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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筱丽） 英国著名美术

馆泰特近日宣布旗下

四家场馆———泰特不

列颠美术馆、 泰特现

代美术馆、 泰特利物

浦美术馆以及泰特圣

艾夫斯美术馆将于本

月 27日重新对外开

放，引发业界关注。四

家美术馆的 “回归之

作”亦相当亮眼，其中

包括万众期待的安

迪·沃霍尔回顾展以

及英国拉斐尔前派著

名画家奥布里·比亚

兹莱展览等。 随着泰

特开门迎客， 英国的

主流艺术场馆将逐渐

走出疫情的阴霾 ，重

拾活力。

泰特现代筹划已

久的安迪·沃霍尔回

顾展终于将正式亮

相， 该展曾在今年三

月揭幕后紧急收场 。

闭馆期间， 馆方也曾

推出 “云观展 ”视频 ，

以满足公众需求。 作

为美术馆20年来首个

安迪·沃霍尔大展，本

次展览以新颖角度观

察审视这位波普艺术

领军人物的创作与生

活， 除了被大众所熟

知的如玛丽莲·梦露、

“猫王”埃尔维斯等名

人肖像画以及复制作

品 《六十幅最后的晚

餐》《绿色的可口可乐

瓶子》外，展览还将回

眸艺术家早期作为商

业插画师的经历， 以深度解读沃霍尔的

艺术生涯。 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1月。

奥布里·比亚兹莱50年来最大个展

和艺术家兼电影人史蒂夫·麦奎的艺术

装置是泰特不列颠的“开门大戏”。 去世

时年仅26岁的奥布里·比亚兹莱被称为

近代艺术史上最闪亮的一颗流星， 他对

线条的出色运用和在黑白画领域的创造

性成就使其在画坛占据一席之地。 本次

展览是泰特自1923年以来首次为其举行

的个展，囊括了他为《亚瑟王》《莎乐美》

所作插画在内的200余件作品。这也是继

1966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大

展后， 欧洲范围内最大规模的比亚兹莱

展览。

与此同时， 泰特也公布了2021年的

展览计划， 女性艺术家成为当之无愧的

主角。草间弥生备受好评的“无限镜屋”、

瑞士现代主义艺术家苏菲·陶柏·阿尔普

在英国的首个回顾展等均在列。

自英国政府7月4日起允许博物馆和

画廊重开后， 多家场馆已经逐步迈入正

轨。 代表性机构英国国家美术馆上周以

“提香 :爱情、欲望、死亡”和“尼古拉斯·

梅斯：黄金时代的荷兰大师”两大特展拉

开帷幕，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利物浦世界

博物馆等也已正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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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著到连环画，《山乡巨变》予当下何种启发
本报讯 （记者许旸）作为一种艺术

形态，连环画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青春

记忆。在当下，它该如何延续生命力？日

前，以“两个人的《山乡巨变 》———从连

环画看原著”为题，武汉大学教授蔡小

容与作家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

展开了一场线上讲座， 从原著到连环

画，探讨经典之作《山乡巨变》对当下连

环画创作的启发。

提到中国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是

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周立波长篇小说

《山乡巨变》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描

写了湖南清溪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

展过程，富有时代特性的人物群像跃然

纸上。 此后，1961 至 1965 年间，贺友直

绘画的同名四册连环画出版。原著与绘

本笔法相似，气韵一致，被评价为文与

画相得益彰的典范。

在蔡小容看来，贺友直两次推翻西

洋笔法，周立波也努力摆脱了早期作品

的欧化语言痕迹，他们都找到深扎本土

的“根”，这是对当下连环画创作的一大

启示。

“连环画并不因它是通俗大众的

艺术就影响了其艺术性 。 恰恰相反 ，

连环画在成为一种通俗的 、 大众的 、

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

同时， 艺术性得到了极大提高 。 许多

著名艺术家加入连环画创作中， 使它

真正成为美术而不仅仅是一种画术。”

在罗岗看来， 探寻连环画的几度起伏

困境， 创作人数的减少或许只是表层

现象， 更大问题在于艺术家灵感来源

的场域有待激活。

毛尖认为，连环画这一创作机制的

关键，在于画家和书写世界的关系。 “画

家书写现实一样创造了想象共同体，而

且画家与其写作对象之间、与世界之间

也有一种新的透视关系在确立。 ”

《山乡巨变》 对当今连环画创作

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 出色地把文字

人物翻译成图画人物。 “对照原著看

绘本， 身为画家的贺友直， 对原著的

理解相当精准而深厚， 甚至超过了部

分文学评论家， 这反映在贺友直对人

物形象的设计非常到位 。” 蔡小容举

例， 小说角色刘雨生的面相和善 ， 谢

庆元的眼神就有些阴戾； 陈先晋和亭

面糊的年纪、 打扮都差不多， 但这两

人决不会混淆， 一个扎实沉稳 ， 一个

谑虐诙谐； 菊咬金只是心事重重 ， 秋

丝瓜则有点让人胆寒……惟其如此 ，

加上画功， 他的 《山乡巨变》 才被视

为连环画的登峰造极之作。

“连环画是画故事的，但如果只画

故事情节 ， 没有大量细节动作让画面

生动饱满，势必只落得个图解故事的浅

薄，成‘跑马书’。 ”蔡小容说，周立波写

《山乡巨变》，贺友直画《山乡巨变》，都

曾去往故事发生地湖南益阳待了三年，

深入乡村生活。 从原著小说到连环画，

这种在艺术上追求现实主义的高度真

诚和努力，对当下创作仍有启发。

儿童综艺 《奇妙小森林》 剧照。

贺友直根据小说 《山乡巨变》 创作的同名连环画。 （资料图片）

《怪你过分美丽》中秦岚饰演莫向晚。

（均剧照）

制图： 李洁

《完美关系》中陈数饰演斯黛拉。

《安家》中孙俪饰演房似锦。

《谁说我结不了婚》中童瑶饰演程璐。

“她故事”缘何屡屡成为顶流

《怪你过分美丽》成行业剧高分之作，《安家》登顶今年上半年“剧王”，

另有一批女性群像剧集结而来———
网播剧 《怪你过分美丽 》日前落下

帷幕，收获豆瓣 8.0 的评分。这样的高评

分在国产行业剧中实属罕见。 这部最初

因演员高以翔而获得广泛关注的剧集，

最终凭借对娱乐圈的大胆揭秘让观众

眼前一亮。 剧中那个头脑灵活、行动力

极强的“金牌经纪人”莫向晚，再度拓宽

了日益丰富的国剧“女强人图鉴”。

莫向晚的惊艳亮相 ， 并不令观众

意外 。 独当一面的职场女性 ， 已成为

近年国产剧中的 “流量担当”。 在刚出

炉的 2020 上半年各大卫视晚间电视剧

收视率榜单中 ， 东方卫视 、 北京卫视

两大平台播出的电视剧 《安家 》 位居

第一， 成为今年上半年 “剧王”。 《安

家 》 中那个将 “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

子 ” 作为口头禅的房产中介房似锦 ，

同样让观众念念不忘。

接下来还有 《三十而已 》《二十不

惑》《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流金岁月》

《北辙南辕》《涩女郎》 等多部女性群像

作品亮相。 “她故事”屡屡成为顶流，与

当代女性境遇相呼应，也以独特的女性

视角丰富了行业叙事。

荧屏女性形象，从“圣
洁白莲”向“带刺玫瑰”转场

“姐姐 ”是今年国产文艺作品的一

大关键词。 在大热综艺《乘风破浪的姐

姐》之前 ，观众已被不少中生代女演员

饰演的职场姐姐惊艳：《安家》中孙俪饰

演的房似锦，《完美关系》中陈数饰演的

斯黛拉，《谁说我结不了婚》中童瑶饰演

的程璐，《怪你过分美丽》中秦岚饰演的

莫向晚……这些在职场中乘风破浪的

女性角色，涉及房地产 、公关 、编剧 、经

纪人等多个行业 ， 她们专业的行事作

风，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因为满足了大众对娱乐圈的普遍

想象，《怪你过分美丽》被不少观众称为

“大胆的娱乐圈纪录片”。 合照抢 C 位、

“魔改”剧本、流量明星轧戏、炒 CP 炒 IP

等现象的呈现，让观众忍不住结合娱乐

新闻，一一对号入座 。 作为 “金牌经纪

人”的莫向晚，既是 “大染缸 ”的近距离

观察者、直接运作者，也是拨乱反正者。

她理性平衡艺人、公司 、粉丝 、媒体 、剧

组和商业客户的关系 ； 对手下的小艺

人，一边立威、一边安抚，偶尔也会喂点

“过来人”的心灵鸡汤。 这一身名牌、觥

筹交错的光鲜外表下 ， 更藏着职场辛

酸 ： 每天三餐不定 ， 忙出胃病 ； 掌控

全局的同时还要不时为下属 “擦屁

股”， 小到手下的电子设备运用技能都

要提点操心。

在《怪你过分美丽》每集的开篇处，

总会出现一段水墨动画场景：一身红衣

的女主角走向都市，带刺的荆棘迅速生

长，最终绽放出一朵红玫瑰。 这是个体

在职场中打拼不易的隐喻，更折射出荧

屏女性形象从 “圣洁白莲 ”向 “带刺玫

瑰”的戏剧性转场。

如莫向晚一般，在职场打拼中积累

安全感，用专业阅历 “武装 ”自己 、内心

善意的女性 ， 是今年国产剧中的 “常

客”。 拿《安家》中的房似锦为例，这个时

时刻刻“眼里有活”的房产中介，给不少

职场新人带去启示与激励，更令观众动

容的，是她奋斗背后的隐衷以及内心成

长的弧线。 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的她，

通过加倍的努力逃离原生家庭，一度活

得像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在之后与

同事的真挚交往中，人情味与同理心再

度在她心中抽枝发芽。

题材热度延续，女性群
像戏成下阶段“爆点”

可喜的是，这股女性题材的热度还

在延续。 从目前各大网络、电视平台发

布的剧集计划看，就有 《三十而已 》《二

十不惑》《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流金

岁月》《北辙南辕》《涩女郎 》 等多部作

品，纷纷将镜头对准了当代女性的个人

风采与生活境遇。

将于本周登陆东方卫视的《三十而

已》主打“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部电视

剧从三位 30+女性的视角出发， 铺陈出

都市熟龄女性在事业与家庭、梦想与现

实中取舍徘徊的故事。 “不管处于什么

状况下的女人，都应该有梦想的权利”，

是剧中一句画龙点睛式的台词 。 江疏

影、童瑶、毛晓彤饰演的三位女主人公，

各具看点。 与《三十而已》形成互文的，

则是近日登陆湖南卫视的《二十不惑》。

《二十不惑》 从四名即将步入社会的女

大学生的视角展开，展现成长的欢欣与

困惑。 关晓彤、李庚希两大“国民闺女”

悉数入镜。

打出刘诗诗、倪妮“双女主”阵容的

《流金岁月》， 改编自亦舒的同名小说。

小说《流金岁月 》讲述了蒋南孙和朱锁

锁两位性格、出身迥异的香港女孩相互

扶持、一同成长的故事。 电视剧版的故

事背景被“挪”到了二十世纪 90 年代的

上海。 更值得一提的是，《流金岁月》的

出品方以及导演沈严， 正是 2017 年热

播剧集《我的前半生》的幕后打造者，后

者同样是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的“双女

主”题材作品。

同样有原作底本的 ， 还有电视剧

《涩女郎 》。 《涩女郎 》 改编自朱德庸

同名漫画 ， 讲述了几位性格鲜明的都

市女性 ， 共同应对生活困境 、 寻找自

我与幸福的故事 。 十几年前 ， 《涩女

郎 》 就被改编成电视剧版本 《粉红女

郎》。 当年 ， 由刘若英 、 张延 、 陈好 、

薛佳凝分别饰演的 “结婚狂 ” “男人

婆” “万人迷” “哈妹”， 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情境互动中，身心愉悦地扣好“第一粒扣子”

暑假来了，一批寓教于乐的儿童综艺走进观众视野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

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饱含深

情的《背影》无疑是现代散文中的经典

名篇，朱自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寥寥

几笔勾勒出质朴、慈爱的父亲形象。 其

中，父亲步履蹒跚地爬过月台给孩子买

橘子吃的细节，更是令无数读者为之动

容。 近期在江苏卫视播出的课本剧《第

一粒扣子》和在 B 站上播出的《传奇的

中文》首期节目不约而同地聚焦这篇讲

述父爱的作品，引发关注。

暑假来了， 一批寓教于乐的综艺

逐渐走进观众视野， 除了 《第一粒扣

子》 和 《传奇的中文》， 吴奇隆和郑爽

加盟的芒果 tv 自制新综艺 《奇妙小森

林》 和爱奇艺自制全网首档通告类儿

童综艺 《快乐奇巴布》 也于近日上线。

这些儿童综艺内容纯真朴实， 既

为儿童提供了趣味的观看体验， 又融

合了思考、 分享等多种元素。 学者表

示 ， 体验式的综艺节目可以让孩子

“做中学”， 通过情境和互动获得书本

所不能传递的感受， 对于疏导孩子内

心世界、 改善亲子关系也有很大帮助。

借别人的故事，表达
和倾听彼此的心声

综艺节目， 顾名思义， 综合了多

种艺术形式的节目， 主打新鲜性、 多

元性和趣味性。 纵然曾经涌现过为博

观众眼球而一味追求趣味甚至噱头的

综艺， 但是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综艺

跳脱出纯粹服务于娱乐的综艺模式 ，

开始关注节目的深度和意义。 最近播

出的多档儿童综艺便是如此。

比如，每期时长 15 分钟的《快乐奇

巴布》以真人、CG 动画、人偶的新奇组

合为基础呈现，兼具梦幻感与科技感的

观看体验，激发孩子参与的热情。

明星化身平凡父母和别人家的孩

子互动这一模式已不新奇， 早在数年

前的 《爸爸去哪儿》 中就已经尝试过。

此次 《奇妙小森林》 进行多方面创新，

不再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娃， 而是由四

位艺人共同组成 “森林家族”， 带领 6

位素人萌娃开启梦幻森林之旅。 艺人

队伍中既有成为父亲后 “生活作息都

围着孩子时间转” 的吴奇隆， 也有尚

未结婚的 90 后演员郑爽、 谭松韵和张

新成 。 他们凭借细心体贴的一句话 、

一个动作让孩子们建构起对他们的信

赖， 通过孩子的角度思考， 磨合和孩

子之间的关系。

“这些儿童综艺节目都有一个共

同特点， 即引入孩子视角、 让孩子成

为节目的主角。”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

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凌表示， 这些

节目拓展了生活情境， 强调了互动的

关系———既有孩子和孩子的互动 ， 也

有孩子和成人、 孩子和自然之间的互

动。 每一次即时而真实的互动， 能让

孩子全感官代入， 获得更多鲜活而立

体的感受。 相比说教， 更有利于孩子

身心融合和发展。

李凌还提到一个心理学上的概

念———观察学习，即人们都具有从别人

的行为中学习、领悟的能力。比如，家长

和孩子共同观看《奇妙小森林》，除了放

松、娱乐、开阔眼界，还可以就每一位明

星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及关系展开讨论，

交流各自的感受和理解。 这样，借别人

的故事， 可以表达和倾听彼此的心声，

让现实的关系流动起来。

沉浸式体验，体会文
字背后的深厚情感

江苏卫视推出的课本剧 《第一粒

扣子》 近日开播， 另一部课本剧 《传

奇的中文》 也于日前登陆 B 站。 两个

节目的第一集 《背影》， 都通过小演员

们的演绎， 勾勒出朱自清笔下穿着青

布棉袍、 黑布马褂的父亲形象， 节目

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孩子真正读懂经典

课文， 成为疏导孩子内心世界的一剂

良药。

事实上， 这两档节目的主题都是

表达对于科学先驱、 艺术前辈的敬仰，

对于英雄的赞美或传递默默奉献、 不

图虚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正能量

满满。 比如， 《第一粒扣子》 接下来

几期授课的内容涵盖 《落花生》 《木

兰辞》 《纪念白求恩》 《陆羽与茶经》

《邓稼先》 《张衡》 《七根火柴》 等名

篇。 《传奇的中文》 则将聚焦 《七根

火柴》 《花木兰》 《论语》 《嫦娥奔

月》 《女娲补天》 《长风破浪会有时》

《徐悲鸿励志学画 》 《孔乙己 》 《故

乡》 《祝福》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等耳熟能详的课本篇目。

李凌表示， 用表演的形式来活化、

再现课本中的文学作品， 这样的节目

不仅可以唤起孩子对于课文的兴趣 ，

加深对于文本内容的印象， 也能触发

他们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传递正确的观念 ，

引发孩子思考和感受。”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刘俊升表示，

少儿综艺聚焦朱自清的 《背影》 等名

篇， 让观众和参与体验的孩子学会感

恩父母、 学会换位思考， 对于改善亲

子关系有很大帮助。 孩子通过节目中

的沉浸式体验， 可以体会文字背后更

加精细的表达和深厚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