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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的歌声，打动了无数华人的
心，也让世界为中华文化所折服。

从来没有想到，与邓丽君的“相遇”
会在这里。最近，由华视娱乐出品的电视
剧 《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以下简称

《邓丽君》） 正在紧张拍摄中，主拍摄地
在福建平潭。从踏上平潭这片土地的那一
刻起，期待与憧憬就盈满心扉。

也正因为此，此次旅行注定不平凡。

复原眷村记录历史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
走进她生活的地方，感受那种生长环境与
文化氛围。邓丽君以其优美的歌声而广为
人知，但是少有人能置身其生活的环境中
了解她。

这次，借助电视剧《邓丽君》的拍摄
契机，剧组花了大力气在平潭从无到有的
搭建了邓丽君曾经生活过的台湾眷村故居
和西门町等场景，以期真实再现邓丽君当
年成长与生活的一点一滴。

剧组眷村拍摄基地的墙外即是平潭现
代的高楼大厦。但是，当你走进眷村，会
立刻感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有的生活
气息，一排排眷村小屋整齐地出现在眼
前，街头巷尾充满宁静，邻里之间饱含温
情，这就是邓丽君从小生活的地方，穿行
其中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仿佛在下个路
口就能与她邂逅。

“这里是邓丽君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顺着剧组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走进了一
间小房屋，清晰可见的是，房间很朴素，
布置很简单，但是很整齐，充满了生活的
细节。可以感受得到，邓丽君虽然小时候
家庭贫寒，但简朴的平静中似乎孕育着巨
大的能量，也塑造了邓丽君如邻家小妹般
的亲和力。

整个拍摄基地中，尽可能地复原了邓
丽君的生活痕迹。邓丽君出生成长的环
境，浓缩在这片四万平米的土地上，走在
街道上，四处都是邓丽君的影子。这边是
邓丽君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聊天的地方，
那里是邓丽君经常听音乐的小店，还有邓
丽君父母经营的邓家小馆，墙上甚至能看
到邓丽君孩童时代的课程表。

一个眷村，记录了邓丽君成长过程中
的每个瞬间。作为极具影响力的传奇人
物，邓丽君已经超越了歌手的范畴，她的
一点一滴都是中国人的骄傲。

歌声串起华人圈

没有哪个歌手能像邓丽君那样，她的
影响力热潮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续
至今，在 2009 年举办的“新中国最有影
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活动中，邓丽君
以 900多万的网络票选位列第一。邓丽君
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而且为
两岸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改革开放不久，邓丽君的音乐进入大
陆，成为无形的文化使者，她用歌声牵动
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甜蜜蜜》 里有无
尽的温柔；《我只在乎你》 则是此生不渝
的情谊；一曲《阿里山的姑娘》唱尽台湾
的风土人情，让大陆同胞对宝岛台湾心生
向往；而一首《四海都是中国人》更是唤
醒了无数台湾同胞心中的乡愁，成为推动
两岸和平交流中的一股温柔而又坚定的力
量。

毫无疑问，邓丽君是个传奇，在那个
通讯尚未发达的时代，她的歌声远播海
外，让当时的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为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不管她身在何方，邓丽君演出上台要求穿
旗袍，生活中喜欢吃中餐，向全世界展示

着中国女性的美丽和优雅。
“邓丽君是我的女神，还是我的偶

像。能够有机会出演邓小姐这样一个角
色，是我的荣幸，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情。”在电视剧 《邓丽君》 中饰演邓丽君
的陈妍希表示：“她在我的心中，在很多
人的心中都是一个美好的人。”该剧集结
了两岸三地实力创作团队，监制丁黑、导
演吴蒙恩、编剧李顺慈、总制片人赵毅、
音乐总监梁翘柏等主创也都是因为邓丽君
美好积极的人格魅力而聚在一起。

从纽约林肯中心到洛杉矶音乐中心以
及拉斯维加斯凯撒宫等海外音乐圣地，只
要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能听到邓丽君那
脍炙人口的美妙歌声；1986年，她被美国

《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之一。
邓丽君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

号，她用甜美的歌声温暖了全球华人的
心，并引发了几代华人对美好与爱的共
鸣。她的歌是从中国文化里生长出来的声
音，是一个用现代方式演绎中国文化传统
的样本。

邓丽君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更是
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

影视与文化旅游的探索

一般而言，影视基地会在拍摄完毕之
后拆除，但此次据记者了解到，该基地中
有很多从台湾地区运来的实景道具，电视
剧拍摄结束后，主场景拍摄地将永久保
存，为全世界的游客提供与邓丽君“相
会”的平台。未来该剧的播出以及在平潭
复原的眷村及西门町，也必将在大陆掀起
新一波的邓丽君热。

电视剧《邓丽君》的总制片人赵毅表
示，影视创作必须要把故事打磨好，故事
不仅要好看，更要有普适的现实意义，电
视剧《邓丽君》将邓丽君这一极具时代性

与文化底蕴的中国故事搬上电视屏幕，借
邓丽君身上展现出的励志精神去激励年轻
人追求梦想，勇于实现自我价值，必将为
新时代观众的工作生活加持更沉稳有力的
精神力量。

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表示，希望能让
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视剧来领略平潭美丽
的自然风光；平潭离台湾很近，电视剧拍
完之后，主场景可以留下来作为一个景
点，让海峡两岸喜欢邓丽君歌声的人过来
回味一下。

在文化旅游日渐红火的当下，拍摄基
地的搭建，给人们了解邓丽君提供了一个
新的窗口，未来也给游客提供了一个有意
义的旅游景点。通过旅游的方式，能够让
更多的人来了解邓丽君的生活点滴，让邓
丽君的形象更为丰满；同时，邓丽君的广
泛影响力也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眷
村，对当地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文
化名片。由此来看，此为多赢之举。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
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
我的心……”离开平潭返京的飞机上，竟
意外发现了有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在万米
高空，俯瞰平潭大地，眺望台湾，耳边伴
着邓丽君的歌曲，思绪万千。

本文图片：电视剧《邓丽君》平潭拍
摄基地场景图

本文图片由该电视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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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水墨，是查氏祖人描
在安徽泾县一张绝好的宣纸
上 。 千 年 之 后 ， 由 墨 色 的
焦、浓、重、淡、清产生的
物象，依旧纯香。

灰 砖 、 黛 瓦 、 马 头 墙 ，
一座房子是这样，一个村庄
是这样，这就是一种风格、
一个风景了；青溪、小桥、
青石巷，一个方位是这样，
整个环境是这样，这就是一
种风情、一种意境了。查济
人喜欢这种风情和意境，所
有来查济的人似乎也都喜欢
这种风情和意境。

我能感悟到，这些建筑
的特点是淡然，这些景物的
品性是从容，淡然和从容伴
随着一座村庄生存百年、千
年，不可谓不是奇迹。无论
你是怎样的身份，无论你有
多少的财富，都和屋上的一
片瓦、墙上的一块砖、巷子
里的一块鹅卵石、溪流里的
一条鱼一般，同样生活和生
存在这水墨的色颜之中，波
澜不惊，宠辱不惊。

这是真品水墨的特质。
一个敢于几百年、上千年，只把简单的几种颜色

涂抹在生活的表层和内在，这不仅仅是一种风格，一
种淡然，还需要一种执著，需要坚毅和勇气。一个人
是这样，一个家族是这样，一座村庄是这样，这就是
一种厚度、一种力量了。

这种力量，不随时间而削减，不随时尚而泯灭，就像
水墨凝聚成的厚度，风雨不腐。千百年来，多少飞檐翘壁
在歌舞升平中坍塌，多少画梁雕栋在纸醉金迷中腐烂，
唯有查济这朴素的色颜、朴素的村落，始终安然镶嵌在
熟透了的宣纸上，驻扎在山明水秀的厚土上，凸显着一
种穿透人们内心的情怀，矗立着一种岁月不可战胜的力
量。而这一切，是查济人自觉遵守的一种契约、一种民
俗、一种文化。世界和人心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宁静
而守恒。

走进马头墙下的双披屋，敦厚的门洞后是敦厚的
老人，同样是水墨一样的服饰、水墨一样的面容、水
墨一样的神态。就连那不多的话语也是水墨的韵味，
简洁明快一如淡淡的线条和清墨，单纯而自然。这让
人想起查氏族人的祖上，每个人都像清墨一点，滴在
宣纸上就是一笔纯粹的素描。一年两年是这样，百年
千年是这样，这就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有民族的底蕴，也有江南人的淳朴。
德公厅屋无疑是查济这幅陈年水墨中最凝重的一

抹。四柱三层牌坊式门楼，五朵斗拱屋面，略带翘角
分三层覆盖门楼，古朴典雅、雄浑大方。走进厅屋，
犹如走进一本家谱，走进一本地方志，多少荣耀镂刻
在二龙戏珠、丹凤朝阳、鱼跃龙门、狮子滚绣球等吉
祥图案之中，多少富贵镶嵌在门窗扇格、厅堂柱础、
门楼门汇的古雕、砖雕、木雕之中。一部查济史，是
一部古代水墨的教科书，更是一部江南乡村的千年集
居史。

也只有走进这样的古老建筑里，才能嗅到皖南乡
村古老文化的芬芳。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多少代人的
精心描绘，诗情画意和积善厚德都酿藏在这深深的庭
院。一面花窗、一个长廊、一处水榭、一弯碧水、一
幅石雕，让人感悟到不同
的情感，品味出不同的意
趣。这是古老岁月蕴含的
古典与优雅，也是东方文
化孕育的温婉和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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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观音山，应当写点东西了。
以前不是不想写，这些年间，各种机

缘，到的佛家圣地太多了。几乎每一处都
名扬四海，有的还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
为特殊和光荣的地位。

庄子有言，人生而有涯，而知也无
涯。忝列为读书人，虽然多年不做佛教
徒，经书却不能不读。有时因为工作需
要，更多时则是为了所谓博览群书，将佛
经作为闲书来读。不唯大乘经典，即如小
乘的 《阿含》 等经，也有涉猎。多年以读
闲书的心态读佛教典籍，其实也有省悟，
一部 《圆觉经》 甚至成了我的至爱，因为
里面有佛祖和菩萨太多的思考，读者和说
者平等，可以倾听，也可以辩论。其中的
警句譬如“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得念失
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盘；智
慧愚痴，通为般若”等，充满智慧，也对
读经者充满了挑战。

2015 年夏天，受朋友之邀，来到了甘
肃武威的鸠摩罗什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
众多高僧大德中，鸠摩罗什是我极为景仰
的一位，他几乎是使大乘佛教中国化的第
一人，其成就和影响甚至可能超过后世名
气更大的玄奘。这次我真是得其所哉，遇
上了一位从佛国外帮留学归来的佛学博士
方丈，痛快地将我读经的大部分不通一一
道来，而他也极为认真且被我认为是有力
地对我的每一个迷惑讲出一番佛家的道
理，我虽不全懂，但第一次有一位佛教人
士和我这样一个俗人严肃地讨论佛教，不
但包括“万缘皆空”，还包括既令我敬仰又
令我迷惑的鸠摩罗什。然他能够口若悬河
地解答我的困惑，却解决不了有人对功能
箱的贪念。于是我幡然有悟，即使是他，
也要面对自己在俗世中遭遇到的最普通的
难题。

到了这里，似乎与观音山无涉及，其

实不然。前面两次来到观音山，所以没有
写下点什么，原因我自己是知道的。我的
执念在于法界与尘世之间，在经书中我们
进入的是法界，而一入尘世，哪怕是名山
宝刹，我们满眼看到的也似乎只是一个俗
字。入法界是愉快的，入俗世犹如读一本
俗书，却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我的执念
并没有妨碍我一次再次甚至第三次登上观
音山，因为每一次的登临，事实上都是愉
快的。

观音山对我这样一位不是佛教徒，却时
时与佛有缘的俗人来说，最愉快的是入了山
门没有人会逼着我违心地去烧香礼佛，而面
积达 18 平方公里的广袤森林则又给了我一
次乘兴登临、寻花问境、呼吸负离子含量极
高极洁净空气的机会。

当然不止于此，第三次登临观音山，
我的收获和快乐还在于某一瞬间发生的如
同禅宗讲的顿悟。过去读 《华严经》，看到

“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这样
的句子，不懂。后于某书中看到有人将它

浓缩成一句话：入尘世即入法界。仍不
懂。此次再来观音山，驻足主峰，俯视尘
世，突然觉得这也就是法界了吧。法界
者，佛界也。佛说法界即尘世，反过来尘
世也是法界。这样想来，我在自以为的法
界，那些曾经走过的佛界名山，其实是尘
世但终究还是法界。感受到的所有不快，
其实都是我的不通罢了。

因为观音山至今已经成为珠三角包括
港澳地区人民修养身心的胜地，即如我们
到的周一，仍有大批游山者挥汗登临，观
瞻庄严，享受空寂。而每年在举行的全国
相亲大会到今天已经令近千对有缘人成了
眷属。这里仍然是尘世，入的却是观音菩
萨大慈大悲的法界。我的收获让我欣喜莫
名，于是借主人的笔墨，为观音山留下了
三个：无俗世。

（作者为电视剧《乔家大院》编剧，曾
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

下图：观音山风光。 来自网络

三上观音山
朱秀海

日前，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迎来了开馆
三周年纪念日。秉持着民生理念，以践行文
化艺术公益事业为己任，北京民生美术馆不
断举办具有独立学术建树的展览和公共活
动，赢得社会的认可和青睐。

当天，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7”
开幕的晚上，以“在场”为主题的“MS 美
术馆之夜”在馆内举办，现场嘉宾云集，热
闹非凡。开场的舞蹈点燃了舞台，整齐划一
的广场舞和自由洒脱的现代舞珠璧交辉，舞
者用身体铭写历史，反映当代，流露出不同
时代的沉淀和即兴。精心准备的交互型复古
数码游戏风格VJ配合音乐，结合民生场馆空
间和视觉，不仅呈现最佳听视觉体验，还现
场展示交流了众多游戏机，召集众多复古游
戏机及复古数码电子乐爱好者，还原了一次

复古游戏机派对。乐队结合原生态民族音乐
元素，基于让音乐回归跳舞的本质，融入了
当年最前卫的音乐风格和最酷的节奏，用真
人真乐器的方式对电子乐进行现场演奏。

如今，美术馆的职能和功能正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正如北京民生博物馆馆长周
旭君所说的：“如今美术馆已经不是一个简
单的展览场地，正逐渐转变成知识发生的
场域和为公众文化服务的公共空间，所以
公共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术馆之
夜”在内容设置上包括夜间观展、音乐演
出、现场舞蹈、行为艺术、多媒体视听表
演等多个种类，多元的品牌公教活动可涵
盖社会不同受众，从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
亲近美术馆。

上图为“MS美术馆之夜”活动现场。

展览好看又好玩
冯麟茜

行天下
旅游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