田间市井。

记者了解到，这是我省
电视工作者首次尝试配音
的长篇电视剧。近日，记者
采访了配音团队的几位主
要演员，了解这档热播电视
剧与本土方言结合的背后
故事。

热点聚焦

《可可西里狼》修订出版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日前，海南作家杜
光辉创作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修订版）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国内众多实体书店和亚马
逊、当当、天猫商城、京东等电商平台均已上架
销售。

据介绍，《可可西里狼》曾于2010年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5年来，该书已先后加印10余
次，广受读者欢迎。如今，5年合同期到期，作
家出版社又与杜光辉续签了10年出版合同，
并给予较高版税，同时邀请杜光辉对原著进行
了修订。

《可可西里狼》的前身是中篇小说《哦，我的
可可西里》，该小说在《小说界》发表后，先后荣
获首届全国生态文学奖、上海市长中篇文学大
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收入
《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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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的布艺作品。 徐晗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