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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节目恶搞还是没恶搞，
可以讨论。但不论是否恶搞，
每每出现的舆论审判都不对，
没有谁
喊的声高谁就对的道理。不应该因为有人写公开信，这个节目就算恶搞；也不应该因为有人发起
“保卫贾玲战”
，
这个节目就不算恶搞。

关键词：
贾玲 花木兰
“贾玲恶搞花木兰，必须公开道歉。”——
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一封公开信，引燃了
一场公共舆论事件，给本来就热的夏天添了
一把火。一个不知名的机构用道歉这件事，
让一个还算知名的女演员更为全国所知。一
时间贾玲应不应该道歉，成了网络热点，这既
让我们看到了传媒的力量，也看到了公众多
元化的态度。
假如应当道歉，那么应当谁道歉，应当向
谁道歉？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电视节目的版权

属于制片方，制片方对电视节目承担法律责
任。制片方雇用的导演、编剧、演员、灯光、舞
美、道具，都只对制片方承当责任。他们不仅
只对制片方承当责任，还要签署声明，将本属
于他们的如肖像权在内的权利，在这个节目
中授予制片方。如果需要道歉，制片方是第一
责任人，贾玲在这件事情中不负首要责任。木
兰文化研究中心的公开信是写给“《欢乐喜剧
人》栏目组、主创编导及贾玲”的，栏目组放在
了第一位，可见该中心有法律意识，分得清责
任主体。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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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从开始发酵，
板子就打偏了。
退 一 步 说 ，贾 玲 需 要 道 歉 ，应 该 向 谁 道
歉？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要求她向全国人
民道歉。可是我们发现也有许多人认为贾玲
不需要道歉，显然这些人也是全国人民中的一
部分。全国人民有的要贾玲道歉，有的不要贾
玲道歉，
这怎么办？
我在此无意讨论贾玲或者制片方是否应
当道歉，有人觉得应当道歉，有人觉得不应当
道歉，都正常，每个公民、组织都有发表意见的
权利。这个节目恶搞还是没恶搞，可以讨论。

乏了权威意见。
此外，观众也好，读者也罢，是不是能对文
艺作品更包容一些，毕竟宽容的空气更能保护
文艺作品的活力。
《庄子》其中一篇《盗跖》对孔子进行了嘲
讽。
《列子·汤问》中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对孔子
也不够尊敬。明朝，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大行其道，但不妨碍冯梦龙在《广笑府》里拿孔
圣人和七十二贤人们开涮。到了近代，社会底
层的相声演员还编出个《吃元宵》，里面孔夫子
已然抽大烟了。

◎辛酉生

在此后舆论传播中，制片方被忽略了，贾
玲成了众矢之的。似乎这个节目的播出是她
一个人说了算，而不知电视台还有审核制度。
毕竟这不是贾玲在私人聚会上的表演，也不是
在小剧场面对百十名观众的表演，这是电视播
出的节目，是没有百十来人配合完不成的电视
节目。如果贾玲演了花木兰就该道歉，那么演
花父的演员、演官兵的壮汉们，是不是也应该
道歉，没有他们贾玲的表演也无法完成。再进
一步说，现场打灯光的、音响师、送盒饭的是不
是也该道歉，他们也是事件的参与者。所以这

但不论是否恶搞，每每出现的舆论审判都不
对，没有谁喊的声高谁就对的道理。不应该
因为有人写公开信，这个节目就算恶搞；也不
应该因为有人发起“保卫贾玲战”，这个节目
就不算恶搞。
至于判定是否恶搞，应当建立由行业内
的专业人士和观众代表组成的行业自律委员
会，由自律委员会判决这个节目是否恰当，认
为不适当就否定，认为无伤大雅就保护。同
时，规定明确的奖惩规则，对判定不当的，给
予重罚，
形成自律机制。
这种行业自律委员会在世界各国都有成
功的运作先例。比如，美国对漫画出版业就有
专门的行业自律机构。什么样的内容算暴力、
什么样的内容道德上不正确，都有详细标准。
并且有一套应对投诉的机制，这样谁有意见，
也不用每次大动肝火去发公开信。而自律委
员会给出的判断，综合了专业知识和公众看
法，
更能被理解和认可。
我国每个文艺领域都有自己的行业协
会，恐怕也有部分已经建立了自律机构或者
类似的机构。但每到出了事情，该由行业协
会发出权威声音的时候，我们几乎感受不到
他们的存在。这种缺位，使对是非的判断缺

70 分钟里的认知中国

1936 年，鲁迅出版了《故事新编》，书中收
了 8 篇以古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包括女娲、后
羿、老子、墨子等等，都是比花木兰有腕儿的正
面历史人物。而鲁迅先生对他们都做了一番
调侃甚至是恶搞。
对这些有恶搞因素的作品，我们都给予了
包容，甚至许多被奉为经典。
《故事新编》至少
有七八个版本在销售，
《吃元宵》电台也总在播
放，
我们也从《庄子》、
《列子》中汲取智慧。
我们应当相信绝大部分观众、读者都三观
正确、人格健全，一个小品、几篇小说，没有能
力摧毁他们高尚的情操。也要相信观众、读者
的辨别力，真正胡编乱造的作品，自然会被摒
弃，
每个人懂得用脚投票。
如果认为小朋友们还没有健全的人格，那
么应当加紧建立文艺作品的分级制度。让该
看着喜羊羊蹦跶的孩子蹦跶去，但也真的不必
把全民的智力拉低到低幼动画的水平。
贾玲这个小品并不是什么佳作，作为一部
喜剧甚至也不太可笑。如果非要道歉，她该为
她的节目质量道歉。

◎周一

关键词：
电视节目《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
寄望一档时长仅七十多分钟的电视节目，
就可以破解长久以来我们在让世界认知自己
这一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难题，也是不现实的。
但它的播出效果起码显示了一种可能，那就是
坦诚可以赢得理解、真实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
量。而对于一个行进中的大国来说，我们也应
该具备面对和呈现真实的自信。
8 个外国留学生来到贵州的大山深处，与
那里的留守儿童一起生活、劳作、上学。尽管
相处短暂，可他们不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而
是真正融入孩子们的世界，也因此赢得了友谊
与感动，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体验，转变了
以往的一些看法。
出发之前，波兰留学生严立行曾说过：父
母不应该离开孩子，要么就不要孩子，要么再
艰苦也要跟孩子在一起。去过兴义安龙下箐
村以后他说：我现在理解中国的父母了，他们

比我想的更伟大，因为他们要承受很长时间见
不到孩子的痛苦，但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孩子更
好的未来。而对孩子来讲，早一点遇到困难，
将来会变成优秀的人。
这是 7 月 18 日晚上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一档
节目中呈现的内容，
名字叫《2015
“汉语桥”
我与中
国第一次亲密接触》。很多无意中见到它的观众
被吸引，
默默看到最后。他们在朋友圈推荐，
或在
网上留言，
称这群孩子的懂事和坚韧超出想象，
他
们对家庭的珍惜和知足的纯真让人感动又心痛。
而外国学生认真倾听，
尝试去感同身受去理解，
真
诚而非
“俯视”
的沟通和善意也让人暖心。
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难以
给复杂中国描摹出一幅清晰的画像。套用狄更
斯在《双城记》里著名的开头：
它是富庶的，
它是
贫穷的；
它是发展的，
它是落后的；
它是谦和的，
它是激进的；
它是冷静的，
它是狂热的。它是梦
想之都，它是迷失之城；它有慷慨悲歌，它有世

俗犬儒；
它欲振翅高飞，
它欲韬光养晦……
世界已然是平的了，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我们不可能只生活在自己划定的疆域里，无视
别人的观点，
不与外部发生任何关联。13 亿人
口、巨大的版图、快速崛起的经济，让全球不得
不重视中国的存在。可是，中国在世界的眼里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口喷火焰全身鳞甲的
巨龙，是沉睡多年一朝醒来的雄狮，还是黑白
夹杂憨态可掬的熊猫？
坦白说，即使作为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了多年的中国人，也未必全面了解它曾经和正
在发生什么，并对自己的国度下一个准确的断
语，更遑论那些对中国历史和当下知之甚少的
外国人了。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
国该怎样让世界认知自己？
能看得出，
《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试
图在这方面做出某种努力：敞开胸怀，邀请你
进来，进入我的真实生活，然后建立你自己的

带着中国的处世观 表现美国的日常

观点。不是只把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示给你，以
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耀感，而是把我面临的难
点、困惑、努力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最终达
成理解与共识。
接触无疑是第一步，因为只有接触才会了
解，
才可能理解，
才有基础产生情感。节目中孩
子们最初也有害羞、有畏惧、有疏远和抗拒，但
天下同心，总有产生共鸣的时候。当彼此建立
信任，
甚至可以分享秘密，
朋友的关系就悄然萌
生了。国与国的交往，
正如人与人的相处，
横亘
在成见、
误解、
隔阂中间的，
其实不是语言。
当然，寄望一档时长仅七十多分钟的电视
节目，就可以破解长久以来我们在让世界认知
自己这一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难题，也是不现实
的。但它的播出效果起码显示了一种可能，那
就是坦诚可以赢得理解、真实更具有打动人心
的力量。而对于一个行进中的大国来说，我们
也应该具备面对和呈现真实的自信。

◎王浩

关键词：
王鑫生油画作品展
王鑫生的作品不同于美国本土艺术家，他
表现的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底层人民在美国
的日常生活，是本土画家容易忽视的视角。
同时，王鑫生的作品常采用中国画家惯用的
手法，即在这样的世间大爱情结中，画家保留
中国特有的处世价值观，始终保持画家本人
的立场。
王鑫生在谈到艺术品与艺术家的关系时
说过：
“艺术品本身就是艺术家的语言，贝多芬
音乐是贝多芬的第一语言，他真正的德语讲得
未必有他音乐表达的感情更多，绘画也是一
样。绘画也是艺术家的第一语言。”这是王鑫
生关于自身状态的真实描述，艺术是他说话的
工具。在谈到艺术时，王鑫生的看法有两点值
得注意。其一是：
“ 中西结合是既不能把中国
的元素丢掉，也不能把西方的东西冲杀没了，
你要去平衡它，把它不丢不弃，这才叫中西结
合。”其二是：
“环境色在改变，折射和反光统统
都是变数，只有化物象为情思的表达，禀赋它
一个状态的语言，
才能成为一个画家。
”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王鑫生的
学习经历和中国油画的发展基本同步。他在
大学期间得到了系统的油画训练，早年受到苏
联的影响。1993 年始，他旅居美国，吸收了印
象派等不同风格。尴尬的是，在中国尚属新鲜
事物的印象派，在美国已经成为过去式。王鑫
生既没有做装置，也没有投入波普艺术的怀
抱，而是将西画的光与色的关系与中国画的精
神韵味融合在一起。
王鑫生选择了一条适合他的表达方式，这
种方式与任何循规蹈矩的程式无关，也与嘈杂
世界中各种潮流无关，是从他个体关于生命的
体验中得来的。王鑫生可以说是一位乐天派，

泽境系列一 2015 年 200×400cm
描绘美国社会底层生活的这种压抑的主题，在
王鑫生画面中却是充满正能量的生命的狂
欢。比如画家创作于 2008 年的《三重奏》，画面
中三个街头艺人模样的男人一字排开，街道上
暖暖的路灯的黄色和霓虹灯的红色星星点点
地洒在他们的身体上，使其仿佛置身舞台中
央，路人是他们的观众。三人衣不蔽体，但并
不影响他们的好兴致，他们专注地演奏、歌唱，
脸上显出幸福的红晕，连路过的人们都为之动
容，情不自禁跟随他们的音乐舞动起来。在现
今表现主义艺术以充斥着牢骚、抱怨的负面情
绪吸引大众眼球之时，王鑫生的绘画带给观众

的是一种正面的情绪。
旅美的一批艺术家的创作大多开始于肖
像画，王鑫生走的也是这样的路，但他的肖像
画并非简单的描摹，而是仍保留着画家自己的
价值判断。众所周知，王鑫生喜欢音乐，他的
作品中也不乏音乐的符号，如《爵士乐的泪》、
《西藏之音》、
《吹葫芦丝的少女》等。画家本人
说，
“ 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哲学，整体来讲是
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以分
开。”王鑫生在单纯的肖像之外，保留着自己的
话语权，
“跨越”形成其个人风格。而这种主体
性，往往与他中西合璧的艺术选择息息相关。

他出生于西安，成长于河南，古城滋养了他。
中国元素既是融入王鑫生血液中不可分割的
部分，
也是他艺术生涯的灵感、
源泉。
王鑫生的作品，尤其是“草根”系列，不同
于美国本土艺术家，他表现的是从世界各地
而来的底层人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是本土
画家容易忽视的视角，但这恰恰是中国画家
热衷的话题。同时，王鑫生的作品常采用中
国画家惯用的手法，即在这样的世间大爱情
结中，画家保留中国特有的处世价值观，即置
身事外、无为的“禅意”思想，始终保持画家本
人的立场。
王鑫生“跨越”大洋二十余载，他的作品从
题材到形式都是碰撞、融合的产物，而“回响”
则准确地描绘了这种跨文化的艺术状态和对
故乡的留恋，是对王鑫生的艺术尝试的高度概
括。可以说，从王鑫生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
了他的技法、跨越、底蕴，还有一颗对待中国传
统文化的拳拳赤子心，以中国哲学的思想融入
西方艺术的本质。
回过头来看，在儿时经历、苏联艺术、改革
开放的影响，以及 90 年代移居美国之后在新环
境的启发下，王鑫生的艺术已逐步走向成熟。
但他仍然习惯于在作画之前先喝茶，然后听音
乐、嗑瓜子。通过他对生命热切的迷恋之情，
为他的艺术提供不竭的源泉。

“跨越·回响”
旅美艺术家王鑫生油画作品展
展览时间：
7 月 18 日-7 月 28 日
展览地点：
中国美术馆 5 号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