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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2020年是直播带货元年，也
是直播带货的风口。当媒体、企
业、个人、政府等纷纷入局“分羹”
之时，湖南卫视6月7日晚创新打
造的《出手吧，兄弟！》扶贫直播特
别节目，为湖南贫困地区农产品

“直播带货”。这场“直播带货”堪
称湖南卫视史上最强阵容：将综
艺、晚会与“直播带货”相融合，有
趣又文艺，有料又好玩。2 个多
小时的“直播带货”活动中，超 1
亿观众全程参与，活动带货 1.02
亿元。正如弹幕里面说的：“全是
家乡的味道，扶贫产品都是情怀”

“闻到了满屏的香味”。而汪涵
“卖空十个县”的目标在网上迅速
成为热门话题。

凝聚扶贫正能量

此次直播带货特别节目上，
“天天兄弟”联手明星嘉宾，通过直
播形式售卖当地知名的10款农产
品。永州江永夏橙、张家界桑植葛
根粉、邵阳隆回龙牙百合……“这
些农产品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
但同时在全国也比较出名。”每个
产品都蕴含着丰富的地域特色、

深厚的生活底色。既适合通过综
艺形式表现，增强节目的知识性、
服务性和体验性，也与脱贫攻坚
的战略传播不谋而合，大大强化
了观众对助力扶贫战略理念的认
同。

直播卖货助力扶贫的内在逻
辑，是通过直击味蕾的土产品，建
立起对地域文化的情感认同。

“土”意味着本土风情，传递的是
浓郁的“乡愁”情感，既感性、具
象，又直观、自然。“下单助力官”
筷子兄弟推荐的是莽山红茶，两
人不仅介绍了莽山的人文地理知
识，而且对代代传承的制茶工艺
进行了详细的“安利”，许多网友
听了之后，不仅对“冷泡茶”非常
感兴趣，而且纷纷发弹幕“也想入
手一套冷泡茶壶”；王大陆推销平
江豆干时热情满满，先是介绍历
史知识、沿革创新和地方特色，然
后又唱一首湖南风味的《采槟
榔》，有网友在下单之后，“还想来
平江逛逛”。

讲好背后的故事

《出手吧，兄弟！》不仅详细介
绍了扶贫产品的知识背景，更通
过采访扶贫干部、创业农民、一线
工作者，讲述农产品背后的扶贫
故事，二者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节目中邀请了创业扶贫的先进典
型廖艳飞和彭旭，他们作为创业
扶贫的代表，有的是经历了从初
创业时骑车去送货的窘迫，有的
早在 2011 年便开始返乡创业。
他们默默无闻、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身影，是全国千万基层扶
贫工作者的典型象征，他们的感
人故事，为这场直播带货特别节
目带来了情感的温度。在“青春
在闪光”环节中，正能量优质偶像
王一博对话扶贫青年力量，邀请

“95后”衡阳驻村干部刘家元、荣
获 2019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
奖的杨淑亭、将猕猴桃打造成十
八洞村“网红爆款果”的郑重，以

“朗诵＋串讲”形式讲述他们的扶
贫故事，也受到了年轻网友积极
点赞。

“表演”更具观赏性

第一轮比拼中，迪丽热巴与
刘宇宁分别售卖永州江永夏橙和
张家界桑植葛根粉，两个团队除
了使尽浑身解数介绍美食外，还
在“夏日大作战”游戏中比拼互
动，两组嘉宾背对背拴好绳子，向
相反方向进行拔河，率先完成榨
汁或泡葛根粉任务的队伍获得了
胜利。除此之外，节目还有美食
试吃、素人访谈、买手团访谈、妈
妈创意菜制作、嗨吃长桌宴等各
种环节。每个环节都旨在提升嘉
宾的参与性、互动性，让网友除了
有“带货”的“幸福感”外，还有“直
播”带来的“获得感”。

海清推荐王婆承桂泡菜时，亲
手做了一道下饭菜；而“对手”秦岚
则是提前准备了“万菜猪肉饺子”。
从“万物皆可泡”到“万物皆可包”，

“下单助力官”直接的试吃试做体
验，让观众有了更感性直观的感
受。在每轮比拼环节中，《出手吧，
兄弟！》还汇聚了丰富多元的节目，
采用晚会表演的形式，让直播带货
不再无聊。迪丽热巴演唱的《慢慢
喜欢你》旋律动听、节奏明快；刘宇
宁演唱《万有引力》后，许多网友点
赞“这熟悉的味道”；阿云嘎和黄景
瑜演唱《第一时间》、王大陆和吉克
隽逸的《火》动感十足，每一首歌曲
都与农产品风格相契合，有着丰富
的意蕴。

节目中湖南卫视与芒果扶贫
云超市、拼多多电商平台合作，以新
模式、多渠道助推扶贫农产品销
售。网友在拼多多移动平台观看
直播的同时，可以实时扫描二维码，
进入到商品界面直接下单购买。
同时，观众在大屏界面观看直播时
候，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
与节目互动。大屏小屏、线上线
下、电视电商构成的多维、立体的
矩阵传播体系，为传统电视用户、
网络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直播）
内容——（带货）商品的便捷体验。

《出手吧，兄弟！》完成了一场
主流媒体节目与第三方平台多赢
的跨界融合。

点燃一支线香，轻轻插在纯铜小孔
中，一缕缕轻烟在空气中飘散、缓缓流
淌，整个屋子都香了起来。这是苏文胜
最近制作完成的文创新品之一——卧
炉。这小小的卧炉，由汨罗江千年乌木
镶嵌纯铜打造而成。苏文胜制作的香器
加入了浓浓的湘楚文化元素。在一个个
古朴的香炉上，有的雕刻着峨冠博带的
屈子像，有的刻着汨罗江上赛龙舟画面，
也有的是一行行《楚辞》……

苏文胜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

他很少出门，一直在琢磨着做点文创产
品。于是就地取材，把留存的汨罗江千
年乌木小块头拿来“打样”，纯铜镶边，陆
续创作了香器、文房器物等系列小物
件。让他没料到的是，样品刚“亮相”，
2000套新品便被订购一空。

“小文创，更方便人们携带和使
用，也让游客买得起、带得回。”苏文胜
说，他还将开发更多的乌木文创作品，
将汨罗江独特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李魁正

来自湖南绥宁边远山
区的侗族青年女画家周
冰，是当代没骨花鸟画领
域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她
温和谦恭，踏实勤奋，十年
如一日执着于没骨画法的
学习与研究；她继承传统，
师法自然，逐渐形成了温
润清丽、明净隽雅的绘画
风格。

周冰的没骨作品，画
风工细，画面纯澈，色彩和
谐，构图合理，韵境雅致。
她对恽氏没骨花卉有一定
的理解和较好的传承，在
撞水、撞粉、撞色的没骨技
法中，揉入了自己的心性
和创意。她擅长使用两色
或多色的接染、撞染技法，
并善于以过渡自然的色彩
来写形，平实中显舒朗，质
朴中见风骨。从 2014 年
起，周冰创作的如《红艳凝
香》《清音》《盛世雅韵》《盛
世和谐音》《在水一方》《向
阳花开》《幽香素影》等一
系列大幅没骨花鸟画作
品，在全国大型美术作品
展中频频入选或获奖。

“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花鸟画是人和自然精
神往还的一个最直接而有
效的途径。周冰性好宁静，
情寄自然，关爱生命，富于

生活情趣。不论是荒原中
悄然绽放的小花，还是溪径
旁寂寞生长的野草，她都能
真切捕捉到这些有情有义、
诗意盎然的自然生灵给她
带来的创作灵感。她慕花、
种花、写花、画花，用真情与
思悟赋予花卉永恒的生命
价值。受到家庭的影响和
熏陶，周冰自幼与传统绘
画、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
缘。她的作品素韵雅格，以
诗入画，以画抒情，把身心
体悟与自然至美相结合，一
直是她追求的艺术境界。
诗情染画境，清新婉约之
韵，汩汩而生。她笔下紫灰
色调的山花野卉，如《紫云
凝香》《紫云醉蝶》，朦胧幽
思若隐若现，仿佛置身悠长
的雨巷。第十三届全国美
展中国画作品展中，周冰的
大幅没骨花鸟画作品《春缀
满庭芳》笔法工整，生活气
息浓郁，设色浓淡相宜，画
面布局高低错落，流淌着音
乐的节奏与娴雅的诗意。
画面中翩飞的蝴蝶，满枝石
斛如梦如幻……

周冰说，中国绘画艺
术博大精深，能在有生之
年管窥一斑，已属万幸。
她这只艺术花园中的小
蝴蝶，将尽情地在没骨花
丛 中 吸 吮 雨 露 、翩 跹 舞
蹈。

陈鲁民

最近，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大
意是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
委员会，正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
节推广大使”，受邀担任首批推广
大使的有6个人：全国劳动模范申
纪兰，相声演员冯巩，主持人海霞，
学者冯骥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以及网红李子柒。官宣一出，
评论区就爆了，网友纷纷祝贺李子
柒这个90后女孩的付出与努力终
于得到了肯定。

近年来，在宁静的村居背景
中，自媒体人李子柒陆续推出了百
余个“古风美食生活”视频，不仅在
国内快速走红，更收获了大批海外

“粉丝”。这些视频作品常以“某作
物的一生”作为主题，起始于一粒
种子从萌芽到成熟的农耕过程，落
脚于将食材烹为佳肴的生活技
法。从 2017 年自制秋千架开始，
李子柒的视频作品在“美食”之余
增加了“手工艺”的维度，越来越多
地引入乡村“非遗”文化元素。李
子柒如今红遍世界，粉丝数量近
3000万，其中海外粉丝700万，累
积播放量近30亿，被评为2017超
级红人节十大美食红人、2019 超
级红人节最具人气博主、2019 超
级红人节最具商业价值奖、成都非
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大使。由于李
子柒作品中传达出积极向上、热爱
生活的态度，其内容中结合人生经
历传达出独立自强的奋斗精神，曾
被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等众多主
流媒体转发表扬，被誉为最会讲中
国故事的网红。

李子柒的作品题材来源于中
国人古朴的传统生活，以中华民族
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为主线，围绕
衣食住行展开。李子柒这个目标
接地气，有泥巴味，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自然会引起众多的关注与
热捧。其次是制作精良，苦心孤
诣，用质量说话。很多网红为什么
昙花一现，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
最重要原因就是作品粗制滥造，不
下功夫，糊弄网民，捞一把就走。
而李子柒却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凭借高质量的作品赢得网民的信
任和支持。她的视频从编导、摄
像、出演、剪辑都自己亲力亲为，力
求精益求精，稍不满意，就返工重
做。你能从她拍摄视频的花絮里，
看到一个女孩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制作《兰州牛肉面》节目时，李
子柒花两个月时间向技艺精湛的
老师傅求教，终于以“二细”的标准
完成了视频录制；再加上资料查
阅、走访调研、深入学习加上独立
拍摄、剪辑，这个节目历时长达整
整3个月。《秋千沙发床》成片近五
分钟，拍摄素材 2000 余条。在
2017年5月的致谢视频中，李子柒
写道：“不求您能喜欢，但求能给努
力做内容的自媒体人最基本的尊
重。”正因为如此，共青团中央官方
微博对李子柒的节目给予高度评
价：“致敬每一名为梦想拼搏的年
轻人，致敬每一名兢兢业业不负时
光的少年。祖国因你的勤奋而自
豪！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李子柒的网络作品，内容很
多，但都是在讲中国故事。她讲得
朴实，低调，具体，细微，这是她的
重要特色。现如今，大家都在讲中
国故事，但效果却大相径庭，良莠
互见。总有人认为嗓门越大，调子
越高，气势越强，就效果越好，影响
越大。因而不惜声嘶力竭，甚至喊
到破音走调。李子柒不是这样，她
的节目从头到尾不说一个好字，更
不唱高调，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用
具体的事实让人心悦诚服，用过硬
的东西让人产生兴趣。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好不好让你来说。

一则伊索寓言说，太阳和北风
比赛谁可以让穿着外套的老人更
快脱下来衣服。北风用力对着老
人吹，但愈吹老人愈把外套裹得更
紧。风吹累了，太阳便暖洋洋地照
在老人身上，没多久老人便把外套
脱下了。李子柒的网络作品大概
就有点冬季暖阳的味道，温馨细
腻，润物无声，让人们不知不觉地
受到她的感染，并成为她的粉丝。

周洪林

端午传统佳节到来之际，
品赏一枚枚设计精美的端午
题材邮票，方寸之间传承着流
传千载的端午民俗文化和充
满激情的龙舟竞渡风采。为
纪念端午节，我国两岸三地曾
多次发行与端午有关的邮票。

2001年6月25日，中国邮
政发行的《端午节》特种邮票一
套3枚，分别代表着端午节的
三种重要习俗。第一枚是《赛
龙舟》，邮票以我国传统的木版
年画构图，舟上插着“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的彩旗，一派吉
祥气息；第二枚《包粽子》，邮票
图案为五颜六色的粽子，别有
新意地采用悬挂的如意结来喻
示粽子这一主题物象；第三枚

《避五毒》，邮票图案以虎形葫
芦符作为主图物象，还有被称
为五毒的蜈蚣、蝎子、壁虎、毒
蛇、蛤蟆五种小动物，被人们用
宝剑和盾牌挡住。该套邮票色
彩鲜艳，生动逼真。

最早带有端午节主题的

邮 票 ，是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于
1967年6月12日端午节发行
的《中国诗人》邮票，其中第一
枚是《屈原》。1989 年 6 月 7
日端午节前一天，台湾地区发
行的《中国古典诗词邮票——
楚辞》邮票一套4枚。图案以
诗画形式表现了屈原《楚辞》
中的四大代表性名作，分别为

《离骚》《九歌·少司命》《九章·
涉江》和《九辩》。

1985 年 6 月 19 日，我国
香港地区发行《端午节》邮票
一套4枚及小全张，邮票以端
午节标志性的龙舟竞渡为图，
4 枚邮票首尾相连，龙头、龙
身、龙尾齐全，真可谓是乘风
破浪的龙舟竞赛全图景象。
1975 年、1994 年香港地区还
分别发行了《香港节日》和《中
国的传统节日》邮票，其中均
有1枚“端午节”，皆以赛龙舟
为主图。2001 年 6 月 25 日
(农历五月初五)，香港特别行
政区邮政与澳大利亚邮政联
合发行了一套 2 枚《龙舟竞
渡》特别邮票和小全张 1 枚。
2012 年 5 月 22 日，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邮政发售“香港节
日”特别邮票一套 4 枚，其中
第四枚邮票为“端午节”。

1987年5月29日，我国澳
门地区发行的《端午节》邮票一
套2枚，主图分别为“龙舟龙头”
与“龙舟竞渡”。邮票上印有

“澳门”“端午”字样。票面上龙
舟龙头的形象大气威武，龙舟
竞渡的场面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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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胜和他的“乌木王国”
艺苑掇英

徐亚平 欧阳林 谢江

端午临近，汨罗市神鼎山镇神鼎
山庄的雕刻艺人苏文胜手执雕刀，在
一块 10 余米长的乌木上聚精会神地
雕刻着。“这是《端午汨江图》，要在今
年汨罗举行首届‘中国·汨罗江国际诗
歌艺术周’之前赶出来。”苏文胜说，

“上游是新市古镇，下游是归义街，中
间是汨罗江上赛龙舟。整个作品呈现
的是汨罗江上的端午盛况。”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
奴。”近20年来，苏文胜在汨罗江流域
和全国各地收购乌木，精雕细琢，打造
了一个“乌木王国”，演绎着汨罗江上
流淌的生生不息的端午与屈子文化。

步入神鼎山庄，一股奇特的木香扑
鼻而来。入眼处，皆为一根根形状各异
的乌木。有的数十米高，直指苍穹；有的
稳稳当当，横卧地面；有的已被做成木
雕，精致柔润。

苏文胜说：“乌木雕刻，刀刀必须到
位，处处都要留心。一刀刻错，满雕全
毁。”今年52岁的苏文胜，小时候家境贫
寒，为了混口饭吃，16岁便随父亲学习
木工和雕刻。“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血
也流了不少。”苏文胜指着左手留下的伤
疤回忆道。因苏文胜勤快肯干，加上脑
子灵活，很快他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木雕
师傅。1995年他创办了家具厂，收益颇

丰。2003年苏文胜与汨罗江边乌木结
缘。“乌木的形成，源于树木因地理、气象
变化被深埋于江河湖泊的古河床、泥沙
之下长达千年万年，碳化而成了半木半
化石。”色彩乌黑、质地细腻、不腐不朽的
乌木，让苏文胜如获至宝。近20年来，
他四处寻觅，在汨罗江流域和全国各地
收购乌木，多达数百吨。为了“安放”这
些宝贝疙瘩，他在家具厂旁的神鼎山上
造了一座“乌木王国”。

近年来，出自苏文胜之手、与屈原相
关的乌木作品，就有100多件。去年，苏
文胜用乌木雕刻的《屈子抚琴》荣获2019

“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银奖。

乌木雕刻再现屈子神韵乌木雕刻再现屈子神韵

神鼎山庄里，琴、棋、书画室俱全。
琴，为古琴，由乌木所造。“选材良，用意
深，五百年，有正音。”苏文胜从小喜爱
音乐，遂利用乌木打造古琴。

“选好材料后，开始造型，首先要将
古琴的琴面和琴底上下合一，称为‘合琴
’。”苏文胜告诉我们，琴胚做好后，就进入
了斫琴最重要的步骤“髹漆”。首先，要用
一块纯天然的麻布把琴包裹起来，在麻
布上先涂上一层粗的鹿角霜，待干后还
要分别涂上中和细的鹿角霜。接着，用
纯天然的生漆勾兑煤油。乳白色天然生
漆氧化后形成了黑棕色，然后用传统的
绞漆架过滤生漆。先用过滤好的黑色漆

料涂满琴身，均匀刷干后，放入“阴房”干
透，再涂红漆和清漆，反复刷匀。干透后，
再打磨，阴干。这个过程反复繁琐，需要
细致耐烦。最后一步是上弦试音。古琴
的琴弦在古代多采用蚕丝，但蚕丝弦音
声太小，不能满足现代舞台需求。上世
纪50年代起，现代斫琴师开始采用钢丝
琴弦。后来，又试制出钢丝尼龙缠弦，既
保重了较高质量的音量，又保留了丝弦
的柔美，是理想的古琴弦丝。

坐在一面古琴前，苏文胜轻轻拨
弦。一曲《高山流水》，弦声经过槽腹的
回旋震荡，像在低吟，又似浅唱，余音缭
绕。

乌木古琴演绎高山流水乌木古琴演绎高山流水

乌木文创传承湘楚文化乌木文创传承湘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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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吧，兄弟！》扶贫直播节目。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