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天平

媒介传播环境的更迭带来受众接收习惯的改
变。 互联网的崛起， 引领着年轻人对影像进行接触
和审美的新偏向， 借由一系列更为年轻态的内容与
传播探索， 网络视听业构筑起了一个全新的年轻人
“文化阵地”。 也正因为如此， 如何向年轻人展示当
代年轻人的积极风貌和时代表达， 也成为网络视听
领域亟待探索的问题。

近年来， 网络视听的发展异军突起， 从版权内
容集纳到自制内容规模化发展， 从“跑马圈地” 到
精耕细作， 对整个视听传播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在探索向前的道路上， 迎来不少“爆款” 引领
年轻人的流行风潮。 例如，《奇遇人生》用纪实+真
人秀的手法， 在记录行走的过程中反观生活和自
己最本真的面貌；《机器人争霸》创新题材表达，让
科技成为年轻人的新流行；《这就是灌篮》 以年轻
人喜爱的篮球竞技为核心，有力度、有热血；《童言
有计》 为年青一代父母提供认识代际差异的新窗
口， 引发新时代的“育儿”思考；再如《最好的我
们》《一起同过窗》等网剧，不断勾起年轻观众对校
园、 青春的追忆。

然而， 仅有这些为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题材与
创新还不够。 要彰显真正的“青春正能量”， 对内
容立意和展现对象的聚焦还大有可为。 在网络视听
已经对年轻人构成较大影响力的今天， 随之而来的
思考是： 我们当中更大多数的普通年轻人， 他们的
人生抉择、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在他们的身上，
“青春正能量” 的剪影何以体现？

现实生活没有聚光灯、 也不需要精心涂脂擦粉，
无数年轻人在走向独立、 面对社会的过程也有无数
精彩的故事———让影像更“接地气”， 让年轻人能看
到同龄人、 找到自己， 这需要今天的网络视听业进
一步的探索。 近期， 芒果TV联合湖南经视频道推出
纪实节目 《不负青春不负村》， 把镜头对准了普通的
年轻人、 讲述了普通却不平凡的青春。 节目聚焦了
五位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学子， 他们是毕业于
全国知名高等学府的高学历人才， 却在择业时告别
繁华的都市走向偏远的乡村， 在田间地头奔波、 面
对家人的质疑和爱情的考验， 却依然不忘初心、 坚
持选择， 践行着自己的青春价值， 也为更多年轻人
树立了价值参照。

年轻人聚集的网络视听业理应肩负起更多的社
会责任与担当， 在互联网呈现的“年轻态” 内容同

样可以延伸到最基层的青年群体、 最容易被人遗
忘的焦虑， 去展现这个时代最直观有力的精神风
貌。 在大时代下， 还有这样一群人能怀着回报社
会的心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青年强则国
强”， 民族振兴的希望从这里鲜亮起来， 回应的也
恰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路径———青年是参与国
计民生至关重要的力量。

多年来， 中国的影视节目总是难以摆脱对
“进口” 的依赖、 对海外节目的复制， 国内的网络
节目乃至影视市场其实拥有大量可挖掘的中国特
色素材， 广袤的祖国大地上可以制作出许多中国
原创的影视节目。 如今以芒果TV为代表的视频网
站肩负起引领年轻人主流价值观的责任， 未来势
必可以搭载正能量与原创的内核继续打开更广阔的
市场和格局。

从特殊走向普遍， 从镁光灯转向田野乡间， 这
样的鲜活表达走向了更多的平凡大众。 如今的年轻
人有对人生选择的迷茫、 也有对踏入社会的压力，
网络节目能做的不只是以明星或是喧闹博他们一
笑， 还可以将更多普通的青春、 平凡的同龄人的故
事娓娓道来， 给他们以参照或思考。 网络视听业一
路走来， 经历了向主流化的发展、 多样化形式的挖

掘、 商业化价值的创造， 一以贯
之的则是面向年轻人的青春正能
量传播， 这也构成了这个行业持
续输出生命力的内在硬核。

因而， 用影像的语言讲述奋斗的青春， 用互联
网的传播应和时代的发展召唤， 在融入社会前进脚
步的同时， 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青春正能量” 应
当是有态度也有责任感的鲜活表达， 它来自年轻人
的故事， 又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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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荣和

对摆在桌面上的这本薄书， 我给它取了个名
字， 叫 《守砚留痕》。 顾名思义就是我学习书法留
下的一点点痕迹。 我已入杖朝之年， 我之所以抓紧
时机把它们汇集起来， 变成小册子， 让它们见见世
面， 听听点评， 目的就是为了在有限的生命里， 能
得到书友和行家里手的指导， 让自己还能有所提
高。

我不到两岁就死了父亲， 家境贫寒， 解放前只
读了几个月私塾。 那时除了读书外， 天天要写毛笔
字。 记得老师常用毛笔蘸了红水， 在我写的字上画
圈圈， 以示鼓励。 这激发了我练字的积极性。 可惜
不久我就因贫病交加而休学了， 只能在家一边干农
活， 一边练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 有书读了， 我很
高兴。 但是洞庭湖区血吸虫猖獗， 我哥哥英年早
逝。 我边读书， 边劳动， 以养活自己和母亲， 学书
法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 字也退步了。 记得
有次我舅舅要我在水桶上写上他的名字。 我怎么也
写不好， 急得满头大汗， 出了个大洋相。 但这促使
我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把字写好一点。

我在读书和工作期间， 练过柳楷和赵孟頫的行
楷， 也学过草书。 但那时考虑得比较简单， 只是想
把字写得美观一点， 让人看得清楚一点， 目标不
大， 动力不足， 加上学习和工作一忙， 学书法时断
时续， 效果不明显。 1992年因病手术后， 我利用
在家休养的机会， 开始比较正规地学习书法。 特别
是退休后， 我到省老干部大学当了5年学生， 比较
系统地学习了一些书法知识。 还在学友的带动下，
参加了一些书法赛事活动， 居然还获得了一些奖状
和荣誉称号。 这对我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初获成功之后， 我学习书法的信心增强了， 并渐渐
入了迷。 不管寒冬酷暑， 我每天都坚持临帖练字三
五个小时， 如果哪一天没有练书法， 就感到生活中
缺了什么， 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总要想方设法补
上去。

离开老干部大学后， 我经常收看央视书画频
道， 认真领悟那些名师的经验之谈， 有时梦里还在
想那里面的诀窍， 以至手舞足蹈， 直至惊醒。 有人

曾经对我说过， 搞书法特别是写草书， 要大胆、 要
信手挥来。 我觉得这话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未免有
些片面。 草书， 即使是狂草， 也不能一味地求快，
而是要有慢有快， 快慢结合。 在叙事的时候， 行笔
速度较慢， 激情澎湃时就比较快。 怀素 《自叙帖》
开始几行是叙事的， 行笔速度就比较缓慢。 就是在
他感情奔放的一笔书里， 速度也有快慢变化。 不管
是快还是慢， 都需要掌握基本功。 如果没有掌握基
本知识， 对这些知识不能运用自如， 信手挥来的结
果往往是欲速而不达， 写出来的字也多奇形怪状，
难以辨认。

掌握书法基本知识也非易事， 既需要加强文化
修养， 努力从前人的诗词文章和书法作品中吸取营
养， 也需要坚持不懈， 刻苦磨练， 反复推敲， 不可
能一蹴而就。 记得我们湖南有位女书法家写过这样
一副对联： “五车废纸得一字， 八法功夫磨十年。”
这副对联形象生动地道出了学习书法的艰辛， 对我
启发很大。 我写书法作品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
成型。 有时还把初步成型的东西拍成照片， 放到电
脑里， 仔细观看， 想一想问题在哪里， 如何改进，
然后重写。

我学书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 1991年之前，
可以说是弯弯曲曲， 时走时停； 1992年之后， 进
入常态化； 1998年退休之后， 可以说坐上了直通
车， 中间没有停顿， 成了一位真正的守砚翁。 这里
除了我个人的努力之外， 首先要感谢我家人的大力
支持。 我爱人把大量的家务承担在自己的肩上。 这
就为我集中较多精力学习书法创造了条件。 另外，
她也是我书法作品的第一读者。 她不是学书法的，
但她喜欢看我写字， 敢于说出自己的观感。 这些观
感不管正确与否， 都能引发我的思考， 促使我学习
和改进。

在学习书法的路上， 我还有很多不足， 今后我
将在这条路上继续登攀。

龚旭东

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内忧外患，新旧交替剧烈，中国传
统书画艺术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氛围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湖南作为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文化腹地,�
文化艺术仍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了一大批继往开来的书
画大家与书画作品，影响深远。

这次联合利国文交所举办“民国范———民国湖南书画
名家展暨品鉴会”，展出了何维朴、曾熙、陈三立、齐白石、
冯臼、萧俊贤、符铁年、章士钊、谭延闿兄弟、杨树达、沈从
文、高希舜、周令钊、张一尊等名家先贤的书画作品，令人
兴奋而感佩。

何维朴承继了何氏一族的书画艺术传统。 曾熙、陈三
立、章士钊都是能够体现湖南乃至中国在那个特定历史时
期与氛围文人艺术家特质的人物。 谭延闿兄弟的书法则是
民国楷书书风的重要标识；我过去把谭泽闿当成一个纯粹
的书家，因为他的纯书家性的作品很多，谭延闿其实更性
情、更文人化一些，但是这次谭泽闿的一幅作品我很喜欢，
所书内容特别有趣：“秋高酒熟，极思携元美子与朋辈饮燕
市中，醉为吴歌，相枕藉于鼓掌之间，岂可得焉。 ”这是传统
文人心性的最典型的表达：秋天来了，酒已酿成，特别想携
美人与朋友们一醉方休，如何才能得到这样的境界呢？ 这
是一种很见性情的表达。 从这些民国先贤名家的作品里
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文人的心性传统，这个传统是中
国书画艺术的根本。 只有见真性情的作品才能体现出一个
人的胸怀、学养、气质。 这样的作品，挂一幅在家里，就可以
形成一种气场，它会涵养人，会养人的“气”。 这对于一个家
庭是很重要的。

本次展览有一个亮点，就是萧俊贤、冯臼、符铁年等，
这是过去展览很少展示的。 20世纪初，声震京城的湖南画
家就是冯臼、萧俊贤、齐白石，时称“冯萧齐”，萧俊贤、冯臼
都是当下严重被低估的。 这次有一幅齐白石和萧俊贤合作
的作品，在收藏上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曾熙、萧俊贤、冯
臼、符铁年都是衡阳人，晚清、民国衡阳产生了一大批出色
的艺术家，这是湖南艺术史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现
象，应该深入研究探讨。 衡阳有一个特定的文脉传统，影响
着文学、书画、音乐等诸多艺术领域，是可以深入挖掘研究
的。 写过《湘军志》的王闿运晚年到衡州船山书院当山长，
培养了一大批人，齐白石、杨度等都是他的学生。 民国时
期，衡阳还产生过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陈少梅。 我特别喜欢
陈少梅。 我认为陈少梅的早逝，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大损
失，陈少梅在世不到五十岁，但他绘画的艺术境界已经可
以进入整个中国书画艺术史。 所以我认为陈少梅是湖南人
的骄傲，一点不比齐白石差。 只是他去世得早，所以被严重
低估了。

这次“民国范”书画名家展应该促使我们思考：艺术家
创作的根在哪里？ 艺术家的心性能不能从他创作的作品里

真正体现出来？ 而这个问题对收藏来说也极为重要，所以
这个展览也应该促使我们思考：艺术收藏的根本是什么？

品鉴、收藏书画艺术品，必须要不断培养、提升自己的
文化艺术素养， 能够从书画作品的表象看到它的背后、看
到书画作品之外的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 实际上，就是能
够真正体悟一件艺术作品的艺术意境。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
最高表现，包括作家的心性、气度、学养、个性、风格等等。
我之所以为本次展览取名“民国范”，是因为从这些民国先
贤的作品中能够见出这一代文人、艺术家的心灵意境。“民
国范”的实质，是这一代文人艺术家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传
统、学养、才情。

民国一代艺术家，是中国纯正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最后
一代， 他们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及艺术的训练与熏陶，他
们又经历了中国社会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他们是不可重复
的一代人。 我相信，纯正的中国传统在被拦腰砍断以后，一
定还会重新发芽、生长、承续，当然这需要时间。 我们的承
续传统的依据在哪儿？ 民国文人、艺术家体现出来的艺术
传统和文化传统，包括心性传统，是离我们最近的，这至关
重要。“民国范”的“范”，首先是风范，是人的风范，是整个
“这个人”的心性、学养、艺术品格的风范；然后，是榜样，是
标杆，是标准件。 并不是说现在的艺术创作也一定要这样，
而是说应该怎么做文人、做艺术家，这一点至关重要。

展览筹备时我看过这些艺术作品， 深感亲切与感动。
因为从这些作品里，我能够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气
息。比如沈从文的章草，非常随性随意，是回忆他在1961年
的一段愉快的经历， 很能够体现出沈从文在特定年代、特
定状态下特定的情感状态，可能在沈从文的文集里都没有
收录。 这些书画作品对当代湖南艺术家如何传承、创新传
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黄金亮

朱荣和善行草书，数十年的笔墨锤炼，学问积
累，使其书作已见个人面貌。结体严谨而又不失活
泼，行气连贯，轻重有致，在平缓的节奏中流露出
深厚的修养。其书宗“二王”，兼收并蓄，不板不滞。
技巧与心灵遥接，心手双畅，作品流露出端庄俊雅
的美感。

“二王”书风追求典雅潇散，重情致，重气韵。
而朱荣和不仅仅流露出清新隽逸之气， 还注重个
人感情的抒发，或者说有书卷气。书卷气最主要的
特质就是高尚、高贵和高雅，即高尚的品格、高贵
的气质和高雅的情致，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是
很不容易的。字之使转善用虚实，变化也就随势而
生，畅达流贯。用笔质实而力劲，布势虚空而神闲，
虽不能如怀素之狂放，徐渭之恣肆，但其字形圆厚

中有雄俊，体格筋骨强健。
对绝大多数书法家来说， 缺少的不是技巧，而

是心态；欠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审美趣味的选择。朱
荣和学书数十年，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其书用笔以
折代转，力求变化，娴熟矫健，结字奇崛有趣，姿态
摇曳，颇具特色。在立足于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他博
采诸家技法，起、转、行、顿、提、按、收、放，随心意而
用。 作品活泼开张的气息和博大雄浑的格局，造型
结体严谨而不板滞，散漫自然而又灵动，线条老到，
动感强烈，气韵充实，体现出大气和阳刚之感。

作者在《我的书法之路》中说：“作为一个中国
人，对这门艺术应当尽可能多学一点，多懂一点。”
近年来他又对书法理论有一定涉猎， 在书法创作
上以自作诗词创作为主，于行笔中尽显险峻之态，
生拙老辣，奇异之气溢乎满纸，表现出一位学者型
书家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追求。

颢哲

接近年末，近期电视台能让观众留下印象的电视剧寥
寥无几。 不过，在视频网站的冲击下，观众越来越爱看剧情
紧凑、逻辑完整的短剧。 今年到目前为止，豆瓣评分8分以
上的《最美的青春》《天盛长歌》《灵与肉》《正阳门下小女人》
《面具》《忽而今夏》《假如没有遇见你》等9部剧集，在视频网
站播出的短剧就多达4部。

所谓短剧，一般指集数在30集以内、每集时长不超过
40分钟的电视剧。 这类短剧集上星的可能性较小，大多在
网络平台播出。 最初让网剧走进观众视野的，应属2014年
的《灵魂摆渡》和2015年的《无心法师》《盗墓笔记》。 良好的
市场反馈下， 各大视频网站纷纷加大对短剧集的投入，直
至近两年集中爆发。

剧集长短，并不是观众吐槽的重点，真正让观众反感
的是剧集质量，即剧情拖沓、台词重复、空镜头占据大部分
篇幅等影视剧惯用的“注水”技能。 不少业内人士更将“注
水”称为“制作方与平台方的挣钱法门”。 SMG影视剧中心
主任、东方卫视总监王磊卿曾这样吐槽：“大多龙头烂尾水

蛇腰，好像没有七八十集就不能叫大剧。 大家对长集的电
视剧争议很大，观众需要50集以下不掺水的干货剧，市场
需要30集左右快节奏的创新剧！ ”

目前，主管部门“限集令”的政策虽未尘埃落定，但从观
众的呼声不难看出，未来“注水剧”的日子并不好过。 在视
频网站和电视台话语权交替之际，短剧或许将迎来更多可
能性。 去年的《白夜追凶》《无证之罪》《河神》《杀不死》等口
碑佳作，均以短小精悍，对标美剧著称。 动辄五六十集乃至
七八十集的长剧，则越来越难以变成“爆款”，即便今年暑期
档热播的《延禧攻略》有70集体量，但其每集一高潮、几集
一反转的创作手法，才是让观众买账的根本原因。

短剧集除了单剧和系列剧外，迷你剧今年也开始小试
牛刀。腾讯视频推出的《东方华尔街》《远大前程·双龙会》到
爱奇艺的《好戏一出》，每部剧只有五六集，豆瓣评分基本都
在7分以上。 而刚举行的芒果TV2019的招商会，也能看出
视频网站对迷你剧的重视：《明星大侦探》《彗星来的那一
夜》《食久记》《天使投资人》《30分钟浪漫路》等，都将推出
迷你剧。 眼下，短剧集主要分为电影类、番外类和漫改类，
未来或许会变得更多元化。

影视风云

“青春正能量”的鲜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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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掇英

端庄俊雅 心手双畅

艺苑杂谈

国产剧新风标：短剧何以走俏

惟楚有才

“民国范”：
艺术家的风范与文人心性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