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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虹

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1月14日播出湖南省博
物馆专场。 湖南省博物馆从18万余件馆藏中甄选出3件独具
特色的国之重器———辛追墓T形帛画、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
执壶、皿方罍。 雷佳、何炅、黄渤和王嘉这三组“国宝守护人”
通过精彩演绎带观众一同感受3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唐朝时期，长沙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扬帆起航，让“中国
制造”早在1200年前就走向世界。 长沙窑可以说是一位文化
交流使者，它给后世瓷器远销海外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沙窑
青釉褐彩诗文执壶的“国宝守护人”何炅在《国家宝藏》舞台
上变身“大唐商界精英”，用一堂生动的“营销课”帮助自家的
瓷器改革，用创新思维让1200年前的“中国制造”自湘江铜官
港出发，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乘风破浪，远销海外。 节目
中， 他诙谐幽默地演绎出长沙窑匠人敢想敢做的“时尚思
维”，别样解读大唐文化如何自东方走向世界。1200年后的今
天，一位长沙窑的“迷弟”林安为追寻其足迹，耗时5年重走当
年长沙窑的“海上丝绸之路”。 他和长沙窑的不解之缘也感动
了许多观众。

雷佳曾在2004年为电视剧《辛追传奇》演唱片尾曲。 在
《国家宝藏》的舞台上，她又一次为辛追而唱、而演。 节目中，
雷佳惊艳开嗓，用一首歌吟出辛追夫人的离散苦悲和2000年
前的“永生之梦”。 而湘博内全新的高科技手段展示，更让观
众全面了解了T形帛画中究竟画了多少有趣又不可思议的内
容：辛追生前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她是个生活特别精致的老
太太，随葬品中有一个豪华化妆盒，有许多不同款式不同颜
色的衣服……最让人震惊的是， 帛画还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帛画右上方的太阳当中有个金乌，是古人用肉眼观测到太阳
黑子的现象。 中国人观测太阳黑子比西方早了2000年。

皿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全

器以云雷纹为底，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雄浑庄重、富
丽堂皇，可谓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 除了历史价
值引人瞩目，发生在皿方罍器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皿方
罍出土之后，器盖与器身便天各一方，器盖入藏湖南博物馆，
而器身流转海外近百年。 近20年来，国内专家屡次希望促成
展览或回归，都未能如愿。直到2014年，器身现身纽约佳士得
拍场， 皿方罍终于在各方的通力协作下回到其出土地湖南。
黄渤和王嘉这次成了兄弟档“国宝守护人”，一个演皿方罍的
器身，一个演器盖。 他们的表演时而诙谐幽默，时而真挚深
情，不仅把“国宝回家”的艰辛与感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
国之重器深埋千年的“心声”活灵活现地传达给了观众。 湖南
省博物馆文物保管部主任廖丹和2014年“完罍归湘”活动发
起人谭国斌一起，详细讲述了当年“国宝回家”是怎样的一波
三折。 最让观众动容的一个细节是，器身洽购成功的那一刻，
谭国斌没有亲眼看到， 因为他正在刷卡，“洽购的定金是500
万美元，每次只能刷5000美元，所以刷了1000次，签名签了
1000次。 ”

夏乃安

位于湘西北的石门县， 最具特色的民
居多是自上古延续至今的干栏式建筑。 一
楼架空， 二楼居人， 俗称“吊脚楼”。 因为
多雨， 湿度很大， 一般采用麻石或青砖勒
脚， 木柱下垫石质磉墩。 或依山成村， 或
临水成街， 形成一个个气势浩大又充满灵
秀神韵的建筑群体， 洋洋洒洒地融入自然
山水之中。

结合地形， 节约用地， 适应气候， 运
用木、 石、 土天然材料， 体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历经发展与演变，“吊脚楼” 十
分零星散落于群山峻岭中， 或挤夹于高楼
旮旯里。 观之总留给人无尽遐想与怀念。
我业余时间喜欢用钢笔作画， 近年来， 用
钢笔画记录下湘西北石门县几处老街的沧
桑历史。

石门县城老街， 位于澧水中游的石门
县城， 历史悠久。 战国时乃楚江之地， 汉
属武陵郡， 三国时属东吴天门郡， 晋属天
门郡澧阳县， 南北朝时天门郡治由今张家
界 市 境 移 至 石 门 ， 陈 武 帝 永 定 二 年
（558）， 后梁肖詧改天门郡为石门郡， 始
称“石门”。 自此， 这里一直就是郡、 县驻
地。 明属县一都， 清初叫万年坊， 民国初
属县首善区。 上世纪70年代因城区开始大

规模建设， 沿澧水河岸3公里十分繁华热闹
地“吊脚楼” 上河街， 下河街荡然无存。
我依据记忆和早年的摄影作品， 画出心中
还在的老街建筑。

石门雄黄矿是一座有着1500余年历史
的亚洲最大的雄黄矿， 它生产砒霜、 硫酸
和用来制造鞭炮、 药材的雄黄粉， 在创造
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重大污染， 是中国五
大污染源之一， 该矿因污染严重关停， 因
采矿人口汇集建起来的矿区老街也随之衰
败。 如今老街犹在， 檩腐瓦落， 风雨飘摇，
似在落日的余晖里讲述着昔日的喧闹与过
往。

石门皂角镇老河街， 依澧水支流渫水
而建， 是渫水流域的古街之一， 全长800
余米， 繁华时有土木结构店铺100多家，
曾为石门县城通往鄂西的水陆交通要冲，
商贾云集， 盛极一时， 也是“万里茶道”
中“宜红茶古道” 的集散码头之一， 马蹄
哒哒穿越狭窄街道的青石路面， 帆船竞流
下津市入洞庭。 古韵古风在时光的流转中
延续着百年不变的景象， 给人广阔深远的
想象空间。

用钢笔画独有的黑白灰色彩， 描画土
木结构形式的建筑， 用点、 线、 面讲述着
一个个沧桑遥远的故事。 留住老街的些许
影像， 留住我的一段乡愁。

胡可夫

读刘奇的画作，一幅幅布满田园情趣，一张张以活泼好动
的家禽和闲花野草为创作主体的绘画载体。 画面既有着清新浪
漫的人文情怀，也饱含着大写意绘画艺术结构中雅俗共赏的品
性，令人想到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所描绘的“榆柳荫后檐，桃
李罗堂前”的风情，更赋予人一种对于生活的审美，对人生的启
迪。

刘奇认为，尽力寻找感动到自己的东西，才能感动别人。 在
他画中那充满节奏的点、线、面和那流淌着轻柔妙曼的旋律无
不是在向人们衷诉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刘奇的《篱上青
青好纳凉》和《碧波千层浪，清泉十里香》等画作品透着一股厚重
拙雅、盎然大气。 这种美好源自于其纯净的心灵，源自于对这片
土地的自然、人文的亲近贴切。 源自于他赋予画中那“一沙一世
界，一花一天堂”的诗情画意。清代原济说过：“作书作画，无论老
手后学，先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烂，出之纸上，意懒则浅薄无
神，不能书画。 ”可见作品的成败也源自于画家所呈现出的精神
与气象。 这就是我们品读刘奇作品感受到他的内心始终萦绕着
的那股纯情和一种独具个性深情静谧氛围的缘由吧。

以他的真诚、专注、智慧和练就的定力展现出对当代花鸟
画的理解和深情。 他将眼中和心中的花鸟转化为笔下的花鸟，
将“相由心生”的幻化之美融入到画境之中。 正所谓大象无形，
大巧若拙也。

刘晓燕

文化类电视节目热播，在众多综艺节目中成为电视领域
的一股清流。 近两年《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
面》《朗读者》《百心百匠》等一系列具有人文情怀的文化类节
目集体走红，深受观众喜爱，掀起了一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潮。 特别是前不久在央视开播的大型文博类节目《国家
宝藏》，收视率和口碑齐飞，引发网友的热议，成为文化类节
目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火爆，说明了观
众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大需求。 近期文博类节目的兴
起，是否会带领文化类节目走进下一个高潮？

通俗表达彰显文化内涵
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别，要根据文化类型特质，采用恰当

的传播方式进行呈现。 如《舌尖上的中国》，用真实的画面、朴
素的语言掀起了全球中国美食热；《见字如面》以明星读信的
方式，将文字转化成视听语言，彰显书信魅力；《中国诗词大
会》利用竞赛的方式，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增加节目的趣
味性。 近期走红的《国家宝藏》借鉴了综艺节目特点，融合了
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态，尊重年轻人的审美和视
听语言习惯，将趣味性和娱乐性带入文物中。 节目中的创新
之一是通过小剧场形式演绎文物，极大调动了观众的视听观
感，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记忆深刻。 戏剧形态现场重现历史文
物，把遥远的、抽象的、专业的文物通过亲近的、具象的、平民
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拉近了传统上摆在博物馆展窗后冷冰冰
的文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演绎的亮点是打造了强大的明星
解说阵容，以文物为核心，由明星演绎的方式讲述国宝故事，
通过自带流量的明星，增加节目的趣味性和话题性，这尤其
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和追捧。

互联网带动口碑效应
文化类节目在保障优秀文化内容的同时，还可借力互联

网这一舆论阵地，使二者产生联动效应，以引爆节目口碑。 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之后

却在B站（哔哩哔哩网站）走红，点击量超过296万，累计约7.1
万条弹幕评论，引发了“故宫网红”等一系列文化现象；《见字
如面》以电视台带动互联网，单期网播量近千万，掀起热议；
《朗读者》在电视台播出七期之后，阅读量突破10万的微信公
众号文章已经达到145篇，手机客户端的收听量达2.07亿次，
相关视频全网播放近5.4亿次，网络的口碑效应放大了文化节
目的影响；《国家宝藏》一开播就引发了收视率狂潮和网友热
议。 以《我在故宫修文物》最为典型，此节目引发了网友在弹
幕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引爆了节目舆论口碑
的二次热潮，激发观众的热情和观看节目的动力，使之从未
获关注变得几乎人尽皆知，这体现了网络媒体与电视媒体的
联动互补效应，以台带网，以网促台，使节目取得巨大成功，
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国际合作促进对外传播
这类文博类节目除了向国内的观众讲述了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以外，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海外传播，向外国观众讲述
他们感兴趣的中国故事。 2015年10月，在习近平主席访英期
间，由央视推出的《开讲啦》走出国门，邀请威廉王子、马云、
姚明等10位中英重量级嘉宾在伦敦国王学院开讲，开启了一
场中英文化交流的思想盛宴。 2016年8月，《开讲啦》再次走出
国门，在埃及、希腊、新加坡3个国家录制，节目以年轻人的
视角探讨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等全球性话题，掀起了一
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热”。 让中国文化类节目走
出国门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中的一张名片，这不仅需要在今后
的创作中，不断开发新的原创类节目，同时还需要对节目模
式进行包装，以适应外国的传播模式。 真正做到让优秀文化
类节目的版权输出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
文化。

期待未来我们能够推出更多的中国式原创文化类节目，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中国文化为
核，创意节目形式为壳，在国内赢得更多年轻人喜爱的同时，
更能走向国际， 让中国文化内涵为更多的国外观众所了解，
并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昭成

陈新文大学毕业到出版社， 一坐就是
20多年。 他编辑出版了多少本书， 恐怕没
多少人说得出； 他发表了多少首诗， 也没
有人说得清楚。 他一路走来， 从一个普通
的编辑到现今的位置， 领导和同事们都认
可他对事业的忠诚与才能。 他的故乡的人
们却认个死理： 陈新文因字写得好， 书才
读得好， 书读得好， 才有本事做大事。

至今， 新文一直把书法当自己的生命
的另一部分续承在血脉里。 “摧残枯木倚
寒林， 几度逢春不变心”。 新文走的是一条
与众不同的书法探索之路， 只有耕耘， 不
问收获。 前不久我在北京与一友人说事，
他顺便问我与陈新文熟否？ 我一笑， 老友
也。 他竟然兴奋地说， 他在北京某画廊买
了张陈新文的书法作品， 北京书家评价甚
好。 我当然为新文高兴不已。 回来后与他
说起这事， 他淡然一笑， 一位朋友偶然将
他的作品带到北京给一画廊老板看， 那老
板试着在画廊里挂出， 一天津人看中拿走
了。 新文的书法在这家画廊里已出售20多
张了。 说这事， 是觉得好的书法作品自有
市场的。

以我对新文书法的理解，他的书法是文
人书作，尤其是他的章草和行楷，可以明显
感觉到有“童子功”功底，受过一定的训练，
彰显了沉稳含蓄、俊雅温厚的气度，可谓一
横一撇，法度自在笔墨之间。 文人书法的首
要特征，是书法的文化内涵，仅以外化的笔
墨难以完成书法艺术的美学建构。新文的书

作，“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
气”，简洁疏放，却又时有“天真”痕迹，偶尔
端显出睨藐不屑的文人秉性。然新文自成一
格的书法表现风格，当今的一些书家会觉得
他的书法缺少洒脱阳刚、笔墨酣畅、气势阔
大的格局。其实艺术的个性就是另辟蹊径走
极端。 从新文之书作可见他于唐楷、唐人写
经、魏晋墨迹中取法，点划明快，结字坚实，
笔法自如，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落
笔提顿险峻，古拙遒劲，充盈着一片闲适从
容气象，不亦快哉乎。

新文是出版人， 探知历史与现实的眼
光与思想， 造就了他审度与实践艺术之作
时， 不会浅尝辄止。 摒弃华艳， 唯取真淳，
讲究绘事后素， 大巧若拙， 不为物役， 不
被法拘， 在不经意处融汇学养与性情， 走
一条属于心性的途径。 郭绍虞先生尝撰文
评论沈从文先生书法曰：“妙在熟中见生，
功夫得力于字外， 纯从学问而来。” 由于新
文富有诗人气质， 所以其书法中飘逸出清
雅自然的书卷气， 性情至上。 陈独秀有一
句诗“书法由来见性真”， 只要是性情流
露， 率真而为， 就必有其可读可观之处。
所以有人趋之求之， 也就可理解了。

墨润潇湘

老
友

毕
竟
是
书
生

艺术地图

湖南3件国宝亮相
《国家宝藏》

艺苑掇英

刘奇：守拙写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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