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从何处来》为我

找 到 一 份 宝 贵 的 资

料———柳亚子先生1932

年为姥姥写的诗：“珠玉

泻莺喉，钢里含柔，吴娃

燕语最风流。一阙新词低

唱罢，怎不娇羞。京兆画

眉俦，是几生修，天教韵

事继红楼。为恐石凉人睡

去，芍药轻兜。”姥姥从来

不算美女，但她的人生是

极有魅力的。

———陈冲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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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永川寻根 陈冲感到“祖先在我血脉里”

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央视纪录片《客从何处来》的拍摄经历 感叹对外公爷爷等人有了具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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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

2

》

该片于2014年4月18

日至6月6日， 每周五21点

在CCTV1、22点在CCTV9

播出，同时在爱奇艺、乐视

网等网络平台播出， 分为

《脚步》《心传》《时节》

《家常》《秘境》《相逢》

《三餐》7集，第8集为拍摄

花絮，每集50分钟。

“这是剧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

时候走得都快……总有一种味道……在舌

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

日的来处。”这是前日开播的《舌尖上的中

国2》第一集《脚步》的解说词。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到，《舌尖2》首播获得了全国

网1.572%的收视佳绩，是平均收视率0.5%的

《舌尖1》的3倍。

贡献了高收视率之后，观众对《舌尖2》

有赞扬， 也有质疑，“为了煽情而煽情”、

“插播广告显突兀”、“每周只播一集太少”

等议论不绝于耳。《脚步》 的导演李勇昨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周播和插播广告也让

他们担心收视率，但前者是为了试水取得更

好的话题性，至于后者，他表示之后几集广

告的切入点会更自然。

拍摄幕后：各种突发情况

《脚步》中的各种美食已让吃货们津津

乐道，李勇则向记者透露了本集拍摄时经历

的各种突发情况，“我们每一次拍摄， 最让

人焦虑的就是去找人，确定拍摄对象，然后

要让总导演通过。”李勇说，就在他去山东

老家做前期调研时， 住的宾馆被烧了一层

楼，还有人从他住的房间窗户跳出去救火。

拍摄过程也不算顺利，在浙江拍摄跳跳

鱼时，刚拍了一天一夜“父亲展示练了5年

的抓捕跳跳鱼绝技”，摄制组回来休息了两

三个小时，这位父亲的老母亲就毫无症状地

突然去世了，“就是没有任何病， 前一天还

好好的，第二天突然就去世了。”李勇表示，

这位老母亲已经80多岁， 在当地是喜丧，但

整个摄制组为此中断了两个多星期才继续

剩下的拍摄。

更让李勇难忘的是拍摄山东煎饼那家

人时，“我们找了好久才确定这家人， 第一

天拍摄大家都有说有笑，光线、状态、声音一

切完美，第二天突然坚决不让拍了。”李勇

当时就傻了，全摄制组拼命给这家人做工作

都不管用，最后才知道，是这家的妈妈怕电

视播出后，女儿的同学看到女儿和奶奶一起

磨磨子，女儿会被同学笑。于是，李勇打开机

器， 让这位妈妈看所有的拍摄素材，“你不

想播的我就删了。” 再加上旁人的劝导，这

位妈妈才同意。“但我们也留了遗憾， 细心

的观众可以看到， 这位妈妈在之后吃煎饼

时，显得并不开心。”

在《脚步》中，出现了一只猫咪的特写，

很是讨喜，李勇透露，《舌尖2》每一集中都

将有猫，今后还将推出“舌尖”动物集锦。

延续《舌尖1》的传统，《舌尖2：脚步》

优美舒缓的解说词也被网友热议。李勇告诉

记者， 这一集的解说词至少要过四个关卡，

“我先写，总导演陈晓卿修改，然后是制片

人看，大家一起修改、切磋和推敲，最后还要

在美食顾问沈宏非、蔡澜那里过。”

片子定位：不仅是美食纪录片

李勇自己也看完了首播，并在微博上看

网友评价，对于一些网友《脚步》中“美食

没有人脸多”的抱怨，李勇表示，《舌尖2》

是一个整体，“每集都有主题，7集有7个主

题，第8集是花絮，我这集以往叫‘在路上’，

之后的片子里美食会越来越多。此外，我们

一开始的定位就不仅仅是美食纪录片，而是

反映中国时下的变迁和变动。”

也有网友表示周播的时间拉得太长，一

共8集的片子，“从4月播到6月！” 李勇称，

国外一些纪录片采取周播形式已经很长时

间，而《舌尖2》是作为国产纪录片试水周

播，“我们也担心收视率， 但相信能经受住

市场和观众的考验，另一方面，这样也能使

话题延续时间更长。”他透露，周播结束后

将日播。

还有网友对片子里突然插播的广告表

示略有不适，李勇告诉记者，《脚步》中他们

之前提出了广告插入点，“但发现不符合台

里的规定，之后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接

下来的几集里，广告点插入更自然，观众也

会有所准备。”

对于观众或好或坏的评价， 李勇表示，

希望大家以更轻松的心态来看这部片子，

“它只是一部纪录片， 请不要先入为主，我

们对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努力和拍摄对象

交流，为了效果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这是我

们的诚意之作。”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皮筋-廖新松作品展”昨天在北京

今日美术馆揭幕。 本次为期10天的展览是

成都艺术家廖新松继上海、成都、美国圣路

易斯后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作品展。 其作

品包括廖新松近期所创作的油画，雕塑，水

墨，手稿和日志等30余件。前中国美术馆学

术部负责人徐虹表示， 她这是首次看廖新

松的作品， 其作品中透出的新意让人印象

深刻,“把皮筋这种市井（市民）气息的东

西转化成优雅的分寸感是廖作品中传递出

的当代性与个人绘画特点。”

“皮筋”创作原型出自于川剧“滚灯”

的人物皮筋 ，并非艺术家廖新松近期才开

始创作的系列作品。自2011年起，廖新松在

成都的个人展览， 就携这个系列的早期作

品， 分别用 《杂耍的时代》《杂耍的时代

2012》和《杂耍的时代2013》为展览命名。

而今年，廖新松再次推出新作的时候，并非

像之前一样进行延续， 而是将画作完全从

本体中抽离出来， 并配合极度具象的命

名———皮筋，重新回到展览中的作品，已与

之前的“皮筋”毫无瓜葛，这也正是迎合了

廖新松“走出自我构架，逃离现在”的创作

初衷，可谓是四年磨一剑。

廖新松说，在皮筋的世界里，迷失感和

无力感，让他着迷。这种探索戏剧角色表演

情景中的犹豫很具有当代性，“面对生命，

保持幽默感与冷静的思考， 解读笑声与嘲

弄背后的内心，是我想探索的力量源泉。”

在美术馆展厅的最显眼位置， 廖新松在布

成都商报博物馆周末直通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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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中心

感受非遗项目的博大精深

吟古今、聆心声、展神韵、演乾坤、话百态

……非遗就在我们身边。昨日，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中心（绿舟博物馆），参加成都商报博物

馆周末直通车的读者们现场体验着传统古韵，他

们踩梅花桩、玩“变脸”、拨动琴弦，感受着非遗

项目的博大精深。

剪纸、年画、刺绣、书法……这些都是我们

熟知的非遗项目， 被读者赞为 “指尖上的中

国”，没想到梁祝故事、牛郎织女等传说也是非

遗的一部分，昨日，记者在现场还看到，“舞龙”

也是非遗项目， 读者们对非遗博览中心展示的

各地龙头啧啧称赞，泸州雨坛彩龙的突眼吊睛、

汕尾滚地金龙的细致鳞甲、湛江龙舞的巨龙角、

铜梁龙舞的金碧辉煌， 都彰显着各地对龙文化

的不同理解和共同祈愿。解说员介绍，龙舞的传

统表演程序为：请龙、出龙、舞龙和送龙，“舞龙

也很讲究，圆曲、翻滚、绞缠、穿插、窜跃，都是基

本动作。而龙舞的道具龙，以黄龙最为尊贵。”

中国人为什么热爱舞龙， 这可以从铜梁龙舞的

精神看出，“铜梁龙舞体现的是团结合力、奋发

向上的精神，是威力的象征。”

在非遗博览中心， 还能聆听到羌笛的清脆

婉转，芒筒芦笙的高亢激昂，琵琶的婉约流畅，

甚至可以亲自尝试一下川剧变脸， 操纵一下提

线木偶，玩玩互动琴弦、隔空翻书等20多项高科

技互动。

而在非遗博览中心外的非遗博览园，读者们

惊喜地发现，这里已经变身为花的世界。在占地

上千亩的非遗博览园内，报春花、一串红、牵牛、

凤仙、玉簪花、杜鹃花、石竹、牵牛花、紫罗兰等多

种花卉亮相，工作人员告诉大家，为了体现“非

遗”的特色，花艺师们还结合园内的景观，用花

卉再次妆扮一新，在园内另一处代表传统24节气

的“二十四园”内，24个花圃中种上了不同品种

的花卉，登高俯瞰，别有意趣。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陶轲

10元周末音乐会

今晚听古筝演奏人间四月天

今晚7：30，由四川省锦城艺术宫、成都商报

社联合主办的“10元周末音乐会四月锦江春———

天籁筝乐团专场音乐会” 将在锦城艺术宫上演。

在今晚的演出中，除了《古城之忆》《茉莉芬芳》

《木兰从军》《春江花月夜》《高山流水》等脍炙

人口的经典曲目之外，还有首次演出的《梦境·色

彩》。昨日该团团长、艺术总监江澹曦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这首由著名作曲家、现任川音作曲系系

主任宋名筑谱写的作品，将通过21弦古筝、多声

筝、钢丝筝、低音筝四种筝演奏而成，呈现出色彩

绚烂般的琴声。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商报周末审片团”第二十一期审片报告

《同桌的妳》引发观众集体怀旧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周冬雨、林更新

主演的电影《同桌的妳》4月25日才上映，昨天，

“商报周末审片团”邀请了近200名观众在成都

万达影城（锦华店）免费提前观看这部影片，影

片前半部分幽默搞笑，结尾催泪煽情，不少观众

表示，这部影片让自己想起学生时代。

影片主要讲述了文静秀气的转学生周小栀

（周冬雨饰）和喜欢捣蛋的林一（林更新饰）这

一对同桌从初中、高中、大学直至毕业十年后的

青春记忆和甜蜜恋情。 通过这一对年轻人经历

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够多多少少地看到自己。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1994年，一曲校园民谣《同桌的妳》红透

大江南北，传唱至今，这首歌经过胡夏翻唱后成

了影片的关键线索。影片前半段很幽默，观众笑

声不断，随着剧情的发展，结尾部分十分煽情，

不少女观众感动落泪。

看完影片后，@猪猪侠的幸福麻麻说，“一

部小清新的影片，总的来说笑点多于泪点，前半

段展示的是校园生活，想起自己上学那些年，觉

得学习好辛苦， 现在转头看来那时的生活简单

自然，总比进入社会后，必须面对充满无奈的现

实生活好。”

观众“小武”说，“想当年我也是那样子和

老师对着干， 果然是一部青春重口味的回忆电

影！‘每天只能借你5分钟做我男朋友’,多么美

好初恋的开始！可是最后那一句‘我们都输给

了现实’，让我们又回到了彼此，这一切似乎也

变得不是那么美好。”

@菟丝子说：“看着电影中穿着校服的他

们，真的特别怀念那时的我们。有人说:‘唯有你

记得我的时候，我对你的想念才有意义，虽然我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真的好想你。谢

谢旧时光，谢谢你。’同桌，是每个人都曾有过

的同伴，看了之后让我想起了我的同桌，好多年

没联系了。怀念啊。”

@孤独LAN梦在影评中说：“电影不禁让

我们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尤其是小学和初中，

真的很纯。我的同桌是初中的她，我们一起同桌

了3年，互相包容，互相激励。记得有一次，班主

任要换座位，要把我们分开，结果她极力反对，

最后成功了，那件事真的很触动我。声明，我们

都是女生。”

“彩蛋艺园”启动 20颗彩蛋惹人爱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任宏伟 张士博）

“当我

睁开眼睛， 我以为睡过了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这是蒲思伊对自己

作品《是梦》的解释。昨日下午，由成都IFS主办，

成都商报艺术工作室协办的“彩蛋艺园”启动仪

式在IFS地下二层举行。8位艺术家打造的20颗蛋

闪耀登场，蒲思伊、石高清、Antonio� Wehrli（瑞

士）等四位艺术家亲临现场。这当中，由蒲思伊

创作的彩蛋高达3米，是最大的一颗。本次活动将

展览到4月30日。

昨日下午，成都IFS幻化为360度全景彩蛋艺

园， 共20颗分别高3米、1.5米及1.2米的彩蛋遍布

地下二楼至一楼，在大门口，摆放着一颗彩蛋，身

上有一只黄色的荧光兔子， 显得梦幻又神秘。

“我的作品很多都是与夜晚、梦有关联的，这次

我选择了画一只荧光色的兔子，我总觉得画动物

比画人物更有想象力。”蒲思伊告诉记者，这个

大大的彩蛋，她画了足足有5天，“我每天从早上

9点画到凌晨1点。因为有3米高，只有站在梯子上

画，还是挺难的。”在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她和

自己的彩蛋留下一张漂亮的合影。邓雯雯创作的

《彩》也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关注，彩蛋中的那

只长颈鹿可爱明快，带给人们无尽的欢快，缤纷

的彩虹更是装饰了童年美妙的梦。

《舌尖2》前晚首播取得高收视 第一集《脚步》导演回应质疑———

以后插播广告 会让观众有心理准备

皮筋有“三味” 市井变优雅

廖新松作品展昨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展

展墙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我的舞台上，我

常想去尝试身体与思想一同起舞，但又不得

不让我的艺术行为缠绵病榻， 戏剧同样是一

场痛，因为它是在幻灭后才产生的平衡，在平

衡与反平衡的冲突中完成戏剧化的叙事。

按照策展人吴鸿的说法，要理解廖新松

的这批新作， 必须要放入整体背景中去解

读，“廖新松是一位文人型的画家，他自己看

过很多书，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实际上，他的

很多关于社会学、哲学以及艺术的观点也是

我所认同的。如此说来，他是有着自己完整

而成熟的知识体系的一位艺术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杭春晓昨天在

看完廖新松的作品后认为，其绘画语言的成

熟度很高，对色彩的调用和表达有着自我的

体验与强悍的能力。这点与著名艺评家贾方

舟的看法一致，即在不阅读任何背景文本资料

的情况下直接看廖的这批作品，即使完全不知

道“皮筋”为何物，还是能接收到画家要传递

的色彩感受、情感张力和内心那种想坚决又犹

豫、想进又不得不退的状态。画面颇具戏剧冲

突和代表性。难怪吴鸿会认为，作品中戏剧性

的戏谑、嘲弄式的形象，都不是真正要表达的

东西，“廖新松借用皮筋这一视觉符号完成了

他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看法。皮筋的意

义在廖新松的作品中可以分为三个大的范围：

作为艺术家自己的化身的皮筋、作为大众的象

征的皮筋、某种精神性寓意的皮筋，此三者，我

称之为廖新松的皮筋‘三味’”。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发自北京

陈冲的外公张昌绍在我国医学界享

有盛誉，他曾赴英留学，获医学博士和哲

学博士学位，还在哈佛大学进修过。但在

陈冲6岁的时候，1967年， 外公自杀了，之

后的几年大人们从不在她和哥哥陈川面

前提到外公。直到结婚后，陈冲偶然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词典》里看到了外公的

名字，才知道原来外公是“了不起”的一个

人。之后，终于有了她和母亲第一次坐下来

谈论外公。

第一次离开上海到美国留学时， 陈冲

只带了很少的行李， 却不自觉带走了外公

的旧相片。后来，她吃惊地发现并没有忘记

外公，“但我记得的只有他走的那天，别的

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我肯定拼命地回忆过

他那天的每一个举动， 想懂得他为什么永

远不回家了。 那天跟日食一样挡住了记忆

中的一切阳光。” 但妈妈也告诉她，“你的

名字是外公起的， 那意思是第二个阿中

（陈冲母亲名）。”

陈冲向记者表示，参加节目，一方面

因为以前看过英国美国类似的节目，觉得

挺有意思的，“我正处在眼下这个承上启

下的年龄， 希望趁父母姑姑阿姨还健在，

了解家里的历史，以后我和哥哥出生在美

国的孩子们都可以有机会懂得他们是从

哪里来的。”

陈冲这期节目的主编金辉告诉记者，

陈冲之前关于外公自杀的所有信息都是从

百度出来的，“她不敢去问， 这是一块伤

痛， 外公为什么要做出这个抉择， 我们追

溯，从她外公年轻时的经历起，从留下的史

料发现一条线索， 他的经历给我们解答这

个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陈冲知道后，也表

达对外公生命的理解。”

金辉还告诉记者， 这个谜团的揭开充

满戏剧性，“材料在陈冲另一位亲人手里，

她一直认为陈冲看过， 陈冲母亲隐隐约约

知道一些内容，但也没告诉陈冲。直到这位

亲人突然想起来。”

这种偶然所得， 也成为陈冲的惊

喜， 她告诉记者， 她没有想过要放弃，

“每找到一点新的线索就想通过它去找

到更多更深的故事。《客从何处来》节

目组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了许多我想

像不到的原始资料。这其实不是我为中

央台做节目， 而是中央台为我寻根。是

个无价的礼物。”

除了追寻外公自杀之谜，去年年底，陈

冲还第一次探访了先辈们生活过的地

方———重庆松溉， 这里还保存着明清年间

古朴的青石板街和木结构建筑。 陈冲与叔

叔陈星北、陈星骥、姑妈陈晓晴等一同回到

了这里。在这段“寻找”的旅程中，最震撼

陈冲的是，“发现祖先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抱

负，也许他们跟无数的同龄人一样，不是什

么英雄， 但他们的的确确把自己个人的前

途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 他们比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要年轻， 那些光想着发

财的毛孩子其实已经老了。”

寻根之旅结束后，陈冲说对外公、爷爷

等人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不再是

一个模糊而苍老的影像或概念，而是充满血

肉和思想的具体的人。 当然依然有遗憾，陈

冲告诉记者， 还有很多没有找到答案的问

题，“这次时间很紧，回到淞溉，但是没有看

到老祖宗到淞溉之前的家， 叫陈家湾。”金

辉告诉记者， 他们也努力去寻找这个陈家

湾，“可是那里连遗迹都没有了。”虽然沧海

桑田，对于陈冲来说，她坚定自己是“四川永

川人”（注： 永川现属重庆），“我从小填写

籍贯都是写‘四川永川’，哥哥的名字叫陈

川也是因为奶奶爷爷和父亲对老家的思念。

但此次寻根是我头一回亲眼看到永川的一

山一水，头一回见到在那里的亲戚。”金辉

解释，陈冲印象中的四川，并不由地域划分

而变化，在陈冲记忆里，爷爷有个小房间专

门用来做腊肉，“她爷爷奶奶说的也是四川

话。”陈冲也回忆起有次眼睛受伤担心影响

拍戏，“爷爷看了我一眼安慰我说,�没得关

系的噻,�可以化妆的。经过这次《客从何处

来》的寻根旅程,� 我看到了温文尔雅的爷

爷所经历过的不平凡的血腥,难怪再大的事

情都是‘没得关系的噻’。”标准的四川话。

陈冲在节目中说，“年轻的时候， 我们

总是想着自己的前程，总是看着前面，总是

想明天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

去了。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也是我自己有

了孩子之后， 我就突然想知道他们的事

了。”她对记者表示，对于“我是谁，我要去

哪里” 也不可能通过这次旅程就得到清晰

的结果，“那是一个我们经常要重温的问

题，也将用余生的努力去思考它。但是寻根

的过程给我带来一种安慰， 我觉得我能感

受到祖先，感受到他们在我的血脉里。”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寻找外公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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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新松作品《皮筋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