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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席华 文/摄）初秋的桂
林，阳光灿烂；芦笛景区，山光水色，风和
日丽！ 8 月 9 日，“秋天的日记”——— 韦
俊平山水小品展在坐落于芦笛景区的桂林和
舍度假酒店开幕。秀峰区委书记蒋育亮、广
西美协主席石向东以及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师大出版社等部门负责人和嘉宾百余人出席
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韦俊平是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广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漓
江画派促进会副会长。展览展出的 50 幅国
画小品，描绘的对象多为八桂大地的山水景
致。韦俊平的作品笔墨轻松随意，意境悠
远，画面格调清新。这些淡墨青岚、勾皴点
染、意趣盎然的作品，展示于陈列室、大堂
和走廊各处，与新中式风格的酒店空间相得
益彰、互为增色。“我心安处是故乡”！一
山，一水，一舍，山水之间，天地人和；和
舍如家，处处入心。观众在作品面前流连，
深深感受到作者浓浓的乡愁和艺术情怀。

韦俊平说，画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蕴
含画家的真挚情感；高深的技法，如果没有
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温度的乡土作为表现对
象，也就是一幅冰冷、没有生气的作品。他
觉得这些表现乡愁的作品在和舍这样的民宿

度假酒店展出，是回到了作品应该回到的
地方。

和舍度假酒店是我市民宿度假酒店中
的代表，在这里举办画展和其它艺术活
动，对提高民宿旅游的文化品位、推动民
宿旅游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舍
酒店所处的位置芦笛景区，是著名画家阳
太阳先生的故居所在地，也是国宾洞芦笛
岩的所在地，山清水秀，洞奇石美，风景
宜人，不仅能吸引中外游客来此旅游，也
适合全国艺术家来此进行驻地创作。开幕
式过程中，桂林市美术家协会和秀峰区文
旅部门联合授牌，将创作写生基地落户于
和舍酒店，以期达到文化和旅游的共同发
展。

展览开幕式及观众欣赏韦俊平国画作
品之后，《丁香花》的作者、著名歌手唐
磊也为此次展览开幕助兴，在酒店大厅为
嘉宾和观众演唱了精彩的歌曲。展览学术
主持陈立红，策展人李佳钖；展览由桂林
市美术家协会、桂林市秀峰区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桂林和舍度假酒店联合主办，著
名美术评论家苏旅、美术史论家刘新也出
席了当天的开幕仪式，展览至 9 月 9 日
结束。

那是夏日的一个午后，女诗人席慕蓉正
在园中拔草，这时，飞来一只翠鸟，停留在
玫瑰花树上，大胆地啄食玫瑰花枝上刚刚长
出的嫩芽。而，那几棵玫瑰花树对席慕蓉来
说是很珍惜的。因为小翠鸟的出现，让她感

到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并愿意奉献出她的一
切来换得它片刻的停留。

当我有幸得到席慕容的新作《写给幸
福》，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看到她写小
翠鸟的这段文字时，便很有感触。其实，作
者并不单纯描写的是小翠鸟。而是用小翠鸟
来象征幸福，如她所说，“也许一生中只会
飞来我的庭园一次”。

是啊！幸福就像一只披着碧绿光洁羽毛
的小翠鸟，可遇而不可求。因为难遇，所以
芸芸众生，才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甚至为
了得到幸福而甘愿舍去一些重要的东西，就
像作者笔下玫瑰花树的喻意。

那么，怎样才能拥有幸福呢？带着疑
问，我捧读席慕容的散文集《写给幸福》，
追随着她的文字，走进了她的生活，和作者
一起体悟生命的丰盛和美好。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生命的滋味》
《写给幸福》《相见不恨晚》《心灵的飨
宴》《夏夜的记忆》《今夕何夕》《异乡的
河流》，记录了作者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
对艺术、乡愁、人生的思索。

许是因为席慕容是画家兼诗人的缘故，
她作品的最大亮点就是擅于描摹和捕捉诗
意，把作画时色彩的运用借鉴到作文当中。
因而她的文字是有颜色的，尤其表现在对景
物的描写上。就像水墨画一样——— “后山的
林中，桐花终于落尽。相思树也从满山遍野
的金黄复归了灰绿，虽然，在山道两旁，白
色和黄色铺成的地毯，颜色依旧澄明淡
净。”（《初老》）

不仅如此，她的文字还富有诗一样的形
象——— “就连孩子的清脆和圆润笑声，真有
点像荷叶上的露珠，风吹过来时就滑来滑
去，圆滚滚的，晶亮亮的，一直不肯安静下
来”。（《槭树下的家》）

由文及人，可以看出，席慕蓉是一个很
感性、很率真的人。她把绘画当作理想，同
时又对写诗痴狂。在艺术上的追求，她近乎
有点儿苛刻，说明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
她的散文，同样有着女性矜持和亲切的特
质。与其说她《写给幸福》，不如说她用那
颗善感的心，在一草一木间，在生活的点点
滴滴里，在跋涉的人生旅途上，去追寻幸

福、发现幸福、感悟幸福，哪怕是那剪不
断的乡愁，让她回味起来，都感觉是幸福
的。

而席慕蓉的人生轨迹又是波折的，处
于一种游走的状态。她有着蒙古族的血
统，并以她的身世为荣。她生于四川，在
香港度过了童年，后随父到了台湾，在台
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又赴比利时布鲁
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完成进修，再回到台
湾。这二十年来，她不断地往返于两岸之
间。行走在蒙古高原，因为那里是她的原
乡，是她难以割舍的情结。在她的笔下，
写乡愁的这部分内容在本书中显得十分厚
重，断断续续地记述了蒙古族的历史和文
化，饱含了对原乡的眷恋之情。

尽管人生会遭遇种种的不如意，正如
席慕蓉一样，有流离、有挫折、有误解、
有困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幸福，热
爱生活，勇敢地面对人生，用一颗金子般
的心去感受幸福。或许就在我们不经意的
时候，有一只小翠鸟闯进我们的生活，带
给我们惊喜和快乐。

“秋天的日记”

韦俊平国画小品展在桂林开幕

幸福像一只披着碧绿光洁羽毛的小翠鸟
——— 评席慕蓉散文《写给幸福》

□林振宇

书评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记者周玮）国家京剧院与湖
北省京剧院主办、全国共 18 家京剧院团参与的“京剧的夏
天——— 全国京剧院团线上抗疫展演月”， 8 日晚与观众见
面。

8 月 8 日至 9 月 6 日每晚 19 点 30 分， 28 部优秀剧
目、 2 场名家名段演唱会通过学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官
网、快手、央视频等平台线上直播，与大家“云端”相见。
全国重点京剧院团的领军人物、家喻户晓的京剧艺术家云集
一堂，包括尚长荣、叶少兰、朱世慧、赵葆秀、谭孝曾、邓
沐玮、王平、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孟广禄、王蓉蓉、
杨赤、袁慧琴、迟小秋、史依弘、王珮瑜等老中青三代京剧
名家。

各团精选的 28 部代表性优秀剧目中，既有《党的女
儿》《在路上》《赵一曼》《杨靖宇》《华子良》《闻一
多》《布依女人》等现代京剧，又有《龙凤呈祥》《穆桂英
挂帅》《九江口》《秦香莲》等优秀传统剧，以及《廉吏于
成龙》《大漠苏武》《成败萧何》等新编历史剧。

本次活动是京剧院团首次联合以线上形式开展的全国性
展演直播，开幕式、闭幕式两场演唱会均采取线下录制、线
上直播的形式呈现。

艺术家们表示，要用京剧人的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
力量，表达对无数白衣战士、抗疫英雄的崇高敬意。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有两扇胡旋舞石刻墓门。黄
褐色的长方形石门铁锁紧扣，每一扇中央各浅雕一名胡人男
伎，二人旋转、跳跃，舞姿恣意，似在斗舞，身上舞动的飘
带和流动的卷云彼此呼应……

1985 年 4 月，宁夏博物馆考古队在宁夏吴忠市盐池县
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发掘出这件文物，这是首次在唐代墓葬
中发现展示胡旋舞的实物。这件国宝级文物上展示的胡旋舞
画面，深刻反映了我国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过程。

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是西域的
一种民间舞蹈，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盛行于唐。据窨子梁
唐墓墓志记载，墓主人为中亚粟特人，史书称粟特人为“昭
武九姓”，以康姓为首。《新唐书·西域传》中有云：“康
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对胡旋舞尤为醉心。”

据宁夏博物馆馆员母少娟介绍，公元七世纪，粟特人归
顺唐朝，唐在宁夏灵武、盐池等地设置“六胡州”，粟特人
便入塞于此安置，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胡旋舞最先风行于
宫廷，唐玄宗耽声色，好歌舞，胡旋舞便日渐兴盛，随后下
沉民间，蔚然成风。

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胡旋舞开始衰落。“胡旋舞的
旋转速度、回旋次数和狂放的舞姿，都达到一种过度的极
致。”母少娟说，这种极致违背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乐而
不淫”理念，至宋元时期，由于丝路断绝和程朱理学兴起，
胡旋舞随着乐舞文化的式微而没落。

据母少娟介绍，胡旋舞其实并非完全消亡，其舞蹈元素
可能被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所继承，特别是宁夏、甘肃、青
海、新疆等地的回族舞蹈，与胡旋舞有着密切联系。

“胡旋舞石刻墓门不仅将史料中记载的‘胡旋舞’以实
物形式展现，也为粟特人沿丝路一线徙居宁夏及其同化的事
实提供了佐证，这是丝路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迁徙与融合
的体现。”母少娟说。

■文化·时讯

本报讯（记者席华 文/摄） 8 月 8 日，
相生——— 国画六人展在漓江大瀑布饭店荣宝斋
（桂林）美术馆举行。来自广东和广西的文化
艺术界、企业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当天的开幕
展。

展览由著名策展人陈立红女士担任学术策
划。参展画家许敦平、李志国、程辉、陈立
红、段海峰、吴龙强分别来自广州美院、岭南
画院及广西师大和桂林师专。六位国画家带来
的六十余幅作品——— 花鸟鱼虫、山川风物，或
工笔或写意，清新明丽，朴拙雅致，体现了贴

近生活的时代审美取向，蕴涵着尚新求变、勇
于创造的岭南艺术精神。据策展人和学术主持
陈立红介绍，艺术的相生，源自于心灵的穿
透、通达与自由，因气质与精神的相近而贴合
交融；所以六人展主题定为“相生”，寓意在
交流中相互促进，共同生长。

展览由桂林市美术家协会、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广东岭南画院，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美术馆、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荣宝斋
（桂林）美术馆主办，展期至 8 月 25 日结
束。

相生
——— 国画六人展在荣宝斋(桂林)美术馆举行

本报讯（记者席华）光风霁月，
瑞日祥云。近日，独立电影《美人
画》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桂林风
景秀丽的东漓古村举行。

该片集奇幻、荒诞、戏剧为一

体，主要讲述男主李白与女主薇薇
的奇幻爱情故事。电影从男主李白
因受失恋打击开始，落魄的李白精
神产生了人格分裂，在他幻想的世
界里，女友薇薇既是天使也是恶

魔，通过男女主角的演绎表现人性
的迷失和重塑。女主角为桂林当地
演员尹益，导演林良宇，美术指导
周君勇，总制片人吴春保。影片预
计 9 月份杀青，有望成为年底贺

岁档奇幻爱情片票房的一匹黑马。
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得到东

漓古村景区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近百位全国各地的影视界朋友
及媒体记者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独立电影《美人画》在桂林东漓古村

举行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观众在欣赏韦俊平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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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京剧院团

线上抗疫展演月

30 台好戏“云端”亮相

■文化视点·听文物讲故事

胡旋舞石刻墓门：

记录了一段很炫的舞蹈
□新华社记者罗毓 谢建雯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记者周玮）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新剧《听见梦想》日前建组。这部戏将于国庆节在中国儿
艺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

开盲人按摩室的爸爸为视障女儿铺好了人生路，就在即
将报志愿的假期里，女儿对钢琴调律动了心，她表现出的听
力天赋打破了父女二人平静的生活，这个选择也揭开了爸爸
潜藏心底的秘密和隐痛……儿童剧《听见梦想》通过表现视
障人群的生活体验和选择，探讨勇气、希望和梦想。

据了解，此剧剧本创作了 10 个月，经历 7 次修改，主
创团队曾赴青岛市盲校采风、采访视障钢琴调律师等。“我
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尝试接近视障人群的内心世界，同时被
他们深深打动，力争创作一部可以听的儿童剧，把真善美、
勇气和力量传递给大家。”导演赵宇说。

中国儿艺党委书记、副院长冯俐表示，该剧的创作体现
了中国儿艺在艺术上一贯的追求，就是鼓励创作风格、题
材、样式的多样化。“我们想通过该剧打通正常人与视障群
体之间的障碍，让彼此看到、听到、懂得对方。”

中国儿艺新剧《听见梦想》

展现视障人群勇气与梦想

▲《写给幸福》书封

独立电影《美人画》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