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岁黄永厚辞世，

不从流俗的画家又少了一位

“黄永厚先生经常操着一口湘西普

通话给我打电话，总是听不清楚，他也不

管不顾，说完了就径自挂了，我也没听明

白到底说的什么。”作家陈四益在回忆起

老朋友黄永厚的率真时，仍忍俊不禁。

8 月 7 日晚， 著名画家黄永厚在安

徽合肥逝世， 享年 91 岁。 消息传出，引

《读书》 读者圈和书画界无数人士叹息。

黄永厚为书画大家黄永玉的二弟， 画作

极具个人特色，笔墨狂放不羁。他不从流

俗，几乎不办画展，不肯出书，还经常把

重金求画的人拒之门外。 黄永玉曾评价

二弟：“幽姿不入少年场”。

黄永厚是湖南凤凰人 ，1928 年出

生， 土家族， 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画

家，代表作品有《九方皋》《渐江》《桃源》

等。 黄永厚成名比较晚， 相比兄长黄永

玉，算是大器晚成。 在兄弟中，黄永厚也

一度“最苦”。黄永玉曾经写道，其二弟黄

永厚小时候多病， 有一回几乎死掉，“因

为发高烧已经卷进芭蕉叶里了， 后来又

活了过来；病坏了耳朵，家里叫他‘老二

聋子’， 影响了发育； 又叫他 ‘矮子老

二’。 ”所幸长大后，黄永厚既不聋也不

矮， 黄永玉说：“在我们兄弟中最漂亮最

潇洒。 ”

刘海粟曾评价黄永厚说：“文真、字

古、画奇。 ”朱屺瞻则说：“画这种画要读

好多书。”用画笔来思考，关注心灵，关注

当下，关注社会问题，是黄永厚画作的美

学特征。黄永厚与杂文家陈四益曾在《读

书 》等杂志开辟 “诗话画 ”专栏 ，针砭时

弊， 影响极大。 “当时丁聪先生已经 90

岁，躺在病床上画不动了，连两根线条都

对不起来了。我找到黄永厚，问他愿不愿

意将专栏画下去。”陈四益回忆道。谁料，

黄永厚调侃道：“你先找了个九十岁的老

头儿跑第一棒， 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儿

跑第二棒。这算什么事儿啊！”说罢，又一

口应承下来。于是，从 1991 年起，黄永厚

和陈四益的合作便开始了。“那个时候我

跟他的约定就是我写我的，他画他的，当

然也可以同中有异， 互不干扰又互相连

接，有时候我的文字先出炉，黄永厚在后

续画图的时候会题跋添上新的想法，甚

至有时候我俩唱唱‘对台戏’，也蛮有意

思的。 ”陈四益说道。

黄永厚曾过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

穷日子， 但多难的人生反而增加了他对

生活的热爱。他视读书为第一生命，涉猎

广泛。 上了年纪后，更加关注社会人生，

但又十分低调，深居简出。黄永厚几乎不

办画展，不肯出书。他常把拿重金前来购

画的人拒之门外，“不看画的人， 给他画

有什么用？ ”看似桀骜不驯，却又可以把

画囫囵塞进某个信封， 寄给熟悉的或是

陌生的朋友。 当下靠市场树立自身价值

的画家比比皆是，黄永厚不为所动。

他的孤傲中， 自是有一种顽固的自

信，认为人各有志，不必非议。作为画家、

作家， 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哪怕是

金光闪闪的工具， 这也是他喜欢在画上

题写长跋的缘由。长跋，是黄永厚观察现

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不甘沉沦，拒绝

媚俗的表现。

黄永厚笔下的人物画独具一格，尤

其是魏晋人物颇为生动：衣襟大敞，随风

飘扬，须发鬅鬙，袒胸露腹，粗粝怪诞，一

副冷眼傲视的冰霜模样。 了解黄永厚的

人都说他画的是自己， 正如刘海粟给他

的条幅“大丈夫不从流俗”。

不卑不亢，冰炭同炉，即是黄永厚。

■本报记者 李硕

相关链接

这些同题剧作，你愿意二次消费吗
《合伙人 》套着 《中国合伙人 》的

模板 ， 在荧屏上东拉西扯讲砸了故
事。 其收视率和口碑走低，都是观众
的表态。

事实上，影视“多胞胎”现象俨然
近年来一大趋势。 已与观众见面的包
括 《杜拉拉升职记》《失恋 33 天》《山

楂树之恋》《何以笙箫默》《匆匆那年》

《微微一笑很倾城》《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盗墓笔记》《重返 20 岁》等。

未来的同样有不少。 本周五上映
的电影 《爱情公寓 》就是电视剧版的
“二次创作”；曾在各种颁奖礼上被嘉
奖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已于今年五

月开始了电视剧版的拍摄 ；《悲伤逆
流成河》 的影视两版作品都已杀青，

并分别排期 2019 年和 2018 年秋
天；而《集结号》《芳华》《红海行动》等
电影都有了拍摄电视剧的计划……

无论 “影改剧 ” 还是 “剧改
影”， 口碑超越前作的， 目前看来仅
2017 年的电视剧 《白鹿原 》 一部 。

内容 “剧透 ” 的前提下 ， 要吸引观
众 “二次消费”， 该追赶热度还是该
尊重创作规律， 答案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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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戏曲院团练功房里， 是吊嗓拉筋翻

跟头的演员， 而在上海淮剧团则是另一番光

景： 吹拉弹打更显热闹。 继去年为青年演员

进行集训过后， 淮剧团今年夏天把眼光瞄准

了全体乐队演奏员。

给戏曲演奏员进行系统化集训， 这在淮

剧团是头一遭， 放眼戏曲界也少见。 试图解

决的， 却是眼下戏曲 、 尤其是地方戏曲发

展中十分迫切的问题 。 如今 ， 不少地方剧

种无法通过院校培养本剧种演奏人才 ， 主

要向京昆和民乐演奏吸纳人才 。 上海淮剧

团 30 人左右的乐队里 ， 除了主胡和打击

乐 ， 其余演奏员均来自上海音乐学院 、 中

央音乐学院的民乐专业 。 由于缺乏戏曲音

乐知识 ， 锣鼓点一响 ， 什么时候哪个乐器

该 “跟进 ”， 以什么样的节奏 “跟进 ”， 不

少 人 搞 不 清 楚 。 只 能 瞅 瞅 旁 人 ， 跟 着

“混 ” 进乐队整体演奏 ， 声音也不敢 “冒

出来 ” ， 生怕出洋相 。 这样一来 ， 音乐

“闷了 ”， 整体效果也打了折扣 。 民乐独奏

成了乐队伴奏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 上海淮

剧团乐队队长马勤说 ： “得益于系统的民

乐演奏学习 ， 演奏员的演奏水平都十分过

硬 ， 乐理基础夯实 、 悟性高 ， 所以很多知

识都能一点就通。”

这次集训就是要解决 “点拨” 的问题。

锣鼓在戏曲音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

为了昨天上午的打击乐课程， 马勤专门编写

了一套教材， 把淮剧里基本的锣鼓 “套路”

仔仔细细用简谱梳理了一遍。 淮剧的一个锣

鼓点有多少种用法、 有哪些又是京剧改编过

来的， 都有讲究。 就拿淮剧特有的 “背板”

来说， 其中的锣鼓可以整段运用在戏中， 也

可以用一半、 一小半、 甚至一小节。 他告诉

记者， 过去剧目演奏中， 有旋律的简谱， 没

有打击乐谱———因为后者都是记在 “老法

师” 的心里。 昨天这群 “转行” 的民乐演奏

员一拿到打击乐谱， 恍然大悟。 这样一来，

与乐谱按小节两相对应， 拍子就对上了。 到

底是 “底子好、 悟性高”， 年轻人一番实操

过后， “老法师” 马勤很满意。

集训持续三周后， 还有一出大戏等着他

们实际操练。 今天， 淮剧原创现代戏 《浦东

人家》 正式建组。 故事以浦东一户普通上海

人家经历的生活变化， 展现上海浦东开发开

放近 30 年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

海所走过的重要足迹。 如果说传统戏还有模

板可以参照， 这部原创作品考验着舞台上演

员对现实题材的把握， 也可以说是演奏员理

论知识的 “大练兵”。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影视“多胞胎”，
故事新编还是重复创作？

电视剧《合伙人》沿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叙事框架，但口碑与热度均不及影版

“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你只能

做到，不让皱纹刻在你心上。 ”五年前，

电影《中国合伙人》的这句台词让不少

人唏嘘过。 它浪漫诉说着，奋斗的心不

可老、不会老。后来，本片被视为国产片

创业题材的第一个成功注脚。

五年过去，电视剧《合伙人》在北京

卫视和优酷视频播出。新剧不仅有影版

的编剧参与创作，且叙事框架、人物设

定也沿用了大银幕的。 作为创业剧“标

配”，剧中台词读来也有励志成分，比如

“再难的路也是我们自己选的”， 比如

“你有勇气回头， 为什么没有勇气坚持

到底”。 可这些话没在观众心里激出多

少涟漪，剧集更是口碑惨淡。

近年来，电影与电视剧的“多胞胎”

层出不穷。有些是基于同一 IP 的“一鸡

多吃”，比如《泡沫之夏》《致青春》等都

有多个影视版本； 有些是沿用同一框

架、套用一个模板的“故事新编”，例如

现在的《合伙人》。 可除了 2017 年剧版

《白鹿原》的口碑远超此前的电影版，其

余影视的同题创作， 大多一版不如一

版。 问题出在哪儿？

时代本是创业剧最好的
土壤， 抽离真背景的创作如
同空中楼阁

和电影《中国合伙人》一样，剧里的

主人公也是异姓三兄弟：古东青———考

学多年的农家子弟，霍志远———自信到

自负的优等生， 王子———潮流青年、浪

漫主义者，人物性格基本能与影片中的

成冬青、孟晓骏、王阳一一对应。电影里

一首 《海阔天空 》为梦想点题 ，电视剧

《合伙人》选用同一支乐队的《情人》贯

穿始终。 加之都是三兄弟相识于微时、

有并肩有疏离最终创业成功的故事，影

视两版看似“配方”相同。但因一个创作

要素的剥离，剧作变了味。

时代，是创作者无法抛之脑后的要

素。

五年前的电影固然有煽情之嫌，但

片中怀的旧———上世纪 90 年代的 “土

孩子”逆袭，“美国梦”变白日梦，一代人

在友情、爱情、事业以及东西方文化碰

撞下的迷思等———都因严丝合缝的时

代感而具有现实落点，服装、道具、相应

历史节点的新闻资料片也都运用得恰

到好处。 反观荧屏上的《合伙人》，开播

前，它是被列在期待榜单前排的，因朱

亚文等人的演技有保障，更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主流为创业剧提

供了丰沃的受众土壤。但从播后反响来

看，恰是时代土壤“倒戈一击”，让剧本

露了怯。

电视剧从 2002 年讲起， 三兄弟大

学肄业，先跑物流，再转战电商。对观众

而言，切近的十多年是大家心头依然鲜

活的记忆，这些行当也都是互联网时代

拔地而起、令人叹为观止的产业。所以，

当剧中人到 2008 年仍在质疑物流业，

到 2010 年仍看不见电商创业的曙光，

难怪观众吐槽，“一切证明，他们真的不

适合创业”。更不消说，剧中大量的植入

广告、网络流行语，不少与真实年份错

位，让人不解今夕何夕。

时代本是创业剧最好的生发土壤，

此前的 《温州两家人》《鸡毛飞上天》等

都是成功示范。 相反，抽离了真背景的

作品只能沦为空中楼阁。

要避免相近题材重复表
达，元素堆砌绝非出新“反套
路”的良方

时间线混乱已是个大漏洞， 随着

《合伙人》播出过半，剧情里过载的爱情

戏份、牵强的人物遭遇，更让创业背上

莫名所以的骂名。

编剧给三兄弟各自安排了爱慕者。

西北王小爱对古东青一见钟情，不由分

说便千里追爱，送来他们创业的第一桶

金。 富家千金马小倩爱了霍志远多年，

先后在三人走投无路时充当送钱上门

的“天使”角色。个人能力上乘的杨子和

辛晴分别钟情于王子和古东青， 所以，

她们甘愿在酒局里扮演说客。 一言蔽

之，创业三人组身上并未显露太多闪光

点，他们开创事业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

开爱情的支撑。成功靠异性，看上去，难

道不是“大女主”“玛丽苏”的套路剧本？

三人组的个人经历也有着太多离

奇：遭人陷害被开除学籍，因肄业而找

工作碰壁，去西北送货遇“车匪路霸”，

第一次创业又赶上了行业 “霸凌”，“女

神”因爱不成反与三人仇人为伍。此外，

他们经历落水、失火，得过抑郁症，还轮

流背叛过彼此……细数起来， 动作、悬

疑、爱情等强情节类型几乎应有尽有。

元素堆砌的理由可以想见。创业剧

并非新兴述说，要避免相近题材重复表

达，似乎“创业+”才是唯一出路。 事实

上，创业故事“苟日新，日日新”。向辽阔

生活学习，不必面面俱到，即便只从互

联网创业这一处入手，也能谱出一本创

业新说。 遗憾的是，不少影视同题创作

都走了类似弯路。误以为元素越多表达

越新。 《匆匆那年》《何以笙箫默》《致青

春》等影视“多胞胎”，都是在“反套路”

的过程中跌入另一个陷阱。 殊不知，同

样剧本要吸引观众“二次消费”，真没那

么容易。

物归其所，海派旗袍回到发祥地上海
338 件海派旗袍入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家王水衷说———

本报讯 （记者李婷）由发源地上海

风靡至全国的旗袍被誉为海派文化的

代表。 近日，台湾收藏家王水衷将珍藏

的 338 件海派旗袍和相关饰品慷慨捐

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成就文博界一

段佳话。昨天，文物捐赠仪式在沪举行，

馆方从中精选出 70 余件举办 “衷藏雅

尚·海上流晖———王水衷捐赠服饰展”。

“这些旗袍和饰品是我花费近 30

年时间收集到的，别人问我会不会舍不

得，今天早上看到展览后，我觉得我最

初的决定是正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是

最好的归宿。”王水衷说，每次捐赠自己

的收藏，就像“嫁”女儿，百般地不舍，但

真的“嫁”对了人，心里是非常高兴。 海

派旗袍回到发祥地上海， 是物归其所，

期望它们在学术研究、展览展示等方面

发挥作用，实践美的诠释。

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海派旗袍是极

具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服饰，堪称传统

文化与西式文化融合的典范。王水衷捐

赠的服饰以海派旗袍为主，还包括清代

旗女袍服、长马甲、倒大袖上袄等，生动

诠释了 20 世纪初女性服饰的变化。 其

中，典型的长马甲、倒大袖圆下摆上袄、

阴丹士林旗袍、火腿纹印花旗袍等均是

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服饰。

“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映

射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性格。旗袍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角度， 从中

可以看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已

显露出现代城市文明的开放和个性 ，

同时也保持着传统中国的风骨和韵

致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员张霞介

绍， 本次展览选取的 70 余件海派旗袍

大多是常服， 不属于特殊的群体或个

人， 也没有 “弹眼落睛” 之作， 但代

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万千上海女性

的日常穿着。 这些旗袍面料、 纹样和

款式精细考究， 显示着与 20 世纪初欧

洲同步的流行节奏， 可以看出当时上

海的文化、 工业和百姓生活状态。

贴合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是海派

旗袍的一大特色。 据史料记载，彼时上

海时装的核心是美术，往往由设计师在

报刊上刊登设计款式，待读者看中制为

成衣。 画坛名流叶浅予、方雪鹄、张乐

平、江小鹣等都曾做过服装设计。 以叶

浅予为例，他在 1931 年至 1933 年期间

为 《玲珑》 杂志画服装设计插画 50 余

幅， 并曾担任云裳服装公司的设计师。

比如， 本次展出的一件半长式旗袍，就

与叶浅予设计过的一款格纹短袖旗袍

的款式十分相近———长度至小腿中部，

开叉及膝。 对于该设计，叶浅予还有过

专门的论述。 在《最流行之新装》一文

中， 他写道：“目下最流行的是长旗袍，

可是你在马路上走时， 或下车上车时，

你一定觉得她太长了吧……所以这里

拟定半长式的旗袍，专为下午或出门之

用。”既有出于穿着者习惯的考虑，也以

美术家的时尚触觉，引导大众审美。

“海派旗袍之所以成为经典， 正

由于它内里是时代的风尚和文化的力

量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胡江表

示， 作为一座综合反映上海地方历史

的地志性博物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的主要职责是努力利用馆藏文物文献

向公众展示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和江

南文化三种独具魅力的上海城市文

化。 王水衷捐赠的海派旗袍和相关饰

品， 无疑为该馆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展览现场， 海派旗袍精品集中亮相。

荩现场展出藏青色衬骆驼绒提花真丝短袖夹旗袍。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影视两版“合伙人”看似“配方”相同，但因“时代”这一关

键要素的剥离，剧版变了味，成了荒腔走板的“伪现实”剧。

▲电视剧 《合伙人》 剧照。

荨电影 《中国合伙人》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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