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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乃馨

国内首档青年战“疫”纪实
片《战“疫”中的青春答卷》，5月
1日经“青年湖南”全网首发后，
在广大青年朋友中激起了强烈
反响与积极回应。该片由共青
团湖南省委、湖南教育电视台等
联合制作，全片分为 4 集，片长
近1小时，紧紧围绕青年战“疫”
这条主线，时间跨度两个多月。
镜头所及，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到奔赴湖北战“疫”最前线，
到社会各条战线战“疫”的最后
防线等，真实记录了医院、工厂、
公安、城乡社区、学校、志愿者等
各行各业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党
员、团员在战“疫”中的动人故事
与真切感悟，再现了中国青年奋
勇抗击新冠疫情的精神风貌与
行动画卷。

坚持全方位、多岗位、多视
角地选取人物与事件，突出青年

们强烈的青春气息与英雄气概，
是全片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一集《选择》，记录的是面
对不可知、不确定却又来势凶
猛、危害极大的新冠病毒疫情，
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
号召，无论哪个岗位上的青年都
喊出了“我必须上前线”“我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一定要参
加”，义无反顾地奔赴最前线，勇
敢地挑起了抗击疫情的生死重
担。第二集《冲锋》再现了抗疫
前线的青年医护人员舍生忘死
救治病患的艰难时光。在决战
一线，他们始终怀着必胜的信
念，勇往直前。“在这一刻，我是
一定要上的！”“为什么摘掉起雾
的护目镜，把自己暴露在病毒里
给生死一线的病人插管？——
因为本能！”20多位青年医护人
员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看到
了他们面对危机，毫不退缩，始终
坚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的动人场
景。网友感慨留言：“真是一群可
爱的年轻人！”第三集《担当》，展
现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
域的青年们在抗疫中的所思、所
想与所为。“我不能因为可怕就不
去做！”“就算我被感染了，我还这
么年轻，也会治好的！”广大青年
成了中国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与生
力军，全面展示了中国青年，特别
是“90后”“95后”青年所拥有的
精神风采、社会责任与历史担
当。第四集《成长》聚焦的是广大
青年朋友在抗疫过程中的思想、
认识，特别是他们对疫情、人生、
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关切与感
悟。“我们国家一直秉承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原则。”“我很感谢
当时勇敢的自己！”“我们国家，做
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担
当！”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了集体主
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认识到了中华文明中最优秀的东
西、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等。在他们心里，
这是一场“成人礼”，也是对成长
的检视。

坚持多层次、多主题、多侧
面挖掘思想特征，突出青年们强

烈的时代精神与价值追求，是全
片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全片以亲历者口述的方式，
展现全国 5.2 万余支青年突击
队、111.8 万余名各行各业的年
轻人冲在最前线的光荣事迹，展
现出中国青年的时代特点与精
神风貌。危难关头，他们把小我
融入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大我之
中，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和
人民的赤子之心。其次，展现出
了当代青年是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一代，是可以依赖的一
代。他们在防疫抗疫战斗中，不
仅冲锋在前，无所畏惧，而且拥
有创新的智慧与才华，完全有能
力、有力量肩负起党和人民交给
的历史重担。

《战“疫”中的青春答卷》是
一部纪实访谈片，每一位访谈者
都是从抗疫前线下来的人，而且
是某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他
们说的是自己做的事，或者同别
人一起做的事，以及亲眼看到的
事；他们说的是让自己最感动的
人和事；他们说的是自己的真情
实感，谈的是自己的认识与体
会、收获与提高。因为真实，所
以感人，也激励人。

这部纪实片的主创人员认
为，参与该片的采写、制作，再一
次感受到了那种铁血的经历、救
死扶伤的悲悯，及广大青年逆行
者的铁肩道义，也再一次接受了
深刻的理想与信仰教育。近两
个月里，他们奔赴各地采访，先
后采访了200多人，记录了丰富
的素材和 60 多万字的文字材
料，最后确定 56 名访谈者为核
心人物，通过他们的口述，展现
这场伟大战“疫”中青年的所作
所为，努力打造一部记录青年防
疫抗疫的精品力作。纪实片播
出后，在青年朋友中激起热烈反
响。正如一位网友所评论的：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年轻人
成长起来了。他们更年轻更有
活力，也懂得担当。每一代人都
有自己的使命，孩子们，挺起身
躯扛起责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舍我其谁！”

湘江

疫情未却少年志，重聚校园发
奋时。特殊时期学校延期开学，学
生的学习生活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和挑战。《少年说》不仅展现了疫情
环境下难以呈现的日常校园生活景
观，也在这个特殊的“开学季”发挥
出一种独特的、奋发的精神力量。
湖南卫视出品的《少年说》第五季于
5 月 17 日迎来收官。行至第五季，

《少年说》收视稳步走高，获得了超
过千万关注和亿万点赞，节目相关
视频播放量超24亿，抖音账号总播
放22.3亿，获赞9263.6万。五季以
来，《少年说》中的“理想少年”形象
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并逐渐成
为当下电视文化中的主流少年叙
事。

节目形塑理想少年的第一个层
面，是理性精神的建构。

节目选取的少年们正在上小学
高年级或中学，年龄上处于花季或
向花季迈进的年龄，而这个年龄段
正是思辨能力初步演进、公民意识
逐步形成的年纪。受到律师爸爸教
育的承诺，从小就知道诚信的重要
性，也正因此，他对爸爸不守承诺

“借钱不还”的行为展开“控诉”；看
到一位拥有急救知识的学长成功抢
救了一位路人姐姐，陈初初也很快
加入了学校的急救培训屋。

节目形塑理想少年的第二个层
面，是家国精神的培养。通过个体
成长体验与国家集体经验的结合，

《少年说》将青少年碎片化的个人情
感，建构为秩序性、连续性的家国情
感，以强化年青一代的社会认同意
识、道德规范意识与文化自信。

作为曾经的新西兰华侨，贺嘉宇
一家因 3 年前外公重病而毅然回
国。此后贺嘉宇的生活发生重大转

变，她曾经梦想中的人生规划也无法
实施。但在喊话的最后，她表示，自
己不仅理解了父母作为儿女孝顺的
选择，还大声喊话外公自己绝不后悔
待在上海，“因为流淌在我身体里的
是中国人的血液”。从小就在英国长
大的李知恩，跟随教授父亲回国任
教，因为面临着学习语言和适应文化
的巨大挑战而十分不情愿，是爸爸的
一句“中国现在正在飞速发展，在建
设祖国的过程中，我不想缺席！”让她
最终理解了这份选择的初衷。

正是从理性精神建构、家国精
神培养两方面，《少年说》为建构年
青一代的良性情感与公民意识做出
了有益尝试。节目中的少年们或志
向高远、心怀家国，或善于思考、懂
得感恩，作为“青年文化引领者、国
民精神塑造者”的湖南卫视，正在通
过五季的《少年说》有力开掘新时代
的理想少年形象。在此前多季的

《少年说》中，无论是游可怡表白“诗
人李白”，还是刘栩溪吐槽“老妈对
老爸撒娇”，节目呈现的每个案例往
往都是过程高潮迭起、结尾出人意
料。在戏剧化的陈述下，聚焦多样
性的议题，俨然成为《少年说》颇具
辨识度的叙事方式。曾经身体非常
不好的妈妈，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
的马拉松跑者，广州女孩李抑若面
对 800 米体育训练的困难，现场向
妈妈讨教；岳阳女孩钟响与同班同
学何芳如共同完成黑板报，但酷爱

“动画风”的她却与喜欢“传统风”的
何芳如由于“画风不同”而使板报风
格格格不入；广州女孩王筱雯吐槽

姥姥过于时髦，特别喜欢买买买，不
仅爱买衣服和化妆品，还占用了自
己的柜子……

如果说第一季所谈及的“别人
家的孩子”“二胎偏心”等议题，还是
当下少年思想状态的基本面。那
么，行至五季的《少年说》已大大扩
充了少年精神世界的展示视域，并
更加注重议题内容的垂直细分。另
一方面，各个视角之间的互动也被
调动起来，成为本季重要的看点之
一。站上“勇气台”的少年、被喊话
的对象、旁边观察的加油团成员，及
台下观看的同学，构成了《少年说》
自始至终的四重视角。相比台上的
少年与加油团成员，被喊话的对象
与观看的同学由于处在被“俯视”的
地位，似乎显得弱势不少。但在第
五季中，单向度的“喊话”时而变身
双向度的“互怼”，台下观看的同学
也以颇具行动力的面貌加入其中。

“说”的目的不仅是反驳，更是
交流；“听”的目的更不是盲目接受，
而是有效沟通。将这种对话与反馈
的环节进一步加强，呈现出《少年
说》希望不断加强视角互动的努力
与创新。

借个体案例引发群体认同，呼
吁家庭及社会关心少年的成长问
题，《少年说》让“00后”走进中小学
校园的天台，大声喊出自己的心里
话和成长中的喜怒哀乐，也呼唤着
电视机前观众的少年心气与少年心
态。在“00 后”正在且必将走向主
流文化的当下，这样的表达是不可
或缺、更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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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书法首先要字
中有笔。

书法是国粹，几千年
流传下来，有它自身的发
展规律与技巧传承，这就
是古人历来强调的笔法：
起笔、运笔、收笔，一点一
划，皆不能信笔。强调的
是一波三折，疾徐有致。
有些人写字，往往大笔一
挥，既无提按，又无顿挫，
天马行空，一味求快，这
样的字自然经不得细看。

当然，除了笔法，还
有字法，墨法，章法。处
处有法，在限制中能求得
自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
由王国，方为高手。信笔
为体，聚墨成形，看似简
单痛快，实则南辕北辙，
终坠入野狐禅一路。

当然，“字中有笔”做
到了，并非就是好书法
了。馆阁体是很注重笔
法的，但它历来被人诟
病，因其过于拘谨，见
不到性情，更无意境
可言。沈尹默书法出
名很早，1909 年陈独
秀看其写的五言古诗
后对他说：“诗做得很
好，字其俗在骨。”批
评可谓很尖锐。沈尹
默没有一触即跳，而
是深刻反思自己书法
的不足，从此发愤习
书，终于书艺大进。

一晃二三十年过
去，陈独秀又谈到沈
尹默书法。他在给台
静农的信中说：“尹默
字素来工力甚深，非
眼面朋友所可及，然
其字外无字，视卅年
前无大异也。”陈的评
说是否公允，见仁见
智，可以讨论。但这
里，陈独秀强调的“字
外无字”标准，却实在
不容我们忽视。“字外
无字”的对立面是“字

外有字”，书法的境界不
但体现在笔墨之内，而且
也体现在笔墨之外，它是
一种更高的审美体现。
王羲之的“字外之字”是

“旷达”，颜真卿的“字外
之字”是“忠烈”，徐渭的
字外之字是“悲愤”……

书法中的“字外有
字”，类似文学中的韵外
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
象 。 字 有 尽 而 意 无 穷
也。如果说书法追求的
是“尽精微，致广大”，“字
中有笔”则是“尽精微”，

“字外有字”则是“致广
大”。书为心迹，字如其
人，“字中有笔”有穷尽，

“字外有字”无穷尽。“字
外有字”需要长期的文化
积淀，性情陶冶，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从万事万物
中汲取营养，是需要我们
一辈子努力的事。

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

肖英明

2020年6月1日，中国邮
政发行《动画——葫芦兄弟》
特种邮票1套6枚。图名分别
为“七色葫芦”“梦窟迷境”

“绝路逢生”“水火奇功”“巧
夺如意”“七子连心”。计划
发行数量750万套。该套邮
票主角葫芦娃衍生于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 1986 年原创
出品的《葫芦兄弟》（13 集）
系列剪纸动画片。《葫芦兄
弟》是中国动画第二个繁荣
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深受
广大观众尤其是少年儿童们
的喜爱，至今已经成为中国
动画经典。“葫芦娃”，那可是
80、90 后的童年记忆，同样
作为经典回忆的还有《小蝌

蚪找妈妈》《大闹天宫》《黑猫
警长》等等。这些经典动画
在人们的心底占据了一定的
位置，当它们和作为“国家名
片”的邮票相结合后，更是汲
取了双方面的精华。

我国国产动画系列邮
票，之前仅发行两套。2013
年 6 月 1 日，中国邮政发行

《小蝌蚪找妈妈》特种邮票，
一套 5 枚，这是我国首版动
画题材的邮票。

《小 蝌 蚪 找 妈 妈》是
1961 年上海美术制片厂出
品的，讲述了一群蝌蚪宝宝
找妈妈有趣而感人的童话故
事，表达了独立探索的精神
以及“有志者事竟成”的道
理，是中国动画艺术史上第
一部水墨动画，多次获得国

内外各项电影大奖。邮票采
用同名动画片元素，分别描
绘了五个故事情节，分别为：
巧遇虾公公、金鱼妈妈大眼
睛、螃蟹妈妈白肚皮、乌龟妈
妈四条腿、找到妈妈啦。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
致敬中国经典动画，纪念上
海电影制片厂《大闹天宫》动
画片 50 周年，中国邮政于
2014 年 6 月 1 日发行了《动
画——〈大闹天宫〉》特种邮
票，此套邮票首次加载增强
现实技术，将传统文化与移
动互联网科技完美结合，分
别以《大闹天宫》动画片中龙
宫夺宝、官封弼马温、自封齐
天大圣、大闹蟠桃园、恶斗天
兵天将、打上灵霄殿 6 个经
典场景为邮票设计背景。

字中有笔
与字外有字
——我心目中的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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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片《战“疫”中的青春答卷》海报

大闹天宫

何立伟

中国的水墨画，山水、人
物、花鸟看得多了，总觉得差
一样要紧东西。大家都在比
来比去，比的是笔墨技艺、图
式构成，或者材料的更新、尺
幅 的 突 破 、观 念 的 迭 代 等
等。总而言之，都在比聪明，
比应时应景，却没有谁来比
精神的气力。对，差的那样
要紧东西，正是精神气力。
少了它，虽满纸繁复，烟云充
盈，然底里苍白，了无生气，
死蛇挂树。

长沙的美术圈，细细数
来，唐风倒是个有些气力的
人。他是湘潭人，矮，胖，骨
骼雄峻，须髭尽张，状如水浒
人物里的赤发鬼刘唐。又声
如钟磬，年轻时差点考入音
乐学院。某日听他嚎歌，竟
是 美 声 ，可 惜 了 一 条 好 嗓
子。哦，说到“圈”，乡贤白石
翁是没有圈的，独往独来，悍
厉前行，如鲁迅夫子所谓：两
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唐风亦
效之，终不入任何的圈，作壁上
观，冷暖不沾，总之吾道不孤。

唐风的气力用在绘事上，便是
日日不辍，勉力笔耕。每天他的微
信里，必发他的画，或者正在画的
画，昼也发，夜也发。平尺寸幅，到
八尺整张，每日皆有，用力之猛，令
人骇异。我有时在下头点赞，许之
劳模。

唐风的气力用在生活上，便是
鬻画养家。多年来，没有工作，没有
福利，没有身份——虽然有身份证，
无所依傍。顽强不懈的求生意识，
拼命三郎的敬业态度，加上从不敷
衍、潦草应对，又为人谦和，便得客
户大欢心，订单四面八方纷至沓
来。他长沙城里一摊子，湘潭乡下
一摊子，加起来拢共七八张嘴，生生
的要靠他一枝笔来养活。难不难？
没有自信，没有气力，没有在客户面
前以好品性赢来的信任，和对得住
客户更对得住自己的作品质量，你
来试试？唐风的勤奋，几近疯魔。
于是有人又羡又妒，呼他“画疯
子”。他喉音很好听地笑笑，承让。
拱手唱一肥诺。

还有一个不易得，是他为了
画画，付出了健康的惨重代价。
惹一身的毛病，方入中年，就过早
结束了每日纵酒的快活。现在这
个“刘唐”看到了酒，只有眼珠子
发绿的份。

去他家那日是冬天，刚刚吃
了他特地杀的一头猪，坐在宽阔
的工作坊里烤炭火，吃酽茶，听他
说起他的父亲、弟弟，还有他自己
同他太太来长沙闯荡的故事，说
得目布血丝，唯有唏嘘。说着话，
他又站起来到画案上铺纸画画，
太太随侍左右。都是别人订购
的，拖延不得。寒夜客来茶当酒，
你坐你的，我画我的，各自方便。

唐风从来不把自己目为一个
画家或艺术家什么的，只讲自己

是一个吃手艺饭的工匠。这是他
的清醒处，难能可贵也在这里。
工匠其实了得，北碑不都是工匠
刻的么？康有为当年尊碑贬帖，
总结过北碑十美，朴拙天趣，大器
本真，一一道来，夸的便是工匠。
唐风山水画得，花鸟画得，人物画
得，写字写得，举凡传统书画的一
切样式，他皆备。曾有我熟识的
一位女士想学绘事，问我在长沙
拜哪一个人为师比较好。我张口
就说，找唐风，他技艺最全面，什
么题材都来得。

唐风画画，题款只用自己的语
言，多次见他画完题字，要言不繁，
似文还白，而且不事犹豫，信笔写
来，到落完名款，恰好再无下笔处，
字画首尾衔成。我与唐风同游过一
回张家界，见他屡屡蹲下，在一个小
本子上写写画画，问他干么子，答曰
有点小感触，写几句诗看看。看了，
旧体，五七言皆有，还真是敏于目
前，言之及物。难得他山水行脚，仍
处处留心。

唐风为稻粱谋，不得不鬻画
为生，每又心有不甘。为人家画
他很快活，为自己画他更享受。
他通常不把为别人画的画私信发
我，倒是为自己画，每有得意处，
便微来给我观赏，说何老师请提
意见。意见我哪里提得出。但又
分明觉得，为自己画的，多探索，
多研习，多无法之法，没骨也好，
泼墨也好，奇险构图也好，总之是
想走一条常人不大走的路。走这
样的路，没有强横的精神大气力，
多半要无功而返。

唐风本名唐永华，取艺名唐
风，大约是崇仰大唐风范。唉，李
世民们那个时代呵，真真是豪情
万丈，一往无前，元气盛极，世无
其匹。自那以后，外国人叫中国
人，都叫唐人，是分明的有一种
敬。

《说文解字》注“风”：“风，八
风也。”八风吹来，何其雄迈。

有个朋友叫唐风

翰墨飘香

唐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