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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继2004年的 “超级女声” 之后，
于2013年1月推出 “我是歌手”。 随着4月中旬
总决赛羽泉组合夺冠， 海内外华人对 《我是歌
手 》 的热议也达到顶峰 。 媒体欢呼 《我是歌
手》 给观众带来了音乐的春天， 奉献了 “可贵
的精神食粮”； 台独分子惊呼要警惕 《我是歌
手》 “入岛、 入户、 入脑”。 一档地方台的文
艺节目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笔者认为， 最
根本的因素是文艺创新的魅力。

《我是歌手》 再一次证明了湖南卫视以创
新驱动发展， 确保电视业界引领者地位。

第一是理念的创新。 自从 “超级女声” 引
爆中国大陆草根选秀节目之后， 各电视台竞相
模仿， 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和市场的疲软。
湖南卫视以成名歌手对决和做纯粹的音乐为理
念， 实现了音乐选秀节目的转型和升级， 拓宽
了节目的受众， 提升了节目的品质， 增加了节
目的美誉度。

第二是节目形式的创新。 《我是歌手》 融
合了多种节目形式， 有歌唱竞赛、 棚内演唱、
全程真人秀、 外景跟拍等等。 这种复合节目形
式真实地展示歌手的艺术状态和个性特点， 对
成名歌手既祛魅又赋魅 ， 增强了节目的观赏
性。

第三是对节目关注焦点的创新。 以往的音
乐选秀节目关注的焦点是舞台。 具体说来， 摄
像机聚焦的主要是舞台上的主角 。 “我是歌
手 ” 采用了多中心聚焦 。 它关注舞台上的歌
手， 也关注歌手在上台前后的表现； 更为重要
的是， 除歌手之外， 它给予了音乐词曲作者、
演奏家、 评审嘉宾、 评审团观众等以极大热情
的重视， 使他们同样成为节目的聚焦点。 据报
道， 节目组动用15个机位来捕捉观众的表现细
节， 几乎500位评审观众的表情和动作都在拍
摄范围之中； 哪个观众欢呼雀跃， 哪个观众热
泪盈眶都能呈现在电视
画面上。

第 四 是 歌 曲 的创
新。 参赛歌手除了首次
登台能够演唱自己的歌
曲， 其余都得翻唱别人
的歌曲。 尽管有参赛的
压力， 但参赛歌手视音
乐为生命 ， 敢于创新 ，
他 们 用 自 己 的 理
解、 创造， 倾情演
绎一曲曲老歌。 节
目组还请来著名音
乐家梁翘柏担任音
乐总监。 梁翘
柏亲自指导了
节目中大多数
歌曲的改编 。
许多观众耳熟
能详的经典老

苍山舒雅韵，大地涌波澜。
何处丹青画，飘落云水间。
面对紫鹊界高山梯田，平常不怎么

吟诗的我，也禁不住激情喷涌，诗兴大
发，只想作一次精神放纵。 的确，这是大
地的乐章，是山水的史诗，是人间的杰
作，是自然的奇迹，更是历史的丰碑。 面
对如此奇景，心底早已是波翻浪滚,因为
这种人文自然景观太具震撼力了。

位于新化县西南水车镇和奉家山
一带的紫鹊界高山梯田早已是闻名遐
迩。这里群峦叠嶂，全是天造地设。逶迤
山势或绵延起伏，或错落有致，尽显自
然造化的神奇。 然而，当人们将满腔才
情倾注到这里以后，众多的山峦便按照
人的意志进行转换、变身，甚至肆意地
艺术起来。从此，山不再是山了。蓝天白
云下，层层叠叠的梯田蜿蜒曲折，铺天
盖野。 成片的群山被摆弄成露天式巨型
雕塑。真是俯仰皆诗，横侧是韵。它恍如
一尊尊硕大的艺术品从天而降，赫然矗
立于天地之间。 让人们的视觉感受在惊
讶愉悦中不断受冲击。

在诗意中穿行， 在画幅中流连，在
艺术中攀爬， 我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
了。 我感觉我的双脚和目光已经不由我
支配和使唤， 脑细胞在不停地膨胀、发

酵。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接受一次庄
严的心灵洗礼，还是在经历一场完美的
身心劫持？

紫鹊界梯田， 自秦汉伊始， 已有
2000余年历史。 千百年来，世代居住这
里的苗、瑶、侗、汉族的先民们，向苍天
扬起高昂的头颅，向群山挥动布满老茧
的双手。 他们用锄镐当笔，以云水当墨，
把大地作纸，视山峦为坯，年复一年，代
代相接，硬是把紫鹊界雕刻成震撼人心
的巨型艺术佳作。 悉心品赏那一根根纤
细如丝的田塍，你一定会觉得，那优雅
的弧线，弯曲有致，凸凹起伏，连绵成
串，分明是琴键上跳跃的音符。 一丘丘
狭长、逼仄的梯田，层层叠叠，舒展流
畅，婀娜多姿，恍如一气呵成的混高音。
偶有树丛、民居点缀其间，更是把天地
间最优雅的元素安排得恰到好处。 看

来，不能以为只有文学艺术家才懂得抒
情写意。 而创造这些奇观的农夫们个个
都是艺术表现的高手。

岁月更迭，风雨如磐。 在这里，我们
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壮观的自然山水
画卷，它更是当地农夫们用大手笔和超
人气魄谱写的一曲关于农耕文化的壮
丽史诗。 紫鹊界梯田地势高，规模大，形
态美，洋洋洒洒，分布在雪峰山脉440平
方公里范围内，总面积达8万余亩。 作为
多民族历代先民共同劳动和智慧的结
晶，紫鹊界梯田是山地渔猎文化与稻作
文化融合的历史遗存，是古梅山地域突
出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当然也是历朝历
代统治者鼓励耕作的产物。 它拥有纯天
然的自然灌溉系统， 确保旱涝保收，凝
聚了很多人的心血。

而今， 经过旅游开发和整修， 梯
田美景重焕异彩。 公路、 茶亭点缀四
野。 阡陌纵横， 板屋交错， 使山水自
然美和原始古朴美交相辉映。 这些梯
田遍布于海拔500至1100余米的十几个
山头上， 一般坡度为30多度， 最高处
呈600多级阶梯。 它的气韵无处不散发
着一种咄咄逼人的视觉美感。 那浓郁
的山水气息， 那飘逸的历史遗韵， 将
注定要定格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 以
便时常唤起一种美好的回味。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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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里，一天、一月、一年，眨眼就度过
了。 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自你离开我后，就快30年了，不知你在
天国一切可好？ 在昨天晚上的梦境里，我们姐妹相见了，你面带
笑容和我谈论着往昔。 只见你穿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青布衣，
头发还是用卡子分两边卡着，依然非常朴素和可亲。

姐姐人很美，名字也很美，叫“静霞”，我们都叫你“凤姐”，因
为你太能干了。 回想往事，在那困难重重的自然灾害年代，姐夫
受委屈失去工作，你不离不弃，相夫教子，五个未成年长大的孩
子，全靠你想尽一切办法来抚养他们。邻居们说得好，没有你，这
个家早散了箍。

那时生活拮据，你得知街上私人豆制品店有制完香干子的
豆腐渣卖，就马上到店里去买，但你去得晚了一点，没有买到。你
站在那里跟老板讲，家里孩子五个，因为粮食少，又是长身体的
时候，但他们从未吃过饱饭，所以买点豆腐渣回家，想给孩子们
填填肚子。 豆腐店老板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说他还以为你是
买回家喂猪，原来你这么困难，好吧，你明天早晨早点来，我给你
留着。

在那缺油少粮的年代，幼小的孩子哪能吃饱肚子？ 有时趁
你不注意，就偷吃放在瓦缸的豆渣，等你发现时，盛豆渣的瓦缸
已底朝天，你很生气，骂孩子们贪吃，并打了最小的儿子（因为他
最调皮）。 这时，二儿子哭着说，妈妈，你别打弟弟，是我偷吃了，
我浑身无力，到河里去担水，上河岸时脚打颤。 这时你知道错怪
了小儿子，抱着还在哭的小儿子，一起伤心地哭起来。

由于家里经济很窘迫， 也不能经常去买豆渣给孩子们吃，
有点吃的，你总是让姐夫和孩子们先吃，有时自己就饿着肚子，
时间一长，你的身体很弱。水肿病、肝炎都在你的身上出现了，但
你仍每天拖着无力的双脚，奔波在生活中。

在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每人一年只有二尺布票，眼看几个
孩子一天比一天长高，穿衣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孩子们都
10岁了，总不能让他们光着屁股呀。 你很着急，走在家乡的小街
上，你一直在愁这个问题。一天，你看见一家卖洗脸、洗澡手巾的
店里有一种罗布小手巾卖，你眼睛一亮，就盘算着买了三四条
长巾回家，用你那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地做出了很结实、很美
观的新裤， 左邻右舍见孩子们穿着像灯芯绒一样好看的新裤，
都上门来问你。 你毫无保留告诉他们是怎样一回事，并告知他
们去买两分钱一包的染料，把裤子做好后，再把它染青或染成
棕色都行。

因为是从东北回老家，连床也没一个，“文革”中，又收走一
间房，全家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住，你就买了几个晒
煤球的架子做成两张床。 回想起来，你真能干，总是能智慧地面
对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回家探亲，我来你家看望你时，见到久
别的我，你很高兴，马上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瓦罐，倒出一碗炒干
的豆渣给我和小妹吃。 不懂事的小妹问你要泡菜吃，你马上从
厨房端来一大碗，有小萝卜，有大蒜须，有白菜梗的泡菜。我边吃
着那酸的甜的泡菜， 边问你从哪里买回这么多大蒜须和菜梗。
姐姐你笑而不答，小妹小声地告知我，说是姐姐在河里捡的。 原
来在我们家里，沿堤岸边有几家竹器社，他们都把南竹做成竹
排在河里泡着，人们自然而然会在竹排上洗衣洗菜等，您见在
一个回水湾处，漂着好多菜梗和大蒜须，认为很可惜，就捡回家
做成了人人爱吃的泡菜。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你总是从细微处入手从严要求：孩
子们睡觉前，有时书啊笔啊作业啊堆满一桌，你一定要他们收
拾好了才能上床；平日哪怕一条洗脸手巾没拧干，你也要求他
们重新拧过……

现在，几个孩子在你的教育下，个个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
成绩，他们没有辜负你的教育，并且对他们的子女也是按照你
的思想教育，你的几个孙子、外孙都发奋读书，认真做人，个个也
都成了才。有你这样的奶奶，他们感到自豪。你在天国，也会为有
这么多出色的子孙感到欣慰。

祝姐姐在天国一切都好。

怀念姐姐

□汤鹏天

美丽的长沙
（歌词）

□郑国庆
青苍苍的故事长满岳麓山，
千年书院写了几多醒世文章。
红彤彤的情感浸透大湘江，
浏阳河水醉了几多天下敢担。
黑麋山， 沩山， 大围山，
捞刀河， 曲河， 白沙河，
一座座激荡情怀的青山，
一条条牵引泪光的碧水，
美得让我神往， 神往。

火辣辣的求索屹立橘子洲，
水底地铁圆了几多青春梦想。
亮鲜鲜的色彩撒满大星城，
立体路网圈了几多现代辉煌。
香炉洲， 龙洲， 遥埠洲，
望城楼， 港城， 梅溪城，
一片片绽放希望的绿洲，
一幢幢蓬勃生机的新城，
美得让我神往， 神往。

好一幅山水洲城的画卷，
这是美丽的长沙， 长沙，
美得让我神往， 神往。

歌被翻唱得耳目一新， 有的甚至达到了颠覆
原唱的效果。 如 《跟着感觉走》、 《热情的沙
漠》、 《情人的眼泪》、 《烟花易冷 》 等 。 尤
其是 《浏阳河 》、 《大中国 》 等红色经典歌
曲， 在改编时融入流行歌曲元素， 风格上更
具现代感， 赢得了听众的喜爱。

第五是评论形式的创新。 评点是中国文
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形式 ， 它融批评 、 欣赏 、
理论于一体。 如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 张竹
坡评点 《金瓶梅》。 “我是歌手” 创新了电视
文艺评论形式。 它借主持人的串解、 评审嘉
宾的评点、 观众的感受来评论现场歌手的演
唱， 并将各种评论观点剪辑穿插到节目之中，
引导电视受众理解欣赏音乐作品和歌手的艺
术诠释。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 毫无疑义 ， 这也包括文化创新 。 当然 ，
对文化创新我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科技创新、
管理创新的高度。 国家和各省市定期召开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 其重要程度足见社会对科
技创新 、 管理创新的高度重视 。 历史证明 ，
创新是文艺的灵魂， 是文艺发展的根本动力。
有的人会说， “我是歌手” 是韩国MBC电视
台同名真人秀的引进版， 这也算创新吗？ 文
化的创新从来不是在历史的废墟上凭空生长
出来的， 它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外来
文化的积极借鉴。 韩国MBC电视台的节目模
式与中国的艺术内容的有机结合， 并赢得海
内外华人的喜爱， 这就是文化创新。

我们应该像重视科技创新 、 管理创新那
样， 高度重视文化创新。 对于像 “我是歌手”
这样的文艺创新成果， 党委和政府部门应像

奖励科技创新那样给予奖励 ， 引
领社会对文化创新的重视 ， 激发
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 ， 实现文
化强国的梦想 。 全国人大和地方
人大应该研究制定文化产品创意
保护法规 。 文化产品的核心是创
意 。 文化产业与知识产权息息相
关， 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就不
会有文化产业的发展。 版权部门、
知识产权部门应该主动服务节目

制作单位 ， 提供专业
的咨询和保护。 否则，
“我是歌手” 就会重蹈
“超级女声” 被肆意克
隆的恶例 。 文联 、 电
视艺术家协会应该加
强对文艺创新成果的
研讨 ， 总结得失 ， 推
动创新 。 只要全社会
高度重视文化创新 ，
文化大发展 、 大繁荣
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符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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