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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12月21日，湖南卫视举行“青春向上中国
梦·快乐中国大跨年”新闻发布会，除了公布
参加跨年狂欢夜的大部分明星名单，湖南卫
视2013年的部分新节目也揭开面纱。

周播剧场或将取消
发布会上， 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

宣布2013年节目计划， 表示今年暑假重新
启动的周播剧场明年将移至周一周二播
出， 采取多档真人秀节目配合一部电视剧
的方式，以3个月为周期交替播出，打造“季
播”的概念，这也是继去年首开周播剧概念
后，湖南卫视再度修改周播剧规则，而李浩
表示周播剧场很有可能最终取消。

相亲类节目《我们约会吧》继续稳定在
周三的晚10时档播出；周四《百变大咖秀》
第三季和新节目《我爱主持人》也将轮番登
场；另外两档原创新节目《爱的车轮战》和
《奇舞飞扬》将取代原来的周播剧场，在周
六周日晚10时播出。

《爱的车轮战》是一档“转椅+灭灯”的
单身男女相亲类节目，由朱丹主持，它摒弃
了以貌取人的爱情观，以“盲选”为核心，让
1位女嘉宾与多位男嘉宾展开车轮战式的
交友历程； 平民创意舞蹈奇趣秀 《奇舞飞
扬》也因今年风靡的“骑马舞”而备受关注，

旨在挑选出最有创意的草根舞蹈奇人，节
目主持人是KK和相声演员贾玲， 欧弟、杨
钰莹、大张伟也将倾力加盟。

跨年晚会众星云集
此外， 湖南卫视跨年狂欢夜总导演廖

珂介绍，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将从12月27日

开始，连续打造5天4晚的跨年狂欢周，湖南
卫视品牌节目《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
《百变大咖秀》、《女人如歌》 将加入跨年狂
欢周，方力申、邓丽欣、米雪、金正勋、大鹏、
毛宁、黄格选等明星也会参与表演。

观众十分关心的跨年明星阵容也得到
确认，除之前已经公布的张根硕、陈奕迅、

龚琳娜、2005超女三强和2007快男七强、曹
格等明星外，蔡依林、杨钰莹，蔡健雅、杨幂、
钟汉良、俞灏明、天娱群星张杰、江映蓉、谭
维维、陈翔、武艺等明星都将悉数登台。当天
还将有一位天王级别的神秘巨星加入跨年
狂欢夜。 廖珂透露，今年还将有一位幸运观
众登上长45米、 宽8米的跨年舞台独唱10分
钟，实现由“草根”成为明星的梦想。

3档音乐节目PK《好声音》
在备受关注的周五晚10时档， 明年湖

南卫视将以3档音乐类节目来挑战浙江卫
视《中国好声音》：包括购买自韩国版权的
《我是歌手 》，以及根据美国 《X元素 》新研
发的《中国最强音》和湖南卫视的“招牌菜”
《超级男声》。 除《超级男声》暂未拿到国家
广电总局的批文外，其它两档新节目《我是
歌手》、《中国最强音》已经进入了实际准备
阶段。 第一季度播出的《我是歌手》是一档
非选秀节目，由已成名的歌手进行比赛，据
悉现在已邀请了毛阿敏、 井冈山等实力唱
将。 该节目全程没有主持人，7位芒果名嘴
坐镇台下担任歌手经纪人角色， 全程为歌
手保驾护航 ；而根据美国 《X元素 》新研发
的 《中国最强音》 是一档全民励志音乐节
目，将在第二季度播出；《超级男声》将于明
年7月再度启程，与“中国好声音”等歌唱类
选秀节目一决高下。

本报记者 文热心

“生活就是歌 ”，12月
25日， 许国胜用这句话开
始，回答记者的提问。

今年获得湖南省第十
一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
一工程 ”奖，许国胜凭的就
是 一 首 “生 活 化 ” 的 歌
词———《上有老下有小》。歌
词写道：“上有老下有小，活
得有些疲劳； 老者要孝，小
的要耗，责任一肩挑。 上有
老下有小， 总有些烦恼；老
者唠叨，小的哭闹，真的有
点 难 顾 到 …… 上 有 那 个
老，下有那个小，中间一个
我 ；昨天小 ，明天老 ，没有
人逃得掉。 我的兄弟我的
姐妹， 莫惧疲劳， 莫怕烦
恼，敬老爱幼，就靠代代守
牢。 ”

白描手法， 说的大实
话。

“生活写真 ”，却满含
哲理。

题材普通， 却彰显着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主题。

专家也如是评价 。 省
文联副主席、 省音乐家协
会主席黎晓阳说：“许国胜
的歌词选材于民间， 却溢
香于高雅， 根植于中华传
统，却教化于当代灵魂。 他
的歌词常常喷发出异于常
人的灵感和热情， 他以近
乎白描的手法勾勒出自己
熟悉的世界， 再汇聚自己
独特的人生思考。 所写歌
词选材好、 立意高、 构思
巧、 语言美……在利益纷
争、价值多元的世界，谱写
了一曲追求真实、真我、真
情的动人诗篇。 ”

许国胜创作歌词的时
间并不长，从2008年开始 。
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 ，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没
有放下那支笔。 走向诗词
创作之路实属耕之于 “东
篱”，收之于“西田”。 那一
年， 他把自己在中国作协
等单位举办的“金秋笔会”
中获一等奖的散文集 《草

根》送给安仁老乡、空政文
工团青年歌唱家刘一祯 。
简短的序言由人谱曲，冠以
《感恩歌》的名字。 没想到，
这歌由刘一祯演唱出来后，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中
央电视台的3个频道、 湖南
电视台的两个频道多次播
放， 各大网络点击率非常
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
办的 “中国民歌排行榜”上
名列第二。 中国音协负责
人评价说：“《感恩歌》 这首
歌是可以传承的歌，歌词我
连改都改不动。 ”

从此，许国胜的歌词创
作有如井喷，两三年之内创
作了100多首， 仅2008年就
有57首面世。《祝福歌》、《祝
寿 歌 》、 《生 意 歌 》、 《出 租
车》、《麻将歌 》、《上有老下
有小》、《宝宝百日 》、《结婚
志喜》、《夫妻好好过 》……
还有本报先后刊发的《怎么
称呼都行》、《捣辣椒》等。有
行家评价说，他是一位生活
的歌者， 一位生命的歌者。
他的歌是对生活的歌唱。

但许国胜为人子、为人
父，也为身负责任的领导干
部，更钟情的还是歌词更广
泛、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他
觉得，在社会价值多元大背
景下， 通过歌曲这一形式，
弘扬忠孝文化，既是自己的
责任，也是自己一个熟悉的
世界，还是自己一个擅长表
现的领域。 因此，他先后创
作了 《忠孝歌》、《百善孝为
先》、《说句良心话》、《感恩》、
《天地颂》 等体现忠孝文化
的歌词，而《上有老下有小》
则是代表着他创作的一个
里程碑。 今年8月，他在省委
党校学习期间，举办了 “弘
扬忠孝文化———许国胜作
品音乐会”，一百多位厅干、
几百名处级干部开始“不想
来”，最后“不愿走”。会后，许
多地方都邀请他到那里去
举办这种音乐会，说是在价
值多元的背景下，弘扬忠孝
文化十分必要，是助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
一种好形式。

“生活就是歌”
———访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

获奖者许国胜

本报记者 李国斌

在书法界，能工诗善画的，并不多见，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 国家一级美术
师杨远征是一位。 12月28日，杨远征的首次
个人展览将在湖南省画院举行， 展出的60
余幅作品融诗、书、画于一体。

杨远征1953年出生于平江县，5岁开始
练习书法。 小时候，做会计的父亲想教他学
算盘，他毫无兴趣，有一天爬到阁楼上，无
意中翻出曾祖父收藏的字帖， 津津有味看
了半天。 曾祖父看到后，说“字是敲门砖”，
便教他写字。

中学时， 同学们都去打篮球、 打乒乓
球，他就专心练字、临帖，有时候对书法痴
迷到了饭都不吃的地步。 后来，他因为字写
得好，去一家单位做了宣传干事。 1981年，
他从怀化调到长沙， 住的房间只有12平方

米，在饭桌和窗户间架一块木板，便摆好笔
墨纸砚临帖，怡然自乐。

1985年举行的首届湖湘书法大赛 ，是
杨远征学书历程中的转折点， 他在这次比
赛中崭露头角， 得到名家邬邦生的赏识和
提携。 从那时起，杨远征利用空闲时间，先
后拜访了李立、颜家龙等知名书法家，还常
常前往王超尘、胡六皆老师处学习。

他把自己的每一点收获都归结于诸多
名家的熏陶和影响。 时至今日，杨远征还记
得，著名篆刻家、书法家李立在看过他的字
后，鼓励他多临碑帖、学作画，丰富艺术感
觉。 “书法家不会写诗，就是书匠。 ”胡六皆
告诉他，学书法不能只写字，还要多看书，
关注诗词，提高自身修养。 邬邦生教他从八
大山人的画开始临摹。

“要有所成就，既要坚持，还要用心。 ”
这是杨远征在书法这条路上跋涉了半个多

世纪的感悟， 也是他对年
轻人的鼓励。 现在的年轻
人，都难以静下心来，他建
议年轻人掌握正确的方
法，注意培养兴趣，兴趣浓
了，自然就不会觉得枯燥。

杨远征擅长草书和隶
书。 在他看来，草书看似有
更多自我发挥的空间 ，其
实也有章法， 需要花时间
去研究， 因为草书只要笔
画稍有不对， 就可能变成
另一个字。 他的草书，疏密、轻重、收放、浓
淡、方圆等处理得极为恰当，体现出哲学的
对比原理。

此次的个人展览， 凝聚了他9年的心
血。 2003年，他翻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时，觉
得写得浮躁、草率，40多幅作品被他毫不犹

豫地付之一炬。 “毁我塑我。 ”杨远征说，烧
掉不满意的作品， 是希望塑造一个新的自
我。 随着阅历的增加，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人生感悟也更丰富， 他认为自己2004年后
的作品格调更高， 每年留下几幅满意的作
品。 9年来，积少成多，便有了这次的展览。

■文化人物

湖南卫视揭秘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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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奇舞飞扬》现场。 通讯员 摄

■文化视点

杨远征：半个世纪的书法情缘

杨远征在创作中。 汤红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