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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

谁才是湖南米粉江湖中的
老大？长沙人当仁不让，常德
人则会毫不犹豫选择常德米
粉，邵阳人也会给出一句：邵阳
米粉才是老大！

其实，对于来自湖南不同市
州的人，家乡的那碗粉，更多是
一份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湖
南米粉种类繁多，甚至相邻的两
个县米粉的风格都相去甚远。
而且口味这东西，实在是个人化
的东西。因此，要说哪碗粉好
吃，哪个地区的米粉是老大，还
真是会引起食客们的一番唇舌
之战。4月14日至4月24日，“
湖南米粉大擂台 ”开赛期间，借
着米粉大擂台，我们采访了各地
的“ 吃货 ”们，请大家唠一唠
最爱的那碗粉。

小舒是常德人，在长沙读
大二，要说自己最爱的一碗粉，
那是常德刘聋子米粉，量多实
惠，服务好；最重要的是：“ 米
粉恰到好处的一咬就断，汤汁
浓郁鲜美，盖码分量多。尤其
是牛肉粉，牛肉煨得很香、很
糯，再多加点香菜和葱，鲜香味
十足！”小赵则投票给老家的武
冈米粉：“ 武冈米粉的粉跟其
他 地 方 都 不 一 样 ，更 加 有 嚼
劲。早上端上一碗冒着热气的
牛肉米粉，扑入眼帘的是超大
块的牛肉，还有绿油油的葱花
和香菜。粉里用的是猪油，所
以特别香。一碗的分量足以吃
到撑，连汤都要喝光！”

米粉，总浸透着记忆。当
一个湖南人在为某一碗粉投票
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对独家
记忆的捍卫。网友“ 瓶子 ”
是湘潭人，她说：“ 湖南人对米
粉都有特别的执念。我是吃米
粉长大的湖南人，上小学那会
儿还是娭毑在家下粉。我推荐
湘潭板塘铺社建村的一家小

店，每天菜场买的新鲜筒骨，在
煤火上熬上一天一夜的汤底，
味道很鲜。不同于很多粉店的
红汤还有放各种各样的调料，
这家只有葱、盐、酱油、肉码，很
纯粹！”邵阳人小陈表示首选邵
阳粉：“ 不接受反驳！”邵阳米
粉粗，红油浓汤，大片牛肉、生
炒 牛 肉、木 耳 肉 丝 是 经 典 粉
码。“ 我爸爸跟我说，他小时
候，想要吃一顿带肉的邵阳米
粉实在太难，物资匮乏的年代，
能吃碗粉那是连粉汤都舍不得
浪费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爸
第一次带我去吃邵阳回民餐厅
的牛肉粉，我对自己说，终于要
吃到我爸老提起的牛肉粉了！”

长沙“ 老饕 ”郭江曾发
布过一篇《湖南米粉二十强排
行榜》，文中说到：“ 我花了5年
时间，专门走访各市州，寻找具
有代表性的米粉。湖南各地的
米粉，我都喜欢吃，每一种我都
乐意连续吃一年当早餐。”5 年
有目的性的走访中，他吃到过
平平无奇的口味，也品尝过难
以忘怀的滋味，对这段丰富的
寻粉经历，他总结了自己心目
中的湖南米粉二十强。他的判
断依据是文化感、技艺值、丰富
度、传播力、独特性。郭江总
结：长沙米粉是传统湘菜技法
具体而微的活化石。长沙米粉
摆出来，闭眼吃一口，或者闭嘴
看一眼，都能立即辨识出是长
沙米粉；常德牛肉粉是当代湘
菜融合创新、与时俱进的见证
者，历经最开始的“毛汤”朴素
调味，到目前的“花汤”馥郁红
艳 ，很 显 然 有 川 菜 融 合 的 痕
迹 ；邵阳米粉体现了民间湘菜
的霸蛮特点，“底汤辛烈，臊子
狂野 ”；郴州鱼粉红油油一巨
锅鱼汤，客人来了，一声吆喝，
一手搅动，一舀抄起，一勺浇在
米粉上直接端走，红白交映，撞
击味蕾……此外，他还推荐衡
阳筒骨粉、双峰青树坪米粉、永
州砍肉粉、渣江水粉、宜章猪脚
粉、郴州杀猪粉等“小门派”。

正如郭江在文章中写的那
样：“ 很多人喜欢将米粉与地
域相联系，其实各地米粉风格
的形成有其偶然性。各地米粉
没有高下之分，热爱美食的人
也不应有地域之分。我热爱各
地美食的特质，对每个地方的
特色我都尊重，我都愿意去体
会它们富有的美。”

王珉

今年开年，电视剧题材多元爆款频
出：源自家庭生活的《安家》《如果岁月可
回头》；聚焦都市职场的《精英律师》《完美
关系》《决胜法庭》；讴歌时代精神的《谷文
昌》《绝境铸剑》《奋进的旋律》《一个都不
能少》《绿水青山带笑颜》；展现青春爱情
的《下一站是幸福》《冰糖炖雪梨》等均有
不俗的收视表现。这些叫好又叫座、具有
不同审美情趣的现实题材佳作，充分发挥
了影视剧作为居家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网站的统计，2020
年第一季度，全国有线电视和IPTV（交互式
网络电视）用户日均收视总时长同比上涨
22.7%，每日户均收视时长增长半小时。其
中，央视春晚综合收视率达20.631%，北京
卫视、湖南卫视、东方卫视获得春晚收视前三
甲，收视率均超过1%。第一季度的8场晚
会，24档综艺节目，15部黄金时段电视剧，15
部纪录片收视率也都超过1%，可以说现实题
材的佳作在第一季度大放异彩，也丰富了人
们宅家战疫的精神世界。

2020年第一季度，尤以网络视听行业
表现亮眼。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传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心意，那些抗击
疫情相关纪录片在央视和地方频道频频
播出，通过媒体融合、科技创新等手段持
续工作，向宅家的人们呈现这场可歌可泣
的新冠肺炎抗疫战。其中，优酷团队早在
2月初就到达武汉和疫情重灾区拍摄纪录
片《冬去春归》。包括电视剧《外科风云》

《急诊科医生》等在内的医疗题材吸睛无
数，那些光辉事迹和闪亮名字，慰藉人们
的心灵，平复紧张的情绪。

延续第一季度的现实题材之风，《我
是余欢水》同样展现生活中难以改变的一
系列问题。《我是余欢水》堪称今年评分最
高的国产剧。郭京飞饰演的余欢水，属

“社畜”一族。用他老婆的话来说就是：越
活越没人样。他将底层小人物的中年危
机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解释一下“社
畜”这个词，日语网络流行词，用于形容上
班族的贬义词，指在公司顺从工作，被当
作牲畜一样压榨。所以，观众在剧中能看
到他的种种悲剧：绩效不达标，上班总迟
到，单位领导骂，家里老婆骂，儿子要照
顾，朋友借钱不还，邻居各种欺负……当
他狠狠心买瓶“茅台”犒劳一下自己时，竟
然还让假酒送进了医院，接着又被医生误
诊为胰腺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大马路
上，想嚎啕大哭却哭不出声……这样的悬
念让观众有代入感，欲罢不能。

东吴

“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live
在B站推出高清戏剧《简·爱》，放映
不到一周，点击量超过 11.9 万。随
着疫情波及世界多个国家的艺术行
业，纽约、伦敦、爱丁堡、柏林……这
些知名艺术机构聚集、演出生产繁
荣、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
之都，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
了云端剧场（2020年4月14日文汇
报）。

在国内疫情防控期间，各种形
式的“云演出”“云课堂”刷爆了抖
音、微博、哔哩哔哩、戏缘、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平台。不仅是观众，连许
多艺术家都大感“出乎意料”：原来，
剧场艺术还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打
开方式”。数以万计的视频、十亿次

以上的播放量，这些特殊时期的努
力，给文艺创作带来不少启示，甚至
可能改变行业的生态。

全国战“疫”，让原本热闹的演
艺市场按下了暂停键，据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20年1至
3月，全国已取消或延期的演出近2
万场。尽管线下活动暂时停摆，但
演出行业并没有停下脚步，众多演
出机构、剧场和音乐人纷纷开始探
索“互联网+”的全新观演模式，各种
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云演出”让
众多艺术爱好者足不出户也能与艺
术亲密接触，随时开启一段奇妙的
艺术之旅。

剧场是小众的，互联网是大众
的，当把剧场从线下搬到线上，让更
多的人享受到美好艺术的同时，也
让从业者开始思考演出业未来的发

展路径。线上演艺的方式突破了以
往现场容量有限的不足，可使覆盖
面大大提升，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流
量积累的能力及可能性大大提升，
观众还可以通过直播平台发起实时
讨论与互动，成为疫情期间大众娱
乐不可多得的观赏方式。

受疫情影响，国内演出行业受
到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云
剧场”“云演出”“云视听”等在线演
艺，成了众多演艺机构的应对之
策。疫情期间的线上演艺大多数为
公益行为，线上观演的意义及价值
更多体现在社会效益上，缺乏获得
直接经济效益的手段。国内的剧场
艺术普及尚在起步阶段，文化演艺
市场的观众基础还比较薄弱，一些
演出的水平和质量也有待提高，因
此，目前演出资源进行网络盈利的

实际转化率不高。疫情结束后，这
些线上演艺将何去何从？

“云演出”不会颠覆线下的观演
方式，但它降低了入门的门槛，也为
未来培养了潜在的观众群体，但同
时，“云演出”要想行稳致远仍有路
要走。一方面，互联网时代需要文
化艺术行业紧随时代变化，除了作
品主题和形式上推陈出新，同时也
需要发展多元化的表现方式，线上
演艺与现场观演形成良好的互补。
另一方面，在剧场艺术耕耘更深的
欧美地区，在线观演类的互联网产
品已经相对成熟，很多演出项目已
经实现付费观看。国内“云演出”虽
给疫情中的演艺行业带来一些生
机，但疫情过后，这些“云演出”“云
艺术”是否仍是免费模式，值得业界
关注和思考。

周洪林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
日。为纪念这一节日，解放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解放区先后于 1946 年至
1949年发行了7套34枚纪念

“五一”劳动节邮票；新中国成
立后，共发行了4套9枚纪念

“五一”劳动节邮票。方寸之
间谱写了一曲曲劳动者赞
歌。

1952年5月1日，原邮电
部发行纪15《国际劳动节》专
题邮票一套三枚（图1）,面值
均为人民币（旧币）800 元。
邮票图案分别为：第一枚“胜
利的光辉”，画面用鲜红作底
色，图案正中是较大的阿拉
伯数字“1”，其下方横印着“五
月”二字，前面是“镰刀和铁
锤”四周放射着强烈的光芒；
第二枚“工农联盟”，画面用绿
色作底色，图案中间是齿轮上镶着的麦穗，齿
轮中伸出一只强壮而有力的“工农巨掌”，放
飞着一只含着橄榄枝的和平鸽；第三枚“和平
建设”，画面用茶色作底，图案中间是工厂的
烟筒和铁锤，一根麦穗绕在铁炳上，旁边是一
只安详腾飞的和平鸽。邮票设计凝重典雅，
构图简练，主题鲜明。

1959 年 5 月 1 日，原邮电部发行纪 61
《国际劳动节》纪念邮票一套3枚(图2)。邮票
图案分别为：第一枚“学习马列主义”，邮票以
深蓝色为底，图案上部是鲜花簇拥的马克思
和列宁的浮雕头像，浮雕下是各行业的工人
阶级代表；第二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邮票用粉红色作底，图案是白、黄、黑三只不
同肤色的巨手强有力地共同握着一面写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旗；第三枚“庆
祝五一劳动节”，邮票以绿色为底，图案为工
农游行队伍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在他们的上
方飘扬着数十面旗帜，“5·1”字样非常醒目，
表现中国劳动人民庆祝自己的节日。

1964年5月1日，原邮电部发行纪10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纪念邮票一套2枚
（图3）。邮票图案分别为：第一枚“马、恩、列、
斯像”，图案是数面红旗簇拥的四位伟人并列
侧面头像，展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
及实践者的伟大；第二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图案是在红旗引导下振臂高呼的游行
示威群众，展示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洪流的
汹涌澎湃。邮票设计者采用木刻技法，虚实
相映，以强烈的黑白对比和简洁的大红色块，
产生鲜明的艺术效果。

1979年5月1日，原邮电部发行J35《纪
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九十周年》纪念邮票一
套1枚（图4）。这枚邮票的设计者用一把横
放的铁锤和一把刀把向上的镰刀巧妙组合成

“5”和“1”两个金色的阿拉伯数字，成为邮票
的主图；背景图案下半部为象征海洋的红色
波形彩块，上半部为《国际歌》五线谱。这枚
由形象图案组成数字的邮票，在设计上独具
匠心，寓意深刻，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
堪称我国劳动节纪念邮票中的精品。

现实题材
影视剧成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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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期，“云演出”还能走多远

《母子情深》谢靖宇（中国画）

一方水土

梁厚能

湘西龙山县桂塘书法墙的建
设，是我的人生里一件庄严而重大
的事儿，期间的苦辣酸甜终生难忘。

这事儿还要从打造“明溪凉亭
桥书法长廊”那会儿说起。桂塘镇
古称“明溪”，毗邻重庆市酉阳县、湖
北省来凤县，素有“一脚踏三省”、

“边陲重镇”之称。明溪凉亭桥，长
20米、宽10米、高2层，位于桂塘镇
主街上。2014 年12月，“明溪凉亭
桥书法长廊”的匾额楹联在吉首制
作好后，运至桂塘，悬挂前须找个地
方存放。于是临时借用了桂塘镇九
年制学校的一间空余教室。一天我
接到张光文校长的电话，他打趣地
说：“厚能兄，你给我们学校送这么
好的东西啊！”我连忙道：“校长莫开
玩笑。你对这些感兴趣？”“我打算
搞校园文化建设，就差这些高大上
的东西唦！”

2015年春节期间，我回龙山老
家过春节，与朋友相约到明溪凉亭
桥看书法匾额，然后一道去学校见
张光文校长。学校有31个教学班，

1700余名学生，110多名教师，是龙
山县规模最大的农村九年制学校。
张校长希望我能帮助学校建一处书
法教育和展示基地。我说，我们先
到校园里转一转再说。我们在校园
走了一圈，走到操场边山麓一处长
有水草的滑坡旁，我认定了这里。
对大家说：“就在这里做文章。利用
山麓，靠山建一壁书法墙。”那段堡
坎有百余米，可以镶嵌书法碑刻百
余块。我建议将书法墙取名为“桂
塘百家书法长廊”，大家认为好，当
即决定春节后就开始行动，争取两
年内建成。

开年上班后，我一边在单位正
常工作，一边起草策划方案。将书
写内容定位在有关桂塘人文、地理
等方面的诗词。建设资金初步预算
要 120 万元左右，由我和学校分别
向有关方面汇报争取。

首先是寻找诗词。这项工作，
只有我自己来完成。想起上世纪八
十年代黄永玉先生曾参观龙山火岩
惹迷洞，后给县里画了一幅《火龙
图》，上面有题画诗：“龙山二千二百
洞，洞洞奇瑰不可知。”我请龙山县

文联老主席刘昌儒先生到县档案馆
翻拍传我，再请人在电脑上将诗句
挖了出来。然后，我寻找诗词选本，
寻找与桂塘有关的诗词。我找到州
诗词楹联协会会长熊福先生，请他
从协会挑选 30 多个水平高的会员
到桂塘搞一次实地采风。采风团参
观了湘鄂渝边区的二梯岩、古道溪、
团山堡、滑石坂、大溪口、龙潭古镇
等景点。“一脚踏三省”的独特自然
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激发了诗
人们的创作热情，创作了一百多首
诗词，圆满完成了预期目标。诗词
到位后，又开始了书法作品的征集
工作。我首先从州内书法家开始，
然后再通过博客、微信、电话等向省
内外熟悉的书法家们征集作品。

我向书友们征集作品，大家刚
开始将信将疑，后来被我的诚心打
动，大多愿意奉献作品。只要知道
有书法家来湘西州，我都找机会厚
着脸皮去向他们求作品。2015年，
省书协主席鄢福初和几位书协副主
席来湘西州调研，在座谈会上我将

“桂塘百家书法长廊”的事情作了汇
报。鄢主席当即表示：“省书协将全
力支持!”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一
天我接到怀化靖州书法家杨广老师
的电话，说他准备带几名书法家来
湘西州采风，陪同他们采风期间，我
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书法公益工程。
杨老师认为这是功德无量之举，他
回去后，立即发动朋友中的中国书
协会员，帮我征集到了 20 幅作品。
我还加入了娄底书法家个三先生主
持的“百城万牌公益书法家”群。在
这个平台，得到了众书家支持，又征
集到 20 多幅高质量书法作品。征
集书法作品的同时，我向龙山县的
几位领导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协调县国土局等部门立
项建设了百余米墙体。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一个星期

天，我起床后就开始整理书法墙的
材料，中午下了一碗面，正吃着，突
发脑溢血。经过医生的抢救，总算
保住了生命，但左半边瘫痪，不能动
弹。时间过去了大半年，在医生的
救治和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才有所
好转，但左半身子还是不太灵便。

书法墙的碑版还未安装，必须要
我去安排。2017 年我回老家过春
节，将张光文校长，李胜安、雷诗锰副
校长，安装工匠李显大请到家里，将
病前制定好的碑版安装方案和示意
图交给他们，交代他们完成最后一道
程序——碑版安装。由于当时墙体
的长度量得不准，我只按一百米长度
准备碑版，而实际有120米，117块碑
版安装完还空出了26米。2018年回
老家过春节，张校长等人来看我，说
起了那截空白墙。我身体开始康复
了，于当年上半年完成了作品征集、
碑版刻制和安装工作，终于填补上了
那块空白墙面。

2019年五一长假期间我回到故
乡。照例与张校长等人到书法墙边
散步，我提出在书法墙的上方建一读
书亭，作为书法墙的配套景观，得到了
众人赞许。书亭取名为“书馨亭”。我
找到我的朋友——重庆楹联高手兰
梦宁先生为亭作对联：“修文悟理圣贤
路，舞凤飞龙翰墨香。”中国书协理事、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先生欣然
题写了亭名，中国书协会员、湖南省书
法院副院长倪文华先生欣然书写对
联。现书馨亭已全面竣工。

桂塘书法墙建成后，在全国校园
书法碑林中排第一。如今，该书法墙
已成为湘鄂渝边区地标式文化景观，
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慕名参观者。

（作者系湘西龙山人，苗族。中
国书协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湘西
自治州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
散文集《那年那月》、文化散文集
《书法湘西》等。）

桂塘书法墙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