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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

42岁的尹冬香，系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滩头年画的传承人。想当年，尹冬香的父亲
和滩头木版年画艺人钟海仙关系不错， 于是让
钟海仙安排时年仅16岁的尹冬香在他的作坊
做帮工。在钟海仙的悉心指导下，尹冬香勤奋好
学，进步很快，不到几年，便熟练掌握了滩头木
版年画印制的全套技艺， 她的年画作品也逐渐
得到了作坊主人钟海仙、高腊梅夫妇的认可，经
常交付她单独印制年画作品。 师傅生前不但教
她如何选取梨木及印制技艺， 还教她为人处世
的道理，可谓“再生父母”。

2006年，滩头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钟海仙、高腊梅夫妇被确定为
国家级项目传承人。 然而， 随着年画市场的萧
条，作坊印刷数量日渐减少，尹冬香也失去了为
高腊梅作坊印制年画的工作， 只得前往株洲一
家服装厂打工。2008年钟海仙病逝， 另一位滩
头年画艺人、金玉美作坊主人李咸陆也于3年后
离世， 滩头年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只剩下高腊
梅一人。几年来，尹冬香虽然身在外地，但她心
中始终无法割舍对滩头年画那份深深的眷恋。
2014年12月，滩头木版年画最后一位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高腊梅去世。老艺人先后离世，很多
人纷纷改行不再从事年画制作，学习、传承的人
越来越少， 滩头年画的传承一度成为民间美术
研究专家及各方人士关注和担忧的问题。 面对
滩头年画濒临失传的困境，2015年11月， 尹冬
香毅然返乡，投资创建了滩头年画福美祥作坊，
得到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有关部
门的支持。

作坊建成后， 尹冬香
印制的作品《吉娃送福》在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获奖，
被授予“新生代工匠之星”称号。她印制的《廉政
年画》《金狗赐福》等作品畅销国内外，并在多地
举办滩头年画个人作品展。“我创办滩头年画福
美祥作坊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滩头年画这颗艺术
‘明珠’失传，要让它世代传承下去，现在我女儿
大学毕业了，也在跟着我学滩头年画制作。”尹冬
香感慨地说道。

尹冬香的女儿肖扬，2016年大学毕业后在长
沙从事软件工程工作。2017年下半年， 受母亲的
影响，她选择了回家学习传承滩头年画。肖扬说，
传承滩头年画是年轻一代的责任，学好滩头年画
技艺并创新衍生产品，让滩头年画更好地融入市
场，是自己的长远规划。

2018年这一年，对于尹冬香和肖扬来说，是不
平凡的一年。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福
美祥作坊成立了滩头木版年画创新发展中心，购置
了装裱机械等设备，为福美祥作坊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资金支持。2018年底， 隆回县非遗中心向社会征
集猪年美术作品， 刘建蓉的农民画《猪福万代》入
选，并由福美祥作坊制作成滩头木版年画。

应多所学校和专家的要求，2018年尹冬香和
肖扬在作坊里建立了体验场所，学生和社会人士
可以在福美祥作坊了解滩头木版年画知识，亲身
体验制作滩头年画。娄底人文科技学院、长沙理
工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邵阳美术学
院，长沙、澳门等全国各地的老师、学生约1000余
人前来考察体验。尹冬香和肖扬还在传承的基础

上创新了生肖年画、年画册页、
年画中国结、年画灯笼、年画挂
历等衍生产品， 她们将创新更
多的滩头木版年画衍生产品，
让年画回归现代生活， 被更多
的人所接受。

杨子江

程仁是典型的江南女子。 她的家乡湘
潭县盛产“湘莲”，闻名全国。打小开始，她
就跟随着大人们采莲，置身于荷塘之中，被
田田的荷叶、 艳艳的荷花裹护而行。“荷叶
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那正是勤
劳、美丽的化身。程仁说，研习书法于她而
言就像采莲，辛苦而美好。

程仁总是忘不掉当年父母牵着她的
小手去练书法的情景。父母“望女成凤”的
想法一直未变，程仁也争气，大约在10岁
的时候就能写招牌。当年，她为家乡湘潭县
县城大市场书写的招牌至今高悬于彼。

书法展示性格，也影响性格。多少年过
去了， 程仁渐渐意识到， 凡做人做事都要
“快一步，高一格，好一档”。她大学毕业的
时候，学校破例为她办了一次个展。琳琅满
目的作品将她再次引向书法的金色殿堂。
随后，她前往东莞谋职，得到当地一位“伯
乐”的赏识，为她举办了一个书法展览，让
她一下子站稳了脚跟， 并且打开了在当地
的书法教育培训市场。

跟随程仁学书法的人越来越多。她想，
既然选择了书法教育， 就应该在书法领域
有所作为。她又一次逼自己走向书法高地。
所谓逼，是内在潜力的激活，自觉而为。她
实实在在对照字帖，模拟古人的学习方法，
一笔一画地反复训练，越是艰难越向前。她
把二王的碑帖手札、 宋四家的各类字体都
作了系统的分类研究与临写， 特别在临习
苏轼的书法上猛下功夫，反反复复中，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书写风格。 她拿着作品参加
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一炮中的。那
年她32岁，手里牵着4岁的娃。

做母亲与当书法家并不矛盾。 程仁的
手机里储存的图片主要有两类， 一是儿子
的图片， 二是书法图片。 儿子长得活泼可
爱。 在程仁看来， 这是她的最得意的“作
品”。看她的书法作品，则满纸生机，英俊清
丽，如同她心爱的孩子。

程仁在国展中崭露头角不久， 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其实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有意
地躲了起来，在繁华都市里闹中取静，闭门读
书。 她说， 书法家不能光向字帖或书法家学
习， 更需要转益多师。 历史上苏东坡是书法
家，但他更多的是以大学问家留名青史。

程仁的家乡与齐白石的故居不远，白
石老人的形象时时在她脑海里呈现。 她学
古文、诗词、书法、绘画、花艺、摄影，占得先
贤风格与神韵。突然一日，她读到了齐白石
的“学我者生，像我者死”的名句，懂得了
“学”的内涵与精神，明白了创新对于艺术
创作的重要性。

现在的程仁，除了继续研习书法、教书
育人，又多了一些服务社会的内容。她是民
进会员， 她在会内谦虚好学， 利用自身所
长，为会员开展书法普及讲座，还经常应邀
参加慈善拍卖活动， 捐出自己的作品去资
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与孩子， 每年
的送春联活动、 文化扶贫工作她都从不缺
席。在她看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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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网络综艺被视为小众文化产品，是低成本、
“作坊式”作品的代名词。随着业态持续完善，网络综艺逐渐
告别野蛮生长，产品不断优化。2019年伊始，网络综艺行业
在经历急剧扩容与分化后迎来新的拐点， 进入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的新一轮调整期。当前，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三大
视频网站基本实现了有主有辅、有大有小、有老有新、有快
有慢的立体化综艺矩阵，在总量和结构上趋于合理。不同视
频平台也逐渐形成差异化、主题化的综艺布局，满足不同用
户群体、不同接受场景的内容需求。

近期， 网络综艺不断进行题材上的多元探索与深入挖
掘，极大丰富了表现领域。一方面将既有题材细分，例如在
音乐类综艺基础上打造《乐队的夏天》，在舞蹈类综艺基础
上打造《热血街舞团》；一方面开拓全新题材，例如推出《挑
战吧！太空》《这！就是铁甲》等科技类网综、《圆桌派》等知识
类网综、《超新星全运会》等体育类网综、《妻子的浪漫旅行》
《幸福三重奏》等生活观察类网综……网络综艺在题材上不
断跨界拓展，让人耳目一新。

相较于传统电视综艺， 网络综艺具备极大灵活性从而
实现全方位、多层面创新。在叙事模式上，既有展示型又有
竞赛型，既有剧情式又有纪录式，既有观察类又有体验类；
在形态模式上，出现了系列节目、衍生节目、多版本节目、直
播网综、微综艺等不同品类；在商业模式上，开创付费点播、
创意广告等多种营收方式。借助互联网的媒介特性，网络综
艺很好地实现了内容与技术的交汇， 打造出一批运用互联
网思维、依托互联网模式、体现互联网属性的内容产品。

网络综艺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绘制清晰的用户画像这

一优势，越来越“懂”受众。相关资料显示，《偶像练习生》观众
以19至24岁女性为主，《吐槽大会》第二季观众则以19至34岁
男性为主， 睡前、 午间和晚饭时间是观看网综的重要时段，
20%观众会在观看节目时发送弹幕进行评价……凭借视频平
台的用户信息提取与分析能力， 网络综艺制作方能够即时获
知节目受众特征、行为与期待，从而及时调整节目策略，回应
用户需求。与此同时，算法技术能够使节目更加精准抵达目标
用户，例如协同过滤算法能够根据用户停留、拖拽、点赞、评
论、转发、关注等行为分析用户兴趣所在，并根据偏好内容进
行推荐。此外，社交关系、地域定位也是常见算法模型，网络综
艺节目传播逻辑逐渐从“人找内容”转变为“内容找人”。

今天，网络综艺节目已经进入精品化阶段，但仍然存在产
能相对过剩与精品不足、原创乏力、内容口号“两张皮”等问
题，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面向未来，网络综艺节目应当明确前
行方向，走好进阶之路。这是一条自主创新之路———面对“洋
模式”消耗殆尽、“综N代”展露疲态、“同质化”再次凸显等问
题，坚持本土和原创应当成为全行业的选择。网络综艺必须立
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内生动力，通过自
主创新推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条协同发展之
路———面对媒体融合、产业融合重大趋势，从业者应当进一步
突破行业壁垒， 开放行业边界， 以精品内容的创作生产为核
心，带动产业链交叉渗透、延伸扩展、整合升级，逐步构建“大
综艺”市场格局。这是一条价值引领之路———网络综艺制作方
和平台方需要牢固树立“把好导向关”意识，在创意研发、制作
播出、营销推广等各个环节中，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将节
目的思想立意、文化内涵、审美价值放在首要位置，发挥温润
心灵、启迪思想、提振精神的作用，让网络综艺成为优质的精
神食粮。

黄铁军

严淞终于画好了岳麓山。
一个月前，我去他的画室，看到他

的两幅草图，一幅南岳，一幅岳麓山。
他说这是身在异乡的朋友要他画的。
我问多久能画完，他说很快。

这一个多月里，严淞去了趟贵州，
说是办点事。原来他是游山玩水去了。
他说画家要跳出画画去画画， 不能天
天泡在画里边。 就像你们作家不能天
天写文章一样。他这么一说，我便想着
应该让他多放松。 有次我主持一个拜
师活动，我让他也来玩一下。他果真匆
匆而来， 大家说吃起来， 他便端碗拿
筷。一个朋友看见他两手黑乎乎的，大
笑起来，要他赶快去洗手。他也哈哈大
笑，直奔洗手间而去。

我想快点看到严淞如何将草图变
成作品。小雪前几日，给他打电话问情
况，他说感冒了，听声音蛮严重。我想
这又得拖延几天了。没想到一个感冒，
倒是让他把这作品熬了出来。

同许多画家一样， 严淞爱以山水
为题作画。不同的是，他画山之前必须
用脚步去丈量山， 用心去体会所画的
山，找到山的灵魂，才动手画。比如画
南岳，就爬过很多次，画岳麓山也是这
样。顺溪流而上，山前山后爬，看山的
阴阳两面，反复构草图，作对比，酝酿
于胸许久，仍迟迟不能动手。

其实，严淞对山特别有感悟，五六
岁就随外婆上山打柴火。 开头只会用
竹耙子扒松叶，稍大一点挥刀砍柴，很
是能干，对山也特别有感情。他觉得大
山给了人们很多，如果随便挥笔而就，
那就有失恭敬。

这是个奇怪的想法。山就是山，不
是石头就是土，不是树就是草，说山有
灵魂，便是一种升华。唐末五代荆浩画
太行山，虽然在洪谷住了半辈子，画松
数万株，却不一定去爬太行山。太行山
那么险峻， 许多地方没法爬上去。“画
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
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而实。
若不执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
这是荆浩在《笔法记》中对绘画的解
释。荆浩这话说得很精妙，可他画的太
行山让后人以为是南方庐山。 他却是
因“图真不可及”成为画山之宗师。

严淞这幅岳麓山，看上去也似“图
真不可及”。 从爱晚亭上云麓宫那条
路，掩映在绿树丛中，很难清楚地看得
到。 他却让观者看得到并画得让人想
去走一走； 那条弯弯曲曲掩映于绿树
下的溪流， 则被他画成细细长长的瀑
布一般。岳麓山上的红枫，被他画得如
火焰一样。他这“层林尽染”，真是“染”
得大胆！但这座岳麓山，不会被人认为
是南岳或华山或庐山。因为那爱晚亭、
云麓宫真真实实地立在那里， 是别处
名山所没有的“物象”。这一独特地标
让人相信这是岳麓山而绝非庐山。

这就是严淞的“度物象而取其真”。
这座岳麓山， 或许因严淞这幅画

更让人喜爱。我发到群里，便有许多人
说好。身随山水走，画从心底来。这是
严淞的“笔法”观。真正的艺术创作，还
是应该于自然之中去取其“华”与
“实”，才能合理展现“实”与“华”。太行
山看似庐山，应是“度物象”出了问题。
然可悲的是，许多人的画作“无物象”。
一个画展百幅画，有特点的寥寥无几。

严淞还很年轻。 对他来说，“度物
象”艺术才刚刚上路。

郭云鹏

日前，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的新创杂技剧《加油
吧，少年！》在长沙上演。该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名杂技学员小宇在毕业前夕意外受伤， 压力和困
惑让他对自己的杂技梦想产生了动摇，最终在老师、
家长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坚定信念，战胜自我，重返
舞台。

《加油吧，少年！》采用了时下国际杂坛流行的
“新杂技”理念进行艺术创作。在“新杂技”尚未被国
内杂技院团广泛接受和采用的当下， 湖南省杂技艺
术剧院秉持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先前进行“新杂技”
节目创作的基础上，编创出“新杂技”剧目。该剧院
“新杂技”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走在了全国前列。

“新杂技”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迄
今只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但在欧洲和北美迅速兴起，
并在全球广泛传播， 成为影响世界杂技业态发展不
可小觑的新兴力量。 随着中国杂技对外文化交流和
国际商业演出的日益增多， 以及新世纪以来中法文
化年、 中法文化之春等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活动的频
繁举办，“新杂技” 的创作理念在中国杂技界正引起
越来越多人的思考和关注。

从杂技剧《加油吧，少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一台集杂技、戏剧、音乐、舞蹈、视觉艺术等为一体的

新型跨界表演，“跨界融合”是其显著特征。该剧以杂
技为主体，动作技巧仍是其“核”。但它不过分强调杂
技的技术难度，而更注重提升戏剧的表达。编创者巧
妙地以小见大， 通过杂技少年的心路历程和成长经
历，折射出杂技人筑梦、追梦、圆梦的拼搏精神，充满
正能量。 该剧大胆尝试音乐剧的表现手段， 采取独
唱、二重唱、合唱等形式，为剧情的推进、情绪的表达
推波助澜，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剧目参演人员少，演
出场地小，灯光、舞美道具简单，呈现出“新杂技”的
鲜明个性。

中国的传统杂技以技巧为中心， 往往缺少对
“人”和“情”等人文元素的关注。杂技剧《加油吧，少
年！》赋予杂技以主题和思想，塑造角色和情节，通过
刻画人物和情节叙事，逐步递进意境，展示故事的发
生发展，开拓了杂技艺术的主题思想。该剧加大了对
更深层次人文精神的关怀， 使传统杂技对“人”和
“情”的认可与展现不断增强，更具广度和深度。杂技
表演从过去单纯的“技” 的展示， 转换与提升为对
“艺”的表演，使艺术品位和技巧绝活相得益彰，“艺”
成为杂技重要的美学意义所在， 极大地提高了杂技
的审美价值。杂技剧《加油吧，少年！》的创作实践表
明，“新杂技”以剧目形式展现是成功的、可行的，对
于杂技艺术实现从“唯技巧”到“重创意”的转变，意
义不言而喻。

杂技以肢体语言表现造型之美见长，而“讲故事”
则是杂技的短板。当前杂技剧创作中，表现的主题往往
改编自一些人们熟知的经典作品或神话故事等。 为了
“讨巧”， 多采用人物和剧情的简单化处理来完成作品
主题的构建，对现实题材则鲜少涉及。《加油吧，少年！》
则借助戏剧元素，力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一个
连贯的概念，让观众走进杂技人生活，体验杂技少年小
宇的内心世界，以此引发观众思索，产生共鸣。同时，也
对杂技艺术和杂技事业作了一个“沉浸式”“体验式”的
宣传。

《加油吧，少年！》在叙事能力、人物塑造、剧情立意
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对现实题材的观照，实
现了杂技艺术的时代表达。 剧中所有演员均为湖南省
杂技艺术剧院的老师和学员， 他们自己演绎自己的学
习和生活，纯真质朴的本色表演让人觉得亲切而自然，
毫无违和感。

“新杂技”再怎么创新，作品终究都要走向广阔的
演艺市场。该剧出品后，先后参加了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展演、由国务院侨办和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文化
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芬兰”活动专场演出，以
及湖南省委宣传部“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计划、湖
南省文旅厅“演艺惠民”活动在省内各市州的巡演等，
由于励志向上、通俗易懂，深受社会各界观众的喜爱，
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加油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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