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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

米粉的江湖里面，永远有湖南人
的一席之地。他们有无数种方法，把平
淡的米粉料理得有滋有味。吃过的第一
碗湖南米粉是什么味道，早就记不清
了。只记得，我擦了擦额头的汗，红着
脸，对着那碗米粉默默说了一句：余生，
请多指教。

“湖南人怕不辣”，但辣不是湖南
人唯一的追求，只不过辣味恰好契合
了湖南人泼辣直爽的性格。如果问一
个湖南人：“你的家乡有什么非吃不
可的美食？”米粉绝对会是答案之一。
不只一次遇到过湖南朋友跟我说，

“想回家嗦一碗粉”。好像他们对于家
乡的全部思念，都在一碗米粉里面。

米粉是南北文化碰撞的产物。不
管是移居南方的北方人，还是南征的军
队，米粉的创造者把南方常见的大米，
做成北方面条的形状，那一刻，乡情就
凝结在这一碗米粉里。米粉分扁圆。扁
粉以长沙为代表，圆粉是常德的最有
名。汤粉、炒粉、拌粉，不同做法又带来
不同滋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米粉的世界太大了，一碗米粉的出色与
否，每个湖南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把尺
子。

长沙米粉的一切，都必须从一碗
清汤肉丝粉说起。一碗典型的长沙肉
丝粉，上桌前是不带丝毫辣味的。每
个粉店老板都宽容地把决定权交给
食客。一盆一盆的剁辣椒、榨菜、酸豆
角静静地等在柜台上，任人自取。对
长沙人来说，只要米粉味道对了，环
境什么的都无所谓。不论男女老少，

都埋头专注于自己面前那碗粉，有种世界与我
无关的泰然。这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或许只
有在轻挑、重挑（粉的多少）和轻盖、重盖（浇头
的多少）之间有所区别。

如今的常德米粉早已不再是常德人的专
利，而是湖南米粉的“半壁江山”。在常德米粉派
系内，津市牛肉粉实力强劲。常德人不像长沙人
独独偏爱扁粉，这里扁圆皆有，只不过常德人默
认粉就该是圆的，扁粉只能叫做米面。如果让我
用一个词形容常德米粉的味道，我想应该是“凌
厉”。招招都是杀招，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牛肉软烂中带着嚼劲，香料没有掩盖肉香，反而
使得肉隐隐带着一丝回甘。劲道的米粉，把汤汁
的醇厚分毫不差地送入口中。偶尔裹挟上来的
葱花，为本就丰富的口感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这
是在唇齿间进行的一场深入交流，每一口咬下
去，都能得到积极的反馈。

酸辣是湘西饮食的灵魂，湘西人号称“辣椒
当盐，酸菜当饭”。酸辣肚片、酸菜肉片、木耳肉
丝、猪脚、红烧牛肉、肥肠，这些浇头一股脑儿地
都放在大锅里慢炖，所有食材的香味便瞬时都融
合在了一起。同样是Q弹的圆粉，湘西人会配上
酸辣椒、酸豆角和酸萝卜来吃，各种味道交织在
一起，有一种“丰年留客足鸡豚”的亲切与厚道。

想做好一盘醴陵炒粉，重点就在一个“快”
字。与湖南其他地方不同，醴陵炒粉用的是干
粉。炒粉的时候，幼细的米粉必须要提前泡软，
才不至于手忙脚乱。打头阵的是一颗鸡蛋。旺
火冷油，鸡蛋在锅里抖动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
音。鸡蛋炒散后放入豆芽菜，紧接着锅内又是
一阵喧闹。豆芽要炒到半熟才能下米粉，用辣
椒粉、盐、酱油调味，颠勺爆炒，起锅前撒上一
把葱花，这一份炒粉才算是形神兼备。

在郴州鱼粉界坐第一把交椅的，该是栖凤
渡鱼粉无疑。据说，三国时凤雏庞统被刘备任
命为耒阳县令，上任路上在此投宿，店家招待
他的就是一碗鱼粉。本来因为刘备轻视自己而
闷闷不乐的庞统吃完鱼粉，一扫颓气。又是一
个名人吃后赞不绝口的故事，且不论故事的真
假，栖凤渡鱼粉倒是真能扫除一切不愉快。现
杀的鲢鱼炖汤，加上用当地的五爪朝天红椒粉
炸成的辣椒油，再来上两勺茶油，就是鱼粉的
汤底了。火辣的鱼粉强行打开周身的毛孔，让
人倒吸凉气的同时，却大呼过瘾。这种爽快感，
能抵挡住所有的不顺心。

如果说郴州人痴迷用鱼汤来衬托火红的辣
油，那么衡阳人就是执着于汤头的鲜美了。衡阳鱼
粉的汤，要用敲开的猪筒子骨熬一整夜，有这骨汤
做底，汤头才不会单薄。鱼块在炖汤前一定要经过
油煎，既是为了定型，也是为了让汤能够更白。衡
阳人吃鱼粉也少不了辣椒。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
一勺勺的剁椒，而是切成段的小米辣，提味的同
时，也增添了一抹亮色。吃鱼粉讲究的是先吃肉，
再吃粉，最后喝汤。等到吃完鱼肉，浓缩了猪骨和
鱼肉精华的汤汁，已浸透每一根米粉。

湖南米粉的丰富程度，不是一两篇文章能
说清楚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味道和做法，也是
米粉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只要涉及到
吃，中国人向来是寸步不让的。如果我说某某
地方的米粉最好吃，其他地方的人一定会不
服。“食无定味，适口者珍。”让你吃得最开心的
那一碗，就是最好吃的那一碗。

肖言

今年5月10日是母亲节。这个节日最早出
现在古希腊，而现代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是每
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世界上第一套母亲节
邮票诞生于 1934 年初，为了纪念第 20 个母亲
节，邮票选用了美国著名画家惠斯勒的“艺术家
的母亲”作为主图，在邮票的左下角加上了一个
插满康乃馨的花瓶。

2013年母亲节则为5月12日。《感恩母亲》
邮票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感恩母亲主题邮
票，这是邮票印制形式的新品种，也是中国邮政

发行的首套刮出祝福邮票，刮开邮票金色丝带
的覆盖层，可显出感恩母亲的祝福语，分别为

“妈妈，我爱你”“祝妈妈永远幸福”“世上只有妈
妈好”“谢谢妈妈养育之恩”4条。每枚邮票印制
一条祝福语，每条祝福语在邮票版式一各出现
4次，在邮票版式二各出现2次。母亲们在这一
天通常会收到礼物，康乃馨被视为献给母亲的
花，而中国的母亲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
1982年5月，原国家邮电部为纪念国家名誉主
席宋庆龄逝世一周年发行的2枚纪念邮票，图
案中宋庆龄像前的一朵朵黄灿灿的花尤为引人
注目，也是康乃馨——母亲节之花。

方寸之间 邮票上的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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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万岁》：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湘江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之所以迷人，正是因
为它讲述“青春”——简短字句中，有梦想、有动
力、有希望，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还有“不负”的
责任。“五四”青年节前一晚开播的湖南卫视首
档青春励志城市接力唱演秀《青春万岁——五
四接力大直播》，畅颂“青春”，整场聚焦“梦想”

“活力”“爱”“自信”“此刻”和“责任”。在城市天
台发出新时代的青春呐喊，抒发新青年的青春
情怀。这台青春无限、活力满溢的演唱秀，以“天
台接力，声浪出击”为唱演主题，创新多座城市
天台接力模式，让观众热血沸腾，在年轻群体中
激起狂潮。晚会设置的“青春万岁”“我的天台就
是舞台”等相关话题传播量累计突破100亿，超
过200万网友通过网络参与活动。

唱演秀的四个会场各有意义。北京是五四精
神的发源地，心忧天下的爱国青年参与五四运
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唤醒
沉睡的中国，留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
财富；在上海，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群风华
正茂的爱国青年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华
民族的命运从此拥有崭新的历史方向；40年前，
深圳设立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带，
无数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爱国青年来这里追梦，
新一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拥抱世界；长沙主会场
紧邻橘子洲头，毛泽东曾在这里中流击水、浪遏
飞舟；主会场附近的新民学会是长沙的青春高
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发出青春呐喊：天下者，我
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青春万岁》化天台为舞台，以城市夜空为
背景，通过长沙、北京、上海、深圳接力直播，将
青春能量从城市高点传向远方。“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
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
无涯之生。”王一博在雨中朗读李大钊先生的

《青春》选段，撞击心扉，预示着青春之流滚滚而
来。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与艺
人一同进行表演——王源与青年演奏家合作传
递滚烫的青春，张碧晨和美术设计师唱出张扬
自信，魏大勋与京剧青年惊艳合作，周深与国外

的中国留学生隔空献唱《关于青春》，易建联与
球迷过招上演篮球互动，张杰用深情的歌声致
敬抗疫中平凡而又伟大的爱情……

不少观众之所以感受到被青春击中，正在于
晚会中众多素人的加盟：中联重科代表、女性青年
代表、湘雅医院夫妻代表、扶贫攻坚代表等，他们
是千千万万社会上的平凡人缩影，那些别样又精
彩的青春故事，真实而动人。比如，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护士尹蕾佳毅然奔赴武汉时，身为湖南空管
局空管员的吴小帅为心爱的未婚妻留书“有我
在，别害怕”，她便有了战胜一切苦难的力量。在给
爱人回信时，尹蕾佳送上了写有“世纪典藏好老公”
的别样锦旗，现场气氛欢乐和谐……

当下，祖国大地上抗疫青年成为一线中流砥
柱，扶贫青年用行动实践青春决心。众多青年为
梦想敢作敢当，争当全面复工的排头兵……节目
中呈现的青春榜样、青春故事，随着城市天台的
传递，展示了“强国一代”的使命担当，全新定义
了中国新时代青年的风貌，也让“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新时期得到了传承。

刘颖颖

有一种追剧，叫你还没看够就完结了。
近期，12集的《唐人街探案》《我是余欢水》、
18集的《鬼吹灯之龙岭迷窟》等节奏紧凑的
短剧颇受观众青睐。不少网友直呼过瘾：

“一口气刷完”“终于不用倍速播放了”。剧
集缩短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唐
人街探案》《我是余欢水》《鬼吹灯之龙岭迷
窟》等作品播出之后，均收获了不少粉丝和
较高的评分。

剧情不够回忆来凑，打戏重复三遍
慢动作……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国产剧动
辄六七十集，内容情节注水严重，引发观众
吐槽，倍速播放因此成为许多人的追剧标
配。相比之下，近期播出的几部短剧令人耳
目一新。网剧《我是余欢水》中，主角一登场
就遭遇车祸，紧接着是婚姻危机和工作失
败双连击，还被误诊为癌症，这样过山车似
的剧情，只用了3集。有不少网友在弹幕里
表示“我没看错吧，这剧居然只有12集”。同
样，《鬼吹灯之龙岭迷窟》每集只有30分钟，
剧情小高潮此起彼伏，让网友持续“紧张”
观剧。

“短剧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可看性和
观看‘爽感’比较强。”电视研究学者何天平
认为，“当前，更多人通过手机、ipad等移动
终端利用碎片化时间看剧，倒逼剧集的内容
和形式去适应观众的新习惯。小体量、强情
节的精品短剧走红，是网络视听行业技术风
向触发的一个新的内容风向。”在何天平看
来，短剧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因为短剧具有
长剧集没有的快节奏、强情节以及类似单元
剧的叙事方式等特点。“这几部短剧，有的偏
重悬疑，有的偏重现实主义的表达，能够在
不同层面上给观众带来情感共振。”何天平
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编辑闫伟认
为，较短的篇幅不但缓解了人们的追剧压
力，情节铺展也更加节奏明快、板眼得当，戏
剧冲突更为集中和强烈，在“短小”的同时实
现了“精悍”。故事观赏性更强，自然也就大
大增强了受众的观剧黏性。

爱奇艺创始人、CEO 龚宇曾表示，对

标美剧模式的超级网剧将会是未来主流，
短剧集则是这一模式的重要呈现方式。近
年来，爱奇艺陆续推出了多部精品短剧，其
中《河神》《无证之罪》成为首批登陆Netf-
lix 的中国网剧。“我们会继续在短剧上发
力。2018年开始，我们设置了‘奇悬疑剧场’，
联手五元文化等合作伙伴开发精品短剧，
目前有大量12集体量的内容正在制作当
中。”

今年 2 月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
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倡电视剧网络
剧拍摄制作不超过 40 集，鼓励 30 集以内
的短剧创作。“短剧的高速发展，既有政策
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闫伟表示。此
外，由于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行业发展的
不断成熟以及创作机构与播出平台的创新
压力，剧集趋向于短篇幅成为创作和播出
方的选择。一些市场较为成功的美剧和韩
剧均采用了短剧化的制作模式，对国内的
行业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短剧实
际上是新技术形态驱动下内容形态上的新
产物。”何天平说。

近年来，在爱奇艺、腾讯等视频平台的
共同发力之下，网剧升级迅速，头部剧集的

“破圈”效应依然显著，优质原创内容仍旧
是布局重点，内容为王是竞争核心。网剧在
内容和形态上百花齐放，除了长剧短剧，还
出现了竖屏剧、互动剧等各种形式。传统影
视公司纷纷加入制作队伍——《我是余欢
水》由被誉为“国剧金字招牌”的正午阳光
和爱奇艺联合出品，《不完美的她》则是企
鹅影视和东申影业合作。此外，周迅、惠英
红、潘粤明、张译等一众影视圈大咖“入
网”，加速了网剧精品化的进程。

网剧的整体制作品质在不断提升，类
型和风格愈发多样化，市场占有率和社会
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且近年来在海外传
播上也有突破性进展。但同时也应看到，当
前网剧创作参差不齐的现象较为明显，产
业链发展、市场资源配置等还有待完善。以
后，电视剧和网络剧的边界会更加模糊，

“全媒体剧”的概念可能将会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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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看点

任道斌

陶樱是个地地道道的“警花”：飒爽
英姿，端庄美丽。陶樱也是诗画才女，去
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作品集

《因为有了你——陶樱诗画作品集》，获
得观众的点赞。近日西泠印社出版社又
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名曰《我们都是追
梦人—— 樱桃诗歌绘画作品集》。

如果说《因为有了你——陶樱诗画
作品集》是她审美感情的真实流露，抒写
了酷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都是追
梦人——樱桃诗歌绘画作品集》则更上
层楼，所作绘画在摹形生动之外，更富有
诗词般的跌宕韵律，多了几许委婉深远
的意境。苏东坡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
清新。”陶樱的诗画新作，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清新脱俗，天趣自成。

她的画作有七个系列：一是以山水
与动物为主的“灵山系列”，讴歌天马行
空的自由，畅想云卷云舒的从容；二是

“倾城系列”，以似锦的繁花为主，赞美青
春，赞美阳光，赞美无邪的理想；三是“金
玉满堂系列”，以游鱼的悠乐为主，演绎
道家的放逸与超脱；四是以风与花为主
的“金声玉振系列”，绘声绘色，展示大自
然郁勃的生机和造化多姿多彩的变化；
五是“三千年系列”，以北魏时代、汉唐盛
世的石刻艺术来昭示慈悲为善的永恒；
六是“春金生万物系列”，以梅花、果蔬等
村野之物的安详生长，道出对平安世界
的憧憬和对生命的礼赞；七是“赋格系
列”，以对音乐作品韵律感和节奏感的理
解为主，虚实结合，用奔放的笔触来体现
内心的丰富与自信，赞美音乐的力量，赞
美对理想生活的追逐。虽然或为笔触纵
横凹凸的油画，或为色彩融汇浑穆、墨气
淋漓晕染的国画，但其写意抒情的格调，
夸张浪漫的造型，拙中见巧的构图，冷暖
互动的色彩，生动传神的气韵，追求梦境
的美丽，却是一脉相承的。

尤为可贵的是，陶樱直抒胸臆的艺
术基础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借鉴了前人
的佳作，适以己意而为之，包括西方的
艺术养分和中国的古典精粹。如“三千
年系列”中，陶樱将敦煌壁画的沧桑感、
斑驳感、模糊感、残缺感、庄重感运用得
颇为娴熟。不难看出，她在对中外优秀
艺术的借鉴与吸收上，是很有感悟的。
无论是旧体古词还是白话新诗，陶樱在
达情言志的自然流淌外，对诗的韵律与
格调，词的婉约与豪放，白话诗的质朴
与真率，皆有阐发。既有行云流水的铺
叙，又有一波三折的起伏；既有造句的
精练灵巧，又有造词的典雅准确。宛如
作画般，在笔随情起、境由心生的同时，

讲求虚实的互补、浓淡的变化，营造视
觉丰富的内涵，感动自己，感染读者，让
所作诗词成为有声之画。

她的诗，以平和、清新的格调，道出
了对人生的乐观，对生活的感悟，对世态
变化的淡定；她赞美爱情，赞美学习，赞
美善良；她歌颂青春，歌颂自由，歌颂春
天。如“得失坦然，懂得取舍，才会微笑面
对生活”，如“混沌是生，无常是常”，词句
优美而富有哲理。在《蓝天与樱花 No.1》
中，陶樱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樱花的飘落
与回归尘土，赞扬樱花“逝去意味着重
生”，“就像蓝色饱满的天，它不发光，却
散发着温和的气息”。这种乐观的视角，
不禁让我想到了苏东坡的《枯树图》，画
中那虬曲的枯树，虽临寒凋落，却仍以盘
纡曲折的树筋线条，有力地伸展，顽强地
存活着，借此表达自己的乐观意志，预示
着来春的希望，讴歌生命的力量。

陶樱的五言、七言及长短句，则较为
含蓄、深沉地吟咏美好的大自然，思乡忆
友，或歌潇湘，或咏江南，山水比德，情真
意切。然而作为公安战士，陶樱是自豪
的，也有英雄主义的情结。她所作《我在，
不要怕》《警察的梦》等诗，展现了对工作
的热爱，对守护平安的责任，对警盾荣光
的崇仰，铁骨柔情，殊为感人，且与她诗
画中歌颂仁爱、无邪、纯真、善良的秉性
相一致。

陶樱心地善良、慈爱、知足、感恩，眼
中是阳光、春天、鲜花、美景，因此她是快
乐的，宛如一匹行空的天马，在追梦的精
神世界中遇到了最可爱的自己，遇到了
诗画，遇到了真实。

陶樱在诗画实践中找到了乐活的天
趣。

艺林风景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艺路跋涉

“谷山张”

与他的砚
邱天

每天的大多数时候，张学军都与他
的石头在一起，琢磨雕刻，与石头交流：
眼前的石头可以被雕刻成什么模样。

他手中的石头，是谷山砚石。谷山砚
是湖湘四大名砚之一，最早的记录可以
追溯到宋代。

清乾隆《长沙府志》卷之五·长沙山
川·五记载：“谷山，县西七十里。山有灵
谷，下有龙潭，祷雨辄应。有石色淡青，纹
如乱丝，叩之无声，为砚发墨，亦有光。”

一如著名雕刻师米开朗基罗雕刻大
卫时说的话：“我要做的只是凿去多余的
石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大卫就
诞生了。”没有感觉，可能一坐就是半天；
感觉来了，他搬着石头上楼一雕就是几
个小时。张学军屋里陈列着几十方砚
台，没有一块重复，都是根据石头
的特性来做的。

张学军雕刻的砚台，竖起来
是一件石雕摆件，放下来就可当
砚台使用，赋予了砚台新的生命。
日本朋友见过他做的砚台后惊叹
道：“砚台还能这么做？”

他指着展览厅里的砚台，笑笑：“几
年时间，只雕了这些砚台。”

基于谷山石头的特点，石头的颜色
不尽相同，但每一块石材都细腻温润，配
上高超的雕刻工艺，每一方砚台都寓意
深远，每一款都来之不易，张学军很珍爱

这些砚台。
他偶尔自嘲，砚台就是自己的情人，

每天都要看一看、摸一摸，心里才踏实，
自己是除了刻砚已没有别的爱好了。

但他甘于这份生活。

谷山砚《家》 作者 张学军

想你在春天里 布面油画 作者 陶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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