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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六合系列歌本，歌者，诗也，“诗
词歌赋出三江”的又一颗璀璨明珠。“雷
震六合”从雷州、从历史走来，既溯源回
归诗词之风雅，又以标准化、规范化语言
让雷歌回归母体文化。六个月六本歌，
六本雷歌六本诗集，上千首雷歌上千首

“雷七绝”。
“雷震六合”，诗歌一体，诗的意境，

诗的语言，诗的修辞，雷歌的本色。如
《火烧赤壁》“光阴荏苒岁月送，成败枯荣
转头空。绿水青山依旧在，成亦英雄败
英雄”，气贯千秋之哲理性雷七绝也。《智
取威虎山》“深藏若虚持孤操，漱石枕流
志不消。松筠有节耐冬冷，桃李无言报
春潮”，以诗来歌咏深入敌穴的人民英
雄，松竹高节英雄志，桃李无言自成蹊。

《沙家滨》“红霞满天山河醉，楚尾吴头金
光辉。万竹岛上长虹现，心随彩云到边
陲”，歌如诗画，锦绣河山亦如诗似画。

《凤仪亭》“遥望白鸥戏江浦，啸侣鸣俦鸟
鸬鹚。薄雾轻烟宠岸柳，风吹云浮撼庭
梧”。《卧薪尝胆》“今日出行遂心愿，幸得
美人在溪边。抬望蓝天白云丽，波皱溪
流碧粼粼”。诗景美，人更美，貂蝉、西施
之美，胜过江南绮丽风光。

歌中名句如初春出墙之红杏，占尽
风流，如《凤仪亭》“踏月归来马蹄疏”，心
采天上月，马踏地上霜，优哉游哉，连环
计开局顺利、匡扶汉室可望，王允之开心
尽在明月朗朗马蹄疏中；“芙蓉出水枝带
露”，此句影映出的泪美人，可爱又可怜；

“小荷才露尖尖角”，碧泉先生的“浮水小
荷卷还舒”，自然卷舒之中亮出初夏之
美。《卧薪尝胆》“静听黄莺唱杨柳，痴看
芳池鱼戏莲”，一“静”一“痴”，莺啭杨柳
之妙，鱼戏莲池之情，诗如杨柳之清柔，
画出荷华之芬芳；“丽日薰风生阁殿，皓
月楼台笼轻烟”，因“生”而诗境空灵，诗
情轻盈，因“笼”而歌意深沉，歌韵悠悠，
馆娃宫深院，锁住浣纱溪自由、灵秀之
美，令人慨叹令人怜；“阳春雨后花柳苑，
秋沼波澄芰荷天”对仗工整，春雨花柳
苑，花容柳色，春苑别样鲜，秋波芰荷天，
波恬荷静，湖天格外清，姑苏台尽得江南
春色秋光。

六本雷歌高唱“新七绝”，“风雅颂”、
“美人芳草”与唐诗宋词于千歌中翩跹
舞，化诗词为歌，歌诗化，诗入歌，歌诗一
样情。如《凤仪亭》，将《诗经》“手如柔
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
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熔化冶炼，
遂成精彩绝伦的雷歌：“一点樱桃绛唇
吐，碎玉两行喷金珠。螓首蝤蛴合古典，
艳丽动人世间无”、“身轻如燕蹈莲步，皓
齿蛾眉凝脂肤。顾盼生情瞬流眄，是仙
是人问司徒”、“强整丝袖抬皓腕，素手纤
纤柔荑浮”，貂蝉国色天香，美若天仙下
凡尘；《王佐断臂》“俺生北国南朝性，乳
娘教吾念‘诗经’。关关雎鸠鸟意会，君
子好逑淑女行”，化用《关雎》，道出陆文
龙内生的家国情怀；“单马独臂伴孤影，
枯柳败松折翅鹰。秋前蝉噪怨夏暮，霜
后阵鸿声哀鸣”，屈原以“芳草”“美人”喻
君子，王佐以“枯柳败松折翅鹰”喻自己
为少年英雄归国而断臂牺牲，修辞手法
如出一辙；《凤仪亭》“风袅一枝形半露，
楚腰婀娜妙舞姿”，从杜牧“楚腰纤细掌
中轻”化生而出，而“风袅一枝形半露”，

神来之笔，半露“风袅”，半隐半显之美，
魅力无穷，动人魂魄，欲赏未尽得，欲罢
又不能；“丈夫为人大义凛，正气浩然贯
日星。沛塞苍冥吞河岳，清夷含和吐明
庭。”歌颂王佐舍身报国情，从文天祥《正
气歌》中冶炼而出。杨子荣“寿命难延情
难了，理想事业价值高。为国为民何所
惜，生死昆仑两逍遥”；谭嗣同“我自横刀
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人壮怀激
烈，为国为民，慷慨赴难，英气干云。“怒
发冲冠风云静，激烈壮怀神鬼惊。遗恨
未雪靖康耻，愧对世人负朝廷”；“踏破贺
兰山路径，车马纵横驰纬经。八千里路
云和月，未立涓埃辜功名”；“直捣黄龙迎
二圣，收拾山河重光兴。精忠报国无二
志，长啸青云抒豪情”等歌，出自《满江
红》，美如《满江红》。

六本歌中，成语典故比比皆是，名人
逸事点缀成趣。仅以《王佐断臂》为例，

“赴汤蹈火入敌境，虎穴龙潭寻精英。心
出生死轮回外，思入风云变幻情”，一首
歌中就有“赴汤蹈火”“龙潭虎穴”“思入
风云”三处成语，“心出生死轮回外”则一
句三典。萦绕诗中者，如屈原“身既死兮
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爱国魂，王
佐断臂报国，又见屈原爱国情。“‘草木皆
兵’神难定，‘风声鹤唳’败魂惊”，“‘三皇
五帝’朝与代，‘四海五湖’晦和明”，以及
助纣为虐、惊心怵目、曲突徙薪、金戈铁
马、醍醐灌顶、横朔赋诗、狐死首丘、风和
日丽、恍然大悟等成语，异彩纷呈。“生似
老爷像缩影，俊秀斯文眉目清。未识叨
陪和鲤对，恰似生前已趋庭”，孔鲤趋庭
受教；“双双而飞自由恋，翻阶蝴蝶趋花
鲜。至今想起庄周梦，是蝶是人还是
神”，庄子梦蝶；“愿者上钩法姜尚，顺天
应人渭水渔”，渭水钓鱼；“军纪严明细柳
营”，周亚夫军细柳，汉文车驾不得入；

“王佐箭书点清醒，骋足沙场秋点兵。云
散天蓝谁点缀，玉兔今夜十分明”，“骋
足”句，出自辛弃疾《破阵子》，“八百里分
麾下肉，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饮马长江澄玉宇，泛舟西湖倾壶瓶”，
“试马柳林秋风劲，虎帐烛台夜谈兵”，
“潇潇雨歇‘沥泉’挺”，“雁字回时杨柳
菁”，骅骝思乡、中原逐鹿等，或隐用典，
或明用典，引经据典，各有千秋。而非常
见的偏僻典故，更显作者博大精深之文
化底蕴，像《卧薪尝胆》“大王钩深又致
远，毛发锋芒辨认真。花二十年磨一剑，
计不旋跬思卓群”，“计不旋跬”，见于《新
唐书》，李渊太原起兵，采纳弃晋阳，直取
关中之计，一举得天下，此歌寓计然献七
策，勾践用其五则灭吴。《沙家滨》用传统
文化之茶道、药典与敌周旋，出奇制胜，
别开生面，妙趣横生，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成语典故、名人逸事，运用自如、恰
到好处，歌词语言既标准化、规范化、诗
词化，又有鲜明的雷州特色，“雷震六合”
雷州老少能歌之咏之，而且自然而然重
回母体文化体系。

碧泉先生六本风雅雷歌，一气呵成，
开创雷歌发展的新时代，树起雷州文化
发展新的里程碑。“雷震六合”是雷州的，
又是全国的，是全国人都能欣赏的诗化
之歌、富有雷州风韵的“新七绝”。

（作者系茂名市委党校原副校长）

千歌千首诗
■ 符培鑫

近来，首部中国IMAX动画电影《哪
吒之魔童降世》上映第五天就突破国产
动画电影内地票房纪录。不久前在北京
故宫举办的“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
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也因该项目申遗
成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在中国神话故事和古代遗址发现基
础上打造的这些文化精品，它们在考古及
文化创意方面的新发现、新创造和新包装
等，而成为令人瞩目的热点文化现象。

作为神话故事和传统动画电影中有
知名度的人物，哪吒向来以少年英雄的
形象示人，而新版“魔童哪吒”一反常态，
长着鲨鱼齿、神情叛逆，有些玩世不恭，

这缘于他本该成为“灵珠英雄”的命运被
改变，不凑巧投生为“混世魔王”，但他不
认此命，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勇敢地
进行抗争；加上特效密集的对打场景，30
秒一镜到底的镜头运用，以及如梦如幻
的山河社稷图、太乙真人的神奇毛笔等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为讲好中国
故事增添了色彩。

良渚古城遗址不久前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成
果，首先得益于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从玉
器、大墓、祭坛，到城市、宫殿、水利工程；
其次是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这遗址进行有
效保护，建立了古城遗址公园和相关博物

院；之后是将其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如今，人们不仅可实地参观位于杭州

郊外的这一古城遗址，而且可以通过图片
展览和一系列动漫作品，了解见证中华五
千多年文明的良渚文化；另外，还可以通
过“魔童哪吒”这样的动漫形象，看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巨大张力和创新空间。

灿烂瑰丽的中华文化宝库，为后人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创意源泉。从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热映到良渚古城遗
址的备受关注，表明对具有中华文化基
因的题材进行挖掘和创新，可以在做大
文创产业的同时，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

红色表情：
那个时代的风华正茂
《八子》中的满崽是八兄弟当中年纪

最小的，电影讲述了15岁的他参加红军
实现个人成长的故事；

《信仰者》中的寻淮洲是红军历史上
最年轻的军团长，牺牲时年仅22岁；

《可爱的中国》围绕方志敏的生平展
开，他牺牲时不过36岁……

他们都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流血牺
牲。“我希望通过这些年轻革命者的故
事，让当下的年轻人感悟先辈们的精神
追求——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信
仰者》导演杨虎认为，通过塑造风华正茂
的英雄群像，电影更具贴近性，更容易引
起“90后”“00后”等观众的共鸣。

对观众而言，既有铮铮铁骨又有绕
指柔情的英雄更加“圈粉”。“细姩，我想
把我名字当中，志敏的敏字送给你。”这
是在电视剧《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对
新婚妻子缪细姩说的话，她是方志敏一
生的挚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
呈祥认为，《可爱的中国》以情动人，方志
敏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感人肺腑，无论是
身为丈夫的爱，还是父亲的爱，都与对祖
国母亲的爱紧密相融。

在《八子》中，哥哥在失去弟弟时悲
痛不已，却毅然拿起弟弟的枪去面对敌
人。他一直不曾忘记母亲的嘱托：“你是
长兄，六个弟弟你带走了，你一定要把六
个弟弟完整带回来。”

“最打动我的还是兄弟情和母子
情。”在《八子》导演高希希看来，真正的
庄严能打动人心，打动人心的感情能更
好体现庄严。

红色表达：
英雄不是“卫生球”

“过去，我们塑造的英雄太过脸谱
化，都像‘卫生球’一样干净。他们其实
也会犯错，但这并不有损于他们的伟
大。”《信仰者》编剧李海江认为，对正面
人物不人为地拔高，对反面角色不故意
地贬低，才能向观众传递真实的情感。

李海江在创作《信仰者》剧本之初，
大量研究党史、军史，倾听同行、烈士家
属、政府等各方意见，易稿十余次以求人
物和事件的真实。江西省电影局局长吴
永明认为，通过艺术创作真实地再现年
轻革命者的形象，是《信仰者》《八子》等
红剧打动人心的秘诀。

“真实性是红色题材作品的生命力，
没生命力的作品，我相信青年观众一定
不会喜欢看。”高希希说。

真实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细节上，还
体现在艺术形象上。根据史料，红十军
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被捕时，身上穿
着有许多补丁的单衣和破烂不堪的裤
子，穿的两只草鞋各不同色，他背着一个
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
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李海江秉承剧本创作“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原则，以这些历史细节为蓝
本，在片中专门设计了国民党将领王耀
武和胡天桃的一段对话。

“你一个堂堂师长，为什么挎着一个
破瓷碗？”“这是我母亲留下的，要饭的
碗。为了天下母亲不再要饭，我才和你
们干。”胡天桃被处决后，洋瓷碗和主人
一起被掩埋。李海江写完这一段时，眼
睛湿润：“真实的情感最能打动人心。”

红色能量：
担当使命传递信仰

“有的商业片像母鸡，能下蛋会赚
钱；有的红剧像公鸡，会打鸣能够传递
正能量。”一些业内人士这样描述红剧
的影响。

为此，江西坚持按照“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精心挑选导
演、编剧、主演等团队，打磨创作出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红色文艺作品。

“我们不为票房迎合市场，而是用
红剧引导丰富市场。”吴永明表示，《初
心》《可爱的中国》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后，反响强烈，既有高收视率，也有高美
誉度。

而在部分红剧的创作者看来，国人
心中都有家国情怀，通过创新红色表达，
再现红色记忆，有助于激发国人心中的
这股正能量。

“方志敏牺牲得太早了，如果我们再
不详细地描写方志敏的成长过程，他辉
煌、悲壮的一生可能会被人淡忘。”导演
吴子牛谈及电视剧《可爱的中国》拍摄初
衷时说，今年是方志敏烈士诞辰120周
年，在这个时间点重温历史，会有强烈的
现实主义的温度。

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温度”，已切
实地感染了一批年轻的观众。“这部剧让
我渐渐明白在那个年代，革命者为什么
能坚决地舍生取义。”江西财经大学法学
院学生李雅婷说。

“只有让观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
初心，才有可能做到不忘初心，这是进
行红剧创作的使命。”吴永明说。

据新华社

红色记忆何以点亮荧屏？
——江西创新红色表达引领红剧热潮

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文化魅力

今年7月，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热播引燃了“方志敏热”，也引发了对红色
记忆何以点亮荧屏的思考。

近两年来，江西将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红色故事进行创新化表达，塑造多
维度的英雄群像，已陆续推出电影《浴血广昌》《信仰者》《八子》和电视剧《初
心》《可爱的中国》等，带动了包括大批“90后”“00后”在内的观众“追剧”。【 】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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