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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播报·

界首渔鼓曲目
入选马街书会展播

2 月 23 日，由中国曲协、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曲协
等联合举办的第 16 届马街书会优秀曲艺节目展播在曲
艺杂志融媒体平台拉开帷幕，75 个融汇南北特色的曲
艺节目亮相云端，其中，由安徽省曲艺家协会推荐，界首
市文化馆组织演出的安徽渔鼓《一碗鱼汤》成功入选。据
了解，安徽渔鼓《一碗鱼汤》歌颂了扶贫干部在工作中积
极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履职尽责、乐于奉献
的精神。本届活动是继 2020 年后，河南马街书会举办的
第二届优秀曲艺节目网络展播， 共收到全国 27 家团体
会员和其他文艺组织推荐的节目 217 个， 涵盖 81 个曲
种，最终有 75 个节目入选。 （王海涛 张宏友）

“新主流”影视作品是近年
来业界的重要现象 ， 在类型
化、商业化的同时，这类影视
作品注重从个体出发表达主
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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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新主流”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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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后，身为怀远县常坟镇文化站副站长的马彩娣忙得脚不沾地，农家书屋要整理，乡亲们广场舞
要辅导，全县“美丽庭院创建”的一场重要演出任务也安排下来。周末，她还要去花鼓灯培训学校，手把手教孩子
们压腿、下腰、走花场，排练乡村春晚节目。但是，马彩娣受得了这种累，在花鼓灯的鼓点里，在孩子们的簇拥下，
她累并快乐地舞蹈着。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这辈子是嫁给花鼓灯了。

从城里舞台到乡村土台子

马彩娣原本属于城市的舞台。 她出生
在天长县汊涧镇， 六七岁学艺，15 岁时就
成为当地扬剧团小有名气的旦角。 从安徽
唱红到江苏，红到上海。在上海大舞台演出
时，曾经连续 40 场，场场爆满。 1983 年她
参加安徽省现代戏调演获得了一等奖 ，
1988 年又在上海扬剧广播电视大奖赛中
获一等奖，当时的《戏剧界》杂志和省报都
有她的报道和剧照。

正当马彩娣扬剧艺术生涯如日中天的
时候，同事王军走进了她的情感世界。这个
来自怀远县常坟镇花鼓灯世家汉子， 以粗
犷、 欢快的花鼓灯技艺和憨厚朴实的性格
深深打动了马彩娣。 1986 年，两人喜结连
理。 由此，马彩娣走近了花鼓灯。

丈夫王军家位于淮河大河湾的常坟
镇，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的重

要发源地。 婆婆常丽华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花鼓名角，上世纪五十年代，她以一支《新
媳妇挑塘》跳进北京，在中南海演出，受到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媒
体赞誉花鼓灯为“东方芭蕾”，专家评价为
“汉族民间舞蹈的典型代表”。

大河湾老百姓热爱花鼓灯。 婆婆常丽
华和公公自觉传习花鼓灯， 在常坟镇建立
了第一个公益性的花鼓培训班。 1993 年，
王军父亲在教习花鼓灯时突发脑溢血，摔
倒在打谷场上，不幸因病去世，母亲受到打
击，培训班难以为继。

当时在天长县人民艺术团工作的王军
和马彩娣夫妻俩接到消息，既为老人担忧，
也为公婆付出心血和生命的花鼓灯学校担
忧，夫妻反复商量，花鼓灯学校既能照顾培
养农村留守儿童，又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这样天大的好事决不能中断，于是，夫妻俩
毅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戏曲舞台事业，回
到了偏远的常坟镇。 马彩娣离开了大放光
彩的扬剧舞台，有人为她可惜，说她从城里
的舞台，下嫁到乡村的土台子。

马彩娣不这样想， 她安心于乡镇文化
站的工作，同时沉醉于花鼓灯艺术。婆婆也
因为媳妇热爱花鼓灯而振奋起来， 成为她
第一个老师。有时，婆媳做饭，说到花鼓灯，
马彩娣感叹 “花鼓灯里风摆柳技巧没完全
掌握”，婆婆立刻撂下锅铲，拉起她说，“来，
咱们再走一趟”， 婆媳俩马上忘记做饭，就
在家院里跳起花鼓灯了。

马彩娣很快跟婆婆学会了花鼓灯的技
巧。她虚心拜当地的老一辈艺人为师，如向
郑九如学写灯歌，向冯国佩学金莲步。旦角
出身的马彩娣， 还将戏曲舞台身段技巧融
入花鼓灯舞蹈， 很快由扬剧的旦角华丽转
身为花鼓灯的“兰花”，成为了土台子上出
彩的花鼓灯培训班的老师， 夫妻俩撑起了
花鼓灯学校。

风雨河岸：从《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到
《战狼 2》《红海行动》再到《我和我的祖国》《我
和我的家乡》等，有一条清晰的“新主流”电影
发展的轨迹，是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与电
影产业化改革的发展模式。 2020 年年底开始播
映的《山海情》《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等，又
引发全国上下的观剧热潮，并收获了从专家到
观众等广泛的好口碑。 从电影到电视剧，虽然
它们题材迥异、制作模式不同，但它们有共同
特点，都是再现历史并满足现实之需，贯通的
是历史情怀和现实精神。

唐豆：《山海情》《跨过鸭绿江》《大江大
河》等电视大剧的崛起，改变了近年来宫斗剧、
玄幻剧、 都市丽人剧等不太接地气的创作倾
向，同时，也昭示了“新主流”电影向电视剧领
域延伸的趋势，形成了“新主流”电影与电视剧
互为呼应、蔚为大观的文化态势。 我认为，这些
影视作品将类型美学和主流价值观进行成分

对接，以较强的观赏性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有
效传播，其创新性表达对当下国产类型电影创
作走出瓶颈产生重要启示。

芳草不曾歇：近年来，很多商业作品都
主动靠近主流价值。 这批作品在类型化、商业
化的同时， 都注重从个体出发表达主流价值
观，业内将其称作“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视
剧”。 新主流影视之“新”在于既不同于教化功
能过于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
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 尽管新
主流电影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但业内
通常认为，新主流电影是对三种电影类型即以
前我们熟知的所谓主旋律电影、 艺术电影、商
业电影之界限的模糊化，是对主流电影市场和
主流观众的尊重。

白云生处： 在这一类型的影视作品中，
也有不少“命题作文”的呈现。 在一定的时间
内，如何将这道题做出独具一格的答案，如何
做才能尽量符合电影工业美学或电视剧工业

美学的原则？ 新主流影视同样面临着发展中的
诸多问题，比如，有的影视作品过于简单图解
政策，有些故事符合正能量却止于说教，有些
故事文本的成功可能是特例，不一定能够“可
持续发展”，因此要总结反思，争取在常态下也
能良性发展。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固镇泗州戏云端集中上演
近日，“文化进万家 云上过大年” 系列活动———固

镇县泗州戏闹元宵在当地举行。 “泗州戏”原名拉魂腔，
是安徽四大优秀剧种之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
的文化底蕴。 为提高播出质量，选择群众喜爱的泗州戏
作为主要演出剧目进行录播，当地文化部门组织固镇县
淮河情艺术团、华金艺术团和蚌埠视觉映像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3个演出团体，挑选精兵强将，分别演出《三腃寒
桥》《风雪配》《巧姻缘》3 个优秀泗州戏剧目， 从 2 月 22
日开始，通过微信公众号连续展播。

（文讯）

■ 童加勃

影视作品，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时尚产品。
这样的时尚，未必需要大片那样的气势，而贵
在艺术样式的新颖，思想意境的出新。 在世界
电影发展历程中，纪录片是电影之祖，中国第
一部电影、世界第一部电影，都是纪录片。 元月
25 日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铁血传奇》，
令人欣喜地看到纪录片在当下的探索。

《铁血传奇》的创新探索，主要是艺术表现
手法的新颖别致。 首先，采用了“绘画”式的场
景过渡。 在剧情转换和场景过渡时，“手绘＋电
脑渲染”的方式，展现在特定历史场景中人物
的动作和神态， 既弥补了历史资料的短缺，又
使画面富于变化、生动有趣。 其次，“情景再现”
式的剧情描述。 本片采取场景还原和演员表演

的方式，讲述片中主人公如陈赓、袁殊、钱壮飞
潜伏敌营、命悬一线的惊险历程。 由演员再现
的历史人物，其逼真程度，超越了以往很多情
景再现类纪录片在表演上的生硬稚拙。 《铁血
传奇》看似沿用了故事片的表现手法，但实际
上，还是围绕着史实所展开的有限表演。 也因
为是“有限的表现”，因此“表演”并不显突兀，
反而恰如其分。 其三，“蜡像冻结”式的细节刻
画。 前两种手法，在以往很多重要的纪录片中
已有不错的显现， 本片只是运用得更极致、更
圆润，笔者不必赘言。 而“蜡像馆”效果，却让我
感到别开生面。 比如，在一个被伪装成“医院”
的中共秘密会议现场，为了表现敌人即将来搜
查的紧急瞬间，纪录片一方面对伪装成医生和
病员的与会代表们的应激肢体反应进行定格，
有站立关注的、有倾身前冲的，另一方面，对化

妆成医院前台的会议组织者与查水电者的斡
旋陪笑进行了凝固，神情生动传神，静态中又
充满动感。

本片导演韩晶称，这是团队在多年历史纪
录片创作中独创的一种“蜡像冻结”手法，让观
众仿佛走进一座蜡像馆，一些重要的历史瞬间
由此被“固化”，也因其“固化”，而被镌刻在观
众的心里。 “蜡像冻结”，给人以一种历史的穿
透感、仪式感、庄重感。 它就像一场话剧表演，
在情绪达到最高潮的那一瞬间被永远定格，观
众似乎身临其境，融入艺术情境。 “蜡像冻结”
手法，是对线性历史的“横向截图”，也是对动
态事件的“以静制动”，是纪录片艺术表现技巧
的另辟蹊径。 由此，笔者感到，纪录片《铁血传
奇》在艺术样式、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开拓，难
能可贵，值得加以研究。

事实上，放眼中国影视界，影视艺术的探
索是全方位推进的。 近两年， 故事片出现了
《我的祖国》《我的家乡》 两部影片。 虽说是两
部影片， 实际上是七位导演或五位导演的电
影短片集成。 即把不同风格导演不同内容的
短片，组合成花样繁多的电影拼盘。 其意义在
于拓展了电影的艺术样式， 内容包含了东西
南北中的地域文化， 使电影在横向上拓展了
新的艺术可能性。 如果说，集成化是电影菜品
的多样化，那么，纪录片《铁血传奇》在艺术手
法上的探索和创新， 则更像是电影艺术深度
上的开掘和细化，尤其是“蜡像冻结”效果，更
像是将菜品的原料和制作工艺提升一步 ，提
升了菜肴的品位。

纵观电影艺术的发展，从来都是艺术手法
的理性探索，引领着样式的丰富。 艺术手法的
一小步，往往带来艺术产品的一大步。 世界电
影在前卫探索中， 先后涌现了蒙太奇叙事、色
彩叙事、构图叙事、慢镜头叙事，让电影始终呈
现崭新面貌，吸引着一代代观众乐此不疲。 而
纪录片从复制冷冰冰的历史，到把历史与大众
味蕾相结合，从而诞生出无数“秀色可餐”的节
目。 可以说，《铁血传奇》对主旋律影视作品的
艺术探索， 提高了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观赏
性，尤为值得推荐。

怀宁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
近日，为更好地发挥以黄梅戏为龙头的戏曲艺术在

文化强县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怀宁县大力实
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据介绍，在具体的工作举措上，怀
宁县将从加强地方戏曲传承保护、支持优秀戏曲作品创
作生产、拓展戏曲演出市场、改善戏曲生产条件、扶持戏
曲院团发展、加强戏曲推广普及、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落
实税费优惠政策等八个方面着力， 积极推动黄梅戏、怀
腔、徽剧、牛灯戏等地方戏曲繁荣发展。 （钱续坤）

·影视赏析·

喜看中国纪录片的新探索
———从纪录片《铁血传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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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成“保险箱”和“魔术箱”

学校有几十个孩子是农村留守儿童，
小张是其中一个。父母常年在杭州打工，由
姐姐带他。缺少管教的小张变得有些叛逆，
发脾气时还打同学，打老师。 2014 年，父母
把他送到花鼓灯学校，由衷地拜托说：孩子
送给你们带我们放心， 就像送进了 “保险
箱”。 马彩娣夫妇让孩子住进自家，悉心照
顾他吃穿，更注意耐心跟他讲道理，言传身
教，终于感化了小张，小张亲切地喊马彩娣
为“妈妈”。他不再打人，努力学会了跳花鼓
灯，更成为积极上进的好学生，担任了小班
长。 一年后，家长接小张回家，欣喜地说：

“这孩子懂事了，简直像变了个人”。 如今，
小张已经成长为一名大学生了。

马彩娣夫妇满怀爱心和责任心教育孩
子们，悉心传授花鼓灯艺术，尽心尽力。 带
着一帮孩子们外出演出时， 她和王军是领
队、老师，也是保姆。宁可自己操碎心，不让
孩子受委屈。 有一次， 演出回来已经是深
夜，夫妻俩过家门不入，先把孩子们挨个安
全送回家，等到夫妻俩进家门，天色已经透
亮了。

许多农村孩子， 进校前缩着头、 弓着
背，见人怯生生地不敢吭声。走出学校门时

就变精神了，头抬起来了，腰挺起来了。 不
仅个个能歌善舞，而且仪表落落大方、文明
礼貌。 乡亲们说，花鼓灯学校不仅像“保险
箱”，也像个“魔术箱”，把孩子们变了个样。

从上一辈老人开班教学到现在， 三十
多年过去了， 经过这个学校培训的学员已
上万人，很多农家孩子踩着花鼓灯的鼓点，
考入了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其中有 2000 多名孩子被安徽省内外大型
文艺团体录用， 有近 100 名孩子因掌握花
鼓灯技艺，被人民解放军特招入伍，成为军
旅文艺骨干。安徽省歌舞剧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中央芭蕾舞
剧团都有来自于常坟花鼓灯学校的孩子成
为台柱子， 花鼓灯学校托举农村娃鲤鱼跳
龙门。

由打谷场到小洋楼

刚开始花鼓灯学校办学条件极差，教
学就在打谷场上， 晴天学生练成土娃娃，
雨天练成泥娃娃。

2013年夏天，花鼓灯学校接到参赛和出
访的重要任务， 马彩娣夫

妇感到压力山大，带
着孩子们日夜在
老文化站的露天水
泥场地上排练， 正午

时， 地面温度达到 40多
摄氏度，烈日当头，挥汗如雨，老

师和孩子们都晒黑了一层，累瘦了一圈。
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彩娣编排的《大

河湾的孩子们》不仅荣获第七届“小荷风
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比赛金奖，还走出
国门参加第七届夏威夷国际青少年艺术
节， 并从 16 个国家地区选派的节目中脱
颖而出，夺得金奖。 同年 10 月，节目受中
央电视台邀请参加了鞠萍主持的栏目大
手牵小手演出， 还参加安徽少儿春晚、公
益中国等演出并获金奖。2016 年 9 月 2日
和 25 日， 马彩娣和孩子们分别被中央电
视台邀请参加央视“叮咯咙咚呛”和“星光
大道”节目录制。

马彩娣的花鼓灯学校不仅获得众多

荣誉， 更重要的是和文化站工作乃至镇
里、县里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如马
彩娣自编自演了花鼓灯灯歌 《老夫妻叙
家常》，生动反映了扶贫前后新旧生活对
比的变化，助力脱贫攻坚。 还有《计划生
育好 》《庆回归 》《誓把新冠病毒消灭光 》
等一批结合现实的花鼓灯歌舞节目 ,她和
孩子们一起登台演出，节目接地气，叫好
又叫座。

花鼓灯学校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支持，盖起楼房，排练厅铺了地板，装了空
调，还有专门的化妆间，条件日渐改善。 如
今，学校不再需要挨家挨户动员孩子来学
习了，大家自动报名。 有的姐姐哥哥毕业
后成才了，又送弟弟妹妹来学习。 不仅有
乡下的孩子，还有城里的孩子专门来常坟
学花鼓灯。

近年来，马彩娣获得安徽省最美基层
文化人、全国文化旅游部表彰的乡村文化
旅游能人、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马彩娣说，这些荣誉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
定， 是对她背后的花鼓灯家庭的肯定，更
是对大河湾花鼓灯传承事业的肯定。 如
今， 马彩娣的小孙子已经能跳花鼓灯，奶
奶一心要将他培养成为一个花鼓灯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