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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启哲

文化 公告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韵度清
越——元代画家曹知白诞辰750周年纪

念暨山水画展”，昨天在青浦区博物馆

开幕。据悉，此次展览是国内首个以

曹知白为主题的展览，共展出国内外

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的曹知白及其好

友相关作品、复制品近30幅，这也是

其作品的首次集体亮相。

曹知白 （1272-1355），字又玄，

号云西，学者尊称其为贞素先生，元

代松江府华亭县贞溪 （今上海市青浦

区练塘镇小蒸） 人，著名山水画家。

曹知白一生居于乡里，喜交天下名

士，与无锡倪瓒、昆山顾瑛合称为

“江南三大名士”。

艺术成就方面，曹知白早期绘画

深受李郭派影响，至晚期，吸收董

源、巨然画风，风格为之一变，从粗

实腴润向细淡简疏转变，形成简约清

越的画风，富有浓厚的文人画意味，

在元代画坛上占有重要一席。现存其

画作有20余幅，以 《双松图》《疏松

幽岫图》《溪山泛艇图》《群山雪霁

图》等最为世人熟知。“韵度清越”是

“元四家”之首黄公望对曹知白作品的

评价。

据介绍，本次展览设有“文裕之

家”“曹园雅集”“高风雅度”“逸品流

芳”四个单元，详述了曹知白这位上

海本土画家的生平往事，尤为着墨于

其书画和雅集，描绘了元代松江府一

带名人辈出、鸿儒谈笑的文化盛景。

曹知白的画在绘画史上有什么地位、

曹知白有何种魅力召集一众文人、他

们在雅集上都做了些什么……展览现

场，这些问题都将以图文、视频动画

等形式进行解答。

值得一提的是，国宝级藏品——

上海博物馆馆藏曹知白 《清凉晚翠

图》真迹于即日至12月15日展出。

据悉，本次展览得到故宫博物

院、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外多家博物

馆、美术馆的支持。展览将持续至

2023年2月15日，市民可预约参观。

元代曹知白画作首次集中展出

在《万里归途》蝉联单日票房冠军

42天后，终于有一部新片——《扫黑行

动》取代了其榜首位置。这是真正意义

上的扫黑除恶题材院线电影，它以中央

政法委重点督办案件为原型，直击黑恶

势力最为真实、险恶的一面，展现国家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的力度和决心。

统计数据显示，该片自11月11日

公映后连续数日登上当日票房冠军，截

至记者发稿时，票房累计超过8500万

元。与此同时，关于“套路贷”的危害、

已故演员吴孟达生前参演等相关话题

频频登上热搜榜。而在热度与票房之

外，电影更传递了“邪不胜正”的价值

观，并借片中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之口向

大众宣告：“扫黑除恶行动不会停止。”

层层悬念让观众不知不
觉间被“普法”

近年来，随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开展，多起“套路贷”案件被破获。

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

就打掉利用网络实施“套路贷”犯罪团

伙41个。《扫黑行动》的一大看点，是取

材真实案件，通过讲述“套路贷”链条上

的涉黑团伙以及他们背后保护伞的故

事，进行一场深入人心的普法教育。

电影中，十余个穿着花衬衫、戴着

大金链子的壮汉，言语粗鄙、举止粗俗，

人手一支烟把装修豪华的会议室弄得

烟雾缭绕——光看这场景怎么也无法

和大众印象里西装革履的金融行业联

系在一起。实际上，在这里开会的是一

伙暴力催收公司的头目，他们使用欺

诈、殴打、恐吓、强制拘役等手段非法侵

占被害人财物，是一伙包裹在金融行业

外衣下的黑社会组织。但他们仅仅是

危害巨大的“套路贷”的外围小喽啰，跟

随电影《扫黑行动》的镜头，观众看到了

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大学生，是如何被

“套路贷”从两万元借款一直利滚利到

九十万元，最后被暴力催收人员从楼顶

推下去身亡。美好的生命还没来得及

绽放就被摧残毁灭，这个基于真实案例

创造的悲剧角色加深了观众对“套路

贷”危害性的直观认识。

从女大学生坠楼案的侦办入手，

该片还一步步挖出了帮派斗争、以商

养黑、官商勾结、境外资本转移等局

中局、案中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叙事节奏紧凑。业内人士认为，《扫黑

行动》 在真实性和艺术性之间做到较

好的平衡，在紧张悬疑的氛围中，反

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巨与复

杂，彰显司法公平正义。

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为
电影增色不少

《扫黑行动》的另一大看点是堪称

“梦之队”的主创阵容：它由《反贪风暴》

系列导演林德禄执导，周一围、王劲松、

秦海璐、张智霖、曾志伟、吕良伟、肖央、

董璇以及已故演员吴孟达等多位实力

派演员同台飙戏，为电影增色不少。

比如，秦海璐饰演的周彤是金融企

业家安逸明的妻子，她既能风情万种地

周旋在多个狡诈圆滑的黑社会“大佬”

之间，又能施展霹雳手段震慑住一众心

狠手辣的暴力催收头目。这样一个人

物，居然会粗心大意忘记关掉保险柜，

导致丈夫的关键犯罪证据泄露？观众

前一秒觉得情节离谱，随即发现原来是

她刻意布局。王劲松饰演一位深藏在

公安系统内部的腐化干部，随着案情的

突破，眼看着自己这个“保护伞”也即将

暴露，他在案情分析会议上紧皱眉头又

强颜欢笑、手中无意识地拧笔  种种

小动作小细节让紧张不安的情绪细细

“泄”出。而吕良伟演的嚣张狂妄凶残

的黑社会“老大”，让演对手戏的曾志伟

也大呼“要说狠，还是你狠”。

《扫黑行动》在群像塑造上颇有想

法，出场角色大多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

内容丰富的故事线。不过，也正因如此

显得剧情线索过于饱和，如果能在剧情

剪辑方面“勇于舍去”，或许会“得到更

多”。尤其对部分“经费在燃烧”的动作

片场景，观众认为不妨减去一些追车打

戏，把更多时长充实到主线破案的过

程，或许会让剧情更为紧凑、扎实。

接棒《万里归途》连续数日登上日票房冠军

《扫黑行动》：善恶交锋中彰显正义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这张专辑
既是对恩师的告慰，也是我京剧生涯

的一个逗号，未来可期。”北京京剧院

青年老旦名家侯宇说。昨天下午，京

剧唱片《清音雅韵——侯宇京剧老旦

唱腔精选》记者见面会在复星艺术中

心举行，共收录《对花枪》《金龟记》《目

连救母》《八珍汤》《罢宴》《朱仙镇》《杨

门女将》《徐母骂曹》等经典老旦剧目

中的16个核心唱段，凝聚着侯宇从艺

30年的艺术积累。

侯宇出生于梨园世家，3岁开始学

习京剧艺术，14岁考入中国戏曲学院，

200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便进入北京

京剧院工作至今。一路上，因为外形

条件更偏向青衣，不少梨园前辈都劝

她“改行”，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

兴趣，执着于老旦行当30年。

《清音雅韵》历时四年打磨，所收

录的多个不同板式、不同韵调、不同

风格的唱段全面展现了侯宇在老旦

唱腔方面的艺术风采。如今的成绩

离不开老师们一路的呵护，侯宇至今

仍记得已逝恩师、京剧表演艺术家李

鸣岩在录音棚亲自指导示范的日

子。“老师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受，

但依旧带着我唱了《目连救母》和《徐

母骂曹》中的三段，这些唱段也是对

老师永远的纪念。”

这张专辑凝聚了多位大家的心

血，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葆秀与郑子茹

都为侯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建

议。作为《对花枪》的原排演员，郑子

茹听完侯宇的唱段，会心地对她说

道：“谁能唱成你这样。”简简单单一

句话让侯宇深受鼓舞，“虽然老师常

常批评我，但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

里”。录制唱片的过程也是一次对艺

术精益求精的过程。“当我的声音和

声腔被细腻记录的同时，也会暴露出

一些瑕疵。有时唱小了，有时唱过

了，要像大师一样唱得恰到好处又韵

味十足是我努力的目标。”

唱片的录制集结了北京京剧院青

年团的优秀乐师，京胡伴奏由资深琴

师王福隆领衔，全程带领乐队进行录

制，他与鼓师马帅等艺术家精诚合作，

以精湛娴熟的演奏技艺提升了侯宇的

声腔感染力和表现力，为其演唱艺术

增色。

创排于上世纪80年代的《对花枪》

开创了“文武老旦”这一京剧行当，堪

称是第一出老旦的情感大戏，是京剧

老旦行当中里程碑式的经典剧目。侯

宇曾带着这出剧目来过上海，“老旦挑

大梁的机会不多，但上海观众的热情

和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此次专

辑中共收录了《对花枪》中“我的家祖

居南阳地”“叫孙儿你与我速备纸砚”

“空盼望气难忍我好心伤”三段精彩唱

段。除了演唱老师教给自己的传统骨

子老戏外，侯宇在唱段中也加入了突

破，《朱仙镇》中的“十六载陷金邦无限

悲愤”便是她新的尝试，“这是王玉敏

先生的代表作，我想根据他的唱腔试

着用自己的声音诠释这一段。”

身为一名青年京剧人，侯宇期待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爱上京

剧。在遵循老旦行当表演程式的前

提下，她不断尝试各种跨界挑战：在

社交媒体平台拍摄制作“侯宇京剧知

识小课堂”、参与设计创作、翻唱经典

曲目，用当代观众喜爱的方式传播京

剧艺术，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传统文

化、喜欢京剧、走进剧场。“伴随民族

自信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传

统文化艺术，我会继续用心诠释京剧

的意蕴美、哲学美、内涵美，引领更多

年轻人走近京剧，热爱属于我们自己

的国粹。”

据悉，侯宇明天还将在捷豹上海

交响音乐厅举行的《共赴美好公益盛

典》音乐会中演出《杨门女将》之“哪一

阵不为江山不为黎民”选段。

执着老旦行当30年，
侯宇京剧唱片亮相上海

四年前，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博主

发布了一则视频，记录他在美国试图挑

战一天内不用任何“中国制造”会发生

什么。结果是，不管是衣食住行、商场

家中都被“中国制造”所包围。他的美

国邻居自信满满，认为自己专门从精品

店购置的“高端产品”中不可能有“中国

制造”，可当博主跟随她来到家中，从榨

汁机、台灯、沙发再到她“最爱”的饮水

杯，都是“中国制造”。尽管挑战不用

“中国制造”日用品的过程中出尽洋相，

可他却感慨“有点小骄傲”。

不久前，他又发布了一则新视频。

这一次“主角”不再是家电日用品这些

“中国制造”，而是一台“中国智造”的

AR眼镜。当他带着设备在美国街头邀

请年轻人试戴体验时，听说是来自中国

的技术，有小伙打趣说：“中国科技现在

也太厉害了！硅谷伙计可要注意了！”

在一声声“哇”“酷”中，他的“小骄傲”变

成了“大大的自豪”。

伴随着一批中国博主“扬帆出海”，

在海外平台获得百万级粉丝量与亿级

播放量，由此带来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文

化传播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他

们的故事里，有传承千年的榫卯技艺；

也有曲水流觞的民乐浩荡；有乡村振兴

下的“新田园牧歌”，也有从欧美火到日

本、巴西网红圈的中国时尚新锐……万

千镜头与美好笑脸，是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的生动注脚，也是无数普通人从民族

文化与美好生活中获得自信自强，展示

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精彩缩影。

既展示千年的传统文化
积淀，也讲述今日中国的奋进
风采

透过“滇西小哥”“阿木爷爷”“手工

耿”“碰碰彭碰彭”等一批博主的镜头，

仿佛举起一支万花筒，由此展开中国历

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万千气象。

被誉为“当代鲁班”的“阿木爷爷”

在Youtube目前已拥有143万粉丝。65

岁的他几乎不使用任何现代机械工具，

而是从伐木开始，一点点徒手打造鲁班

凳、苹果锁、拱桥、将军案等木制品。

2018年，本是山东聊城人的他，携妻子

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照顾孙

子。作为互联网三农内容创作从业

者，儿子王保成在父亲身上看到了故

事潜力。由此，原本只是普通农民的

他，成了一路从国内火到海外的视频

博主，让不少海外网友用点赞表示敬

意：“这也是 ChineseKongfu（中国功

夫）！”对此，老爷子却很清醒：“不是我

火了，是老祖宗的手艺火了。我要把这

个事情‘讲究’下去，更好地传播咱中国

文化。”

数千年的文化积淀给了博主无穷

的灵感与滋养，而今日之中国同样值得

用心书写与记录。其中，海外平台已拥

有954万粉丝的“滇西小哥”备受期待。

名为“小哥”，其实是个姑娘。而她的观

众更爱随她的家人那样，唤她一声“盆

姐”。这个名字，也就道出她更为朴实

接地气的形象。在唯美的乡村画面语

言的基础上，“滇西小哥”少了些“归隐

山林”的“仙气”，多了些一饭一蔬的“烟

火之气”。她的镜头里有弟弟、有邻居

大爷、有好姐妹，在讨论果子甜不甜的

家常话里，谱出一曲当代中国的“田园

牧歌”。这让通过俄语字幕观看视频

的网友感慨：“这个中国女孩因勤劳而

美丽。”

可以说，他们既是“中国故事”的讲

述者、传播者，更是“中国故事”的主

角。而赢得海外网友点赞热议的“中国

故事”，就是他们每一天所参与、所感受

的美好真实日常。

讲述中国故事，也传递中
国精神、擦亮中国品牌

面对日益丰富的视频文化输出内

容，葡萄子传媒内容出海部的负责人茱

莉将当下在海外平台受到追捧的视频

博主分成了几类：美食类、音乐类、民族

非遗文化类和田园生活类。不管是哪

一类，其核心魅力都在于东方元素、中

国故事。茱莉提到，当下“出海”取得一

定成绩的博主，几乎都有意识地擅用东

方元素，向世界用户展示一些只有中国

才有的、只有中国创作者才可以做的内

容。在此基础上，向全球用户传递人类

共通的真诚美好，从而实现口碑与流量

的双赢。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故事里所传递

的坚韧不拔、创新创造、热爱生活的中

国精神，能够跨越语言与种族，触达每

一个有爱的心灵。眼见着“阿木爷爷”

从伐木到打磨木材再到组装的过程，海

外粉丝“gajjar”说：“不管我何时看到，总

能从中获得激励，谢谢你！”看到“阿木

爷爷”为小孙子制作了一只可以行走的

木质小猪佩奇，美国粉丝“Sammy”惊呼：

“他也是美国的爷爷！”

有学者感慨，我们的视频博主越来

越意识到，不管是展现传统文化还是讲

述当代故事，要赢得全球网友的认同，

其背后的价值观都绕不开真、善、美三

个字。迎合、满足所谓“猎奇式的窥

探”，或许能够收获一时的点击量，但最

终有长久生命力的内容与博主，一定是

透过故事展现真、善、美的。

更令人欣慰的是，伴随中国博主在

海外的话语声日渐响亮，“中国品牌”也

借由海外社交平台网红“安利”实现“弯

道超车”。你或许没有听过跨境电商

SHEIN这个词，可因价格亲民、物流便

捷、款式新潮，它已经成为不少INSTA 

GRAM、Youtube海外网红最熟悉的“中

国品牌”。

依靠“海外网红种草+快时尚”模

式，其业务已遍及全球220多个国家和

地区。一时间，测评SHEIN服饰风潮又

从欧美火回了国内，中国网友不禁打

趣：“老外终于也能享受到和我们一样

实惠又便捷的网购体验了！”眼下，

SHEIN从线上布局线下，在日本大阪和

东京开了实体店铺，限定“营业”三个

月。开门前，日本年轻人大排长队，成

为热门“网红打卡地”。无独有偶，海外

美妆博主WayneGoss就曾在他的视频

中介绍过花西子苗族印象礼盒，Goss叔

毫不吝啬地赞美了产品，无论是包装、

产品质地还是使用感受都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并希望花西子门店可以早日开

到英国。而彩妆品牌“花西子”干脆自

己在TikTok、Twitter开设官方账号，前

者已累积70万粉丝。能够在起步更早

的欧美彩妆市场闯出新路，既有与海外

博主合作讲述展示中国产品的因素，更

有其在产品设计对“东方美学”的一以

贯之。

人可敬、事可信、品牌可爱，无数点

滴美好与奋发，润物无声地把中国“安

利”给了全世界。

滇西小哥、阿木爷爷、手工耿等一批视频博主“出海”，在海外平台获得百万级关注和亿级点击

在美好日常里把中国“安利”给全世界

《扫黑行动》海报。

侯宇演出照。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卫中

▲博主“碰碰彭碰彭”身着汉服在巴黎奏响中国乐曲。

 云南姑娘“滇西小哥”致力于制作和介绍云南美食。

 “阿木爷爷”展现神奇的榫卯技艺。（均视频截图）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