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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1987年毕业于四川美
术学院师范系油画专业。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理事、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创作
研究院创作研究员、四川省美术
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委员、四川省
油画学会副秘书长、达州市文联
副主席、达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达州市政协书画摄影研究院副院
长、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特聘
专业教师、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客
座教授、大修当代艺术村村长、
515艺术创窟艺委会委员、副研
究馆员。荣获达州市“有突出贡
献优秀专家”称号，被评为达州市
“文艺大师”培养对象，2020年荣
获达州市建市20周年突出贡献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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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唐自勇）
近日，由“四川德阳——阿坝生态经济产业
园区”举办的“德阿杯”文学大赛落下帷幕，
我市五位作家获奖。

黎凡的小小说《老结的结》斩获一等奖；
郑雪的闪小说《歪脖树的春天》、唐端的闪小

说《那碗诱人的自热冒菜》获三等奖；智若愚
的闪小说《牌坊》、胡兴雄的闪小说《左右》
获优秀奖。

据悉，该文学大赛已连办三年，在全国
负有盛名，业界颇有影响，我市作家已连续
三年在该大赛中取得佳绩。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邵
明）近日，由世界诗歌网、《诗潮》杂志社、广
东超人节能厨卫电器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的“ 超 人 杯 ”首 届 世 界 华 语 诗 歌 大 赛 揭
晓，我市诗人胡有琪的长诗《镜子》荣获优秀
奖。

胡有琪，1958 年出生于开江县，系四川
省作家协会会员、达州市诗词协会副主席、
开江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诗集《野百
合花》《雪在燃烧》《青山牧马》《托钵在西藏
行走》，有诗歌作品发表于《青年作家》《四川

文学》《星星·散文诗刊》《散文诗世界》《诗选
刊》《诗歌月刊》《绿风》等纯文学刊物。

据悉，此次“超人杯”首届世界华语诗歌
大赛于2020年8月6日启动，历时4个月，经
过层层筛选，确定了 134 首作品进入终评。
2020年12月1日至10日，经过五位终审评
委投票，最终产生35件获奖作品。

胡有琪的《镜子》是参赛作品中唯一的
长诗，该诗长达625行，是诗人历时三个月，
在疫情期间创作的，而且是他人生的第一首
长诗。

我市诗人在“超人杯”首届
世界华语诗歌大赛中获奖

上座率从30%开放至75%

“暂停营业期间，我们不断给设备做保
养。但影院重新开放后，却没有发生想象中
观众一拥而上的情景。”达州太平洋红旗影
城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影院开放初期实行交
叉隔排隔座售票，每个影厅仅开放30%的座
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开业首个周末观
影人次数据较高，之后便快速回落。他认
为，这与2020年7月底没有大片上映和观众
的试探心理有关，“保持社交距离这么久，大
家也在思考影院是否安全。”

2020年8月中旬，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市
场管理司印发《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
情防控措施指南》（第三版），文件提及剧院
等演出场所观众人数上限可放宽至剧院座
位数的50%。文件发出一周后，由管虎执导，
取材于淞沪会战，讲述被称作“八百壮士”的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一个
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
军的故事——战争题材电影《八佰》正式上
映。

“火热的观影气氛仿佛回到了2019年暑
期档，连续几周票房坚挺。”达州巨幕影城市
场经理沈开伟直言，“到国庆前夕，影院上座
率上限提升至75%，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
息，标志着我国总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
济运行加快恢复，社会生活全面复苏。到国
庆档时，假期高人流量加之有《我和我的家
乡》《姜子牙》等好片带动，达州电影市场进
入正常化。目前，达州的影院保持开放75%
的座位。出于防疫安全考虑，进场前，影院
工作人员会提醒保持观影距离。”

战争题材影片领跑全年

“依照我们影院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异
于往常的是，国外大片不怎么受欢迎。”沈开
伟介绍，2020年9月初上映的科幻动作奇观
大片《信条》，是国际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
诺兰的新作，他执导的《盗梦空间》《星际穿
越》等影片都做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但这次
没能激起达城人民的观影热情。再比如像
近期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 1984》
也反响平平，反而是国内大片表现更好。

沈开伟分析，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种气氛让
战争题材的影片受到格外关注。“比如在全
国取得高票房的《八佰》《金刚川》，达州人民
也同样喜欢。”

传统热度高的爱情片，去年却没有迎来
爆款。“一般就是年轻人应景过节，当天观看
爱情电影的人多，观后质量不佳，口碑没有
发酵，后续票房便无法发力了。”沈开伟说。

达州影迷爱陪小朋友

2020年11月上映的《热血合唱团》讲述
了一个国际知名合唱团指挥家带领一群因
闯祸而被迫参加“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的

“废柴”学生们，从零起步学习合唱，众人一
起面对生活的挫折与挑战，用歌声治愈人生
的故事。“这部片子是刘德华和一群年轻演
员主演的，上映首周全国票房表现好，但我
们达州电影圈在交流时，都表示卖得很差。
我认为原因在于这部影片的整体受众都偏
向年轻化，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人口基数大，
喜欢这类电影的小年轻足够撑起部分票
房。而我市影院消费群体更多是以家庭为
单位，家长选择影片时要考量小朋友的观影
取向。”

我市观影人群的特点也影响着我市票
房走势呈现与全国不一致的情况：一些电影
票房在全国呈现颓势时，在我市却能稳步增
长。沈开伟举例道，像《汪汪队立大功之超
能救援》这类低龄化动画片，很多地方上映
一周，票房就会猛烈下跌，但在达州，会出现
即使过了一个月之久，不足百人的小厅也能
卖出三十多张票的情况。不过，相比以小孩
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动画片，《疯狂原始人2》这
类成人也能看得津津有味的动画电影更受
达州人欢迎。

达州观影人群特点同样也影响着达州
人观影时间偏好。沈开伟表示，“大城市人
口基数大，高校学生多、年轻人多，看新鲜的
心情让他们热衷于首映以及在电影上映初
期就迫不及待涌入电影院，因而在电影上映
首周形成票房巅峰。而达州有家庭出行的
观影特点，上班族只能在空闲之余才能带上
小朋友，以自己的时间为主，即使电影上映
两三周，只要有排片，都能继续保持热度。”

新年或迎票房新高

“2020年12月既有国外大片，如《紧急救
援》很早就开始宣传，已经积攒起口碑。历
来兵家必争的圣诞档，去年有多部不同类型
的影片上映。如《拆弹专家2》，相较于前作，
运用了大量实景拍摄，引起了刘德华影迷和
资深港片影迷的关注。郭敬明执导的东方
奇幻大片《晴雅集》，虽然导演存在争议，但
其执导的影片票房成绩确实不错，加之题材
新颖，票房表现不错。当天上映的还有一部
动画电影《心灵奇旅》，是由《寻梦环游记》的
导演彼特·道格特执导的，珠玉在前，在观影
者更爱家庭出行的达州，上座率有保证。”沈
开伟介绍说。

“在2020 年最后一天才上映的《送你一
朵小红花》，是由《滚蛋吧肿瘤君》班底打造
的新作，加上有易烊千玺流量的加持，仅预
售成绩就非常亮眼。”沈开伟表示，为迎接新
年，达州巨幕影城票价已于2020年12月下旬
开始下调。美团、猫眼等第三方购票软件均
推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购票活动，以激发观
众观影热情。

78万人次走进电影院 战争题材最受欢迎

2020达州观影报告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戴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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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生奔放的枝桠与草垛；
一刮，现裸露的山岩与阡陌。几
点白墙黑瓦掩映，流动的黄，席卷
了大巴山的秋……这是油画《丽
景之三》，也是龙飞“意象巴山”系
列风景中的一处。

于油画中融入国画的“滴
流”、版画的技法，“意象巴山”系
列作品流淌着中国气韵，舒展了
西方肌理，碰撞出浪漫且惊喜的
审美表达，打上了鲜明而独特的
龙飞烙印。

2020年是中国电影不平凡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
到年中才逐渐恢复营业的中国电影，不仅起步晚，还经历了上座率
限制。即便在这样的窘境之下，也不乏出现《八佰》这样揽获30亿
票房佳绩的喜况。截至2020年12月23日，猫眼专业版显示，达州
约有78万人次走进电影院。在过去的2020年，哪些电影最受达州
观影者欢迎？市民观影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生于城市，长于乡野，夏天摸鱼，冬日捡
柴，小时候的龙飞无忧无虑游荡在大巴山的
背脊与腹地。乡音、老屋、河流、森林，不知
不觉中，大巴山的身影幻化成他身体里的一
根肋骨，也逐渐变成贯穿其创作的清晰母
题。

“从千禧年到现在，画了 20 年的大巴
山，值得挖掘和探索的东西源源不断。”初识
大巴山真容，雄奇险峻，蓬勃迸发的是一股
原始的张力和野性的呐喊。此时的龙飞，痴
迷于这种天然纯粹、未经人工雕琢的美丽。
笔下的大巴山或隐匿于云烟氤氲，或盛放在
梨如白雪，一笔一画间描绘着诗意的栖息。

廿年而逝，行走在万源、宣汉、重庆、西
安等大巴山绵延之地，几乎不曾间断的采风
让龙飞见证了大巴山的温情转变。

“高速公路穿山而过，农村新居整齐温
馨，如今的大巴山更接地气，飘散着人情味
儿。”城市化进程下的大巴山，跟随着时代的
呼吸共振，退耕还林、生态保护、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击中了龙飞内心对于故乡故土的
深情，同时激发了他愈加茂盛的创作灵感，

“大巴山和我们一起并肩穿过了历史的隧
道，这些印刻着革命性的时代嬗变，是需要
且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表达的。”

正是见证着这样的沧桑巨变，延展着这
样的发展脉络，百余幅作品的孕育，完成了
龙飞“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的人生解读与精神顿悟。

其实，纵观龙飞作品及其整体艺术之
路，追寻大巴山的旅程实则暗藏着他个人的

“本土化回归”。
“最初的创作之路尝试着向当代艺术靠

拢，描写的大多是城市化、图示化的作品。”
艺术家被环境所滋养，为生活所浇灌，表象
的模仿抵达不了成功的彼岸。幸得益于对
艺术的敏锐触觉和反思精神，在意识到自我
对“当代性”内核的理解偏差后，龙飞逐步否
决和否认了当时的部分作品，转而将目光聚
焦到了本土题材的创作之上。

在龙飞的认知中，若只是走马观花般的
一望，漫不经心似的一瞥，他终归无法参透
大海的波澜壮阔，描绘不出沙漠的漫无边
际。画页笔尖，能紧紧把握在他手中的，能
时时刻刻亲近着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巴
山。“先体验，再感受，而后创作，唯有以真实
为底气的作品才能够打动人心。”

既着眼于大巴山的“本土化”和“地域
性”视阈，如何规避重复性与单调性，成了龙
飞个人风格发挥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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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巴山承载了龙飞绘画之血肉，那么
意象则勾勒了其作品的筋络，而油画、版画
便架构了他创作的骨骼。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有“窥意象而运斤”
一语。内在的抽象与外在的具象，“意”于心
生，“象”表于外，形成了中国艺术特有的审
美范畴。

“相比于西方国家的写实油画，所谓的
意象即是带着诗意与空灵的美感，二者不论
从空间层次上，还是色彩的运用上都呈现出
较大的差别。”讲究从整体到局部一步一步
刻画、一笔一笔描绘的写实油画作品，整个
创作过程汇聚着工艺的气息与制作的成
分。对于野性张扬的大巴山而言，若选择这
样的风格进行绘制，或显内敛有余，而随性
不足。“抽象主义与表现主义作品崇尚一笔
带过，无需精雕细刻，色彩间的对碰与冲撞
已然能够抒发酣畅淋漓的情感，与大巴山无
拘无束的个性完美契合，画面尤显张力与视
觉冲击效果。”

意象派油画之旨，并非是简单用油画呈
现中国画的艺术语言，反观龙飞这一系列作
品，不难感受到诸多中国文化的跃动。尽管
油画与版画是说着西方话语的舶来品，但龙
飞将版画刀法极为巧妙地转化为油画的划
痕，成全了大巴山山石一如中国传统山水画
中“斧劈皴”的纹路肌理，以大巴山之棱角，

坚守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审美的内核。
“借助油画色彩丰富和肌理效果的多元

表达，融入版画的刻刀味道，线条的流畅性
和情调感顺势而变，最终焕发出相对独特的
艺术特质。”对于艺术最终归结走向何处，龙
飞认为不外乎朝着个性化发展和迈进，直
到现在，他仍行走在这条广阔而绵延的艺术
绘画之路上。“还有诸多知名艺术大师在朝
着意象这个角度探寻，挖掘着中国意象油画
更为广博的空间，这条路实际走得并不孤
单。”

何谓真正的艺术，或许通过个性的笔法
和色彩表演所转化，讲述散发个人气质的独
特语言，为我们找寻了一个答案的出口。

“2021年1月，‘意象巴山’系列将在515
艺术创窟进行一次面向社会大众的展览，就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的第一次个展。”
站在承上启下的人生和艺术之路，开心激动
之余，龙飞将此次个展视作一次特别的经
历，并且希望以此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交上一
份前期的阶段性总结。“作为达州文艺的一
张名片，一个高规格的展示平台，我很荣幸
能够在515完成自己的个展，尤其是对‘意
象巴山’的展览。”

品读艺术，讨论艺术，“除了展览以外，
届时还将举办作品研讨会。”龙飞表示，在听
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后，他的下一步创
作走向或许将更加清晰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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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静

临湖而居

创作中的龙飞创作中的龙飞

“德阿杯”全国文学大赛落幕

我市五位作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