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

在“民以食为天”的中
国，“辣”虽历史尚短，却以其
独特的霸道成为饮食文化重
要的一味，有一群人捕捉到
了这一份独特。由陈伟民担
纲导演，北京爱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中华辛
辣料理纪录片《辣子曰》6 月
16日由爱奇艺独家播出。

以四川、湖南、云南、陕
西四大食辣重镇为代表，邀
请四位大咖级美食顾问，从
八个切入点全方位讲解辣文
化，探寻经典食辣地区原汁
原味的本土美食，纪录每一
个关于辣味和人生的故事，
电影级视觉画面，让热辣冲
破屏幕，用视觉打开味蕾，来
一场大汗淋漓的辣味大餐。

《辣子曰》以纯纪录的形式呈
现，配解说词，用镜头跟随辣
味美食讲述人，一起走访四
川、湖南、云南、陕西的多个

“辣味”代表城市，找到当地
具有代表性的美食顾问。湖
南彭子诚，作为湘菜产业促
进会专家副会长、《中国湘菜

大典》主编，将自己对辣的理
念传递给无辣不欢的同盟
者；西安妖哥是意气风发的
行业新秀，从夜市烧烤到食
肆酒楼，将整个西安美食江
湖摸了个遍，如此会吃的妖
哥最舍不下的却是当地的油
泼辣子……

何谓江湖，有人存在的
地方就是江湖，有自己一套
生存规则的地方就是江湖，
有了江湖就有渊源相承、门
派之别、口舌之争，我们所要
说的也就是，这群与辣为伍、
无辣不欢的人也有一套自己
的美食江湖生存规则。通过
多位美食顾问，走访多个“辣
味”代表城市，从辛辣味道的
历史渊源、地域特色、食材选
择、料理特点、烹饪技巧、私
房菜系、餐桌礼仪、口味融合
等八个切入点，全方位讲解
关于辣的饮食文化。多位辣
味传承人，一起探寻经典食
辣地区原汁原味的本土美
食，串联讲述辣味传奇故事，
挖掘辣味文化，用纪录片的
呈现方式，精心编纂了一部
食辣宝典——《辣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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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灿

2020年6月13日是我国第14个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2020 年文化与自然遗产
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在永州市江永县勾
蓝瑶寨举办，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
中心刘灿姣教授应邀出席。在活动中，刘
灿姣教授为同行解读水龙祠壁画，并通过
网络直播间向广大网友介绍、解读水龙祠
壁画，进行交流互动。

水龙祠壁画的发现，是瑶族文化研究
的一个重要事件。说是“发现”，不仅仅是
水龙祠壁画本身的发现，更是指它的学术
与艺术价值的发现。勾蓝瑶寨的村民们
每天从它身边经过，对它早就了然于胸。
今天如去勾蓝瑶寨，随便找一个上了岁数
的老人，他们都能讲述壁画的传奇经历：
曾经有一个画师在这里花了整整 3 年，才
将所有壁画画完；或者，某一个风雨交加
的晚上，在水龙祠外面听见里面有兵马操
练的声音……诸如此类。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每年的农闲时期，全村老少在
这里看戏祭祀。近20年来，湖南、广西、广
东的不少高校，每年都有师生成群结队来
勾蓝瑶寨考察，路过水龙祠，也只是看它
一眼而已。即使在考察报告中提到了它，
也一笔带过。无论是村里的人还是村外
的人，他们都看见过水龙祠壁画，但都不
知道它的价值，所以没有“发现”它。

直到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
心刘灿姣教授主持的课题组的到来，加上
胡彬彬教授殚精竭虑地奔走呼吁，及中国
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精诚协作，
这座几百年来坐落于勾蓝瑶水田之中的
临近颓圮的明代无名小庙，才逐渐引起社
会的关注，并被纳入国家层面的保护视
野。2016年，水龙祠壁画研究被列为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课题；2019 年，水龙
祠壁画连同勾蓝瑶寨被整体打包，列入第
八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际上，
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许多中国文

化研究学者，也通过各种途径知道湖南江
永的一个偏僻村落中，居然遗存着一处魅
力独具的古代瑶族壁画。2019 年 5 月，

《Nature》杂志推出特刊介绍中南大学，以
半个版面的篇幅向全世界展示了水龙祠
主体壁画。

北方那些气候干燥的地区，石窟中的
魏晋壁画、墓室中的汉唐壁画、寺庙宫观
中的宋元壁画，尽管屡遭兵火天灾，仍旧
有大量遗存。但在湖南乃至整个长江流
域中下游地区，潮湿的气候无法保证石灰
为主的材料与泥土烧制的砖墙能够长久
黏合，所以目前能看到的少量壁画遗存，
几乎都是清代中后期的，而绘制水平较高
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水龙祠壁画不同，它
是带有中国传统壁画本体语言的古代瑶
族艺术遗存。它的特别之处体现为两点：
从民族特色来看，是瑶族艺术的代表；从
内容上来看，是南方巫教题材。水龙祠壁
画既没有单纯的偶像崇拜，也没有任何故
事情节，只是单纯地描绘了曾经也许存在
过的勾蓝瑶或者整个瑶族巫傩祭祀的场
面。它有浪漫的想象，有戏剧性的夸张，
但营造的整个祭祀氛围确凿无疑。从这
一点而言，水龙祠壁画填补了中国壁画艺
术史的空白，更为古代瑶族艺术增加了辉
煌的一页。

大约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巫傩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巫教”。唐代开
始，以祭祀仪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原始巫
教被列入“淫祀”范围加以禁绝，巫傩文化
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因而主要流行于民
间底层，尤其是苗、瑶等南方少数民族之
间。信奉巫教的民众通常通过某些仪式，
向神灵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祈求满足生
育、长寿、风调雨顺等朴实的世俗愿望。
作为我国南方地区迁徙频繁、历史悠久的
山居民族，瑶族笃信神灵、崇拜图腾、敬仰
祖先，较多地保留了原始的巫傩文化形
态，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巫教信仰，水
龙祠壁画是这一信仰的形象表现。它绘
制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装饰寺庙空间，
而且也是为了娱神娱人。它是古代瑶民
祭祀神灵仪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与
整个瑶族历史上的农耕方式、思想观念与
生活习俗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 2015 年被发现时，水龙祠已荒弃
多年，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墙壁及屋顶均
有大面积坍塌，部分壁画已经消失，时刻
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风险。多年来，在刘
灿姣教授及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呼
吁下，水龙祠壁画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
并被纳入国家层面的保护视野。2020 年
6 月，水龙祠主体建筑的修缮工作基本完
成，水龙祠壁画终于告别了风雨飘摇的日
子。

周洪林

“品赏党史珍邮，重温红色记忆。”
方寸之间记录了党的光辉历程，铭刻了
党的峥嵘岁月，铸造了党的不朽丰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喜庆

“七一”党的生日之际，品赏邮票上波澜
壮阔的党史画卷，别有兴味。

“一大会址”作为革命圣地之一，在
新中国发行的纪念邮票中经常展现于方寸之中。如
1961 年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邮
票的第1枚、1971年发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
十周年》纪念邮票的编12、1991年发行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和 2007 年发行的《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2011 年
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邮票中，均
出现了一大会址的画面。此外，一大会址还三登普
通邮票，分别是1969年10月1日发行的普无号第9
枚、1971年9月25日发行的普14第1枚和1974年4
月1日发行的普16第2枚。

最早印有党旗的邮票，是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
7月1日由东北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六
周年》纪念邮票，全套4枚，分别呈红色、玫红、紫红、橘
红色。主图是毛泽东主席满面笑容、背衬党旗的画面；
1949年7月1日，由华北邮政总局、东北邮电管理总局、
旅大邮电管理局分别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纪念邮票，3套邮票均出现了党旗的画面；1951年7月1
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邮票，图案采用著
名雕塑家张松鹤创作的毛泽东侧面浮雕像，以深色衬
底，突出浮雕的质感，左下角装饰着橄榄叶及铁锤与镰
刀相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1981年7月1日发行的《中
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图案为党徽；2001
年7月1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邮
票，图案为一面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2011年6月22
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6
枚，小型张1枚，邮票图案分别为开天辟地、烽火岁月、
执政创业、改革大潮、世纪跨越和科学发展，以飘动的党
旗作为统一邮票画面的基本元素，小型张图案为党
旗。2012年11月8日，中国邮政特发行《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套2枚双联的纪念邮票及小型
张1枚，邮票图案为科学发展和继往开来，邮票背景为
鲜艳的党旗，绚丽多彩的牡丹花簇拥左右下方。

2018年7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了《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一套 1 枚。该套个性
化邮票主图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延
安宝塔山、中南海新华门等为主体元素，辅以和平鸽
等辅助元素，体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主题；附
图以高耸的灯塔、飞驰的高铁列车、腾飞的火箭和国
产大飞机等为主体元素，象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不断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龚军辉

2020年的电影新作《红
领巾飘飘》，由湖南省校园文
联出品，刘艳臣编导，是一部
从主题教育、表演艺术、摄影
选景、故事叙述、灯光配乐等
皆较为优秀的少儿德育影
片。讲述了一群城市生活的
红领巾研学团的孩子，来到培
养了五位羽毛球世界冠军的
山区安化，在了解和感悟羽毛
球运动员的刻苦训练、努力拼
搏、为国争光的初心后，心灵
受到震撼，对家国情怀有了正
确的认识和解读。影片在如
何搭建中小学生个人私心与
家国情怀之间的教育通道，做
出了积极探索，颇具教育意
义。

我是小我，家是大家；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要克服
私心，自觉以国家利益为重，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从小培养
孩子的家国情怀，更是教育者
的一种责任担当。现实生活
中，家中小霸王层出不穷，校园
欺凌事件屡禁不止……要让
中小学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具备高尚情操和勇敢
担当精神，必得家庭教育、校园
教育、社会教育三结合并高度
统一，也得借助特殊事件、特殊
道具来予以促成。《红领巾飘
飘》抓住了研学旅行这一切口，
以孩子的亲身体验与感知来构
建自我内省与改造的桥梁。在
云台山优美的自然环境里，以
王丁丁、杨柳等为代表的红领
巾研学团的孩子们不仅感受到
了天地的壮阔，而且在红领巾
羽毛球基地这片热土里，接触
了安子龙等羽毛球运动员，培
养了五个世界冠军的功勋教练
方国章，以及从俄罗斯来归还
一条特殊红领巾给方国章、意
欲送女儿拜师的娜塔莎、冬妮
娅母女，他们对于红领巾和羽
毛球的特殊感情、殊途同归的
人生故事，成为了研学团孩子
自觉改造的催化剂，最终在方
亮父亲缉毒时牺牲得以升华，
集体要求重新宣誓少先队入队
誓言。

《红领巾飘飘》提供了四
种类型的人物成长道路。

第一种以王丁丁为代
表。王丁丁是一个不爱惜并
不愿佩戴红领巾的顽皮孩子，
他在与安子龙同寢的过程中，
从好奇对方被省队退回的隐

私到效仿身边的榜样，从帮忙
折叠到自觉收拾红领巾，思想
境界大为提升，最终在大雨中
为捡拾衣服而坠楼受伤，完全
抛弃了原有的自我中心意识。

第二种以杨柳为代表。
作为大队长的杨柳，出于亲情
保护弟弟杨小小，对无意间打
伤弟弟的同学王丁丁耿耿于
怀，利用手中职权剥夺了其佩
戴红领巾的权利，但王丁丁带
她尾随梅姨、安子龙母子拜访
方国章，触动了她的心弦，促
进了她的自我改变，使她自觉
送还给了王丁丁红领巾。

第三种以方亮为代表。
作为功勋教练方国章的孙子，
他自傲而自负。研学团孩子
说出“方亮将来也一定是世界
冠军”和“你告诉我打羽毛球
的秘籍呗”刺激了他，让他改
弃街舞而进入红领巾羽毛球
基地偷偷进行训练，在友谊的
感召下，他为了成全安子龙重
新进入省队而承认了偷钥匙
进馆的错误，他在车站送别安
子龙并相约在省队再见的一
场戏，证明他因内省而珍惜伙
伴、怀抱梦想。他在得知父亲
牺牲时的那声长哭，既是亲情
的倾诉，更是告别昨日的啼
鸣。

第四种以安子龙为代
表。他是优秀的羽毛球运动
员苗子，曾入选省队，因争强
好胜伤了队友而被退回，在拜
访方国章、聆听到五位世界冠
军小时候的事迹及方国章“冠
军只有一个，集体的荣耀需从
小培养”后，他幡然悔悟。他
在资江边把奖状扔向天空的
那一刹那，完成了自我的成
长，也助母亲完成了自我人格
的重塑。他因而得以再入省
队，成为激励研学团队员改造
自我的榜样力量。

家国情怀绝非一朝可以
造就。《红领巾飘飘》融合红领
巾精神、羽毛球运动、研学旅
行多种元素，尤其通过方国章
叙述自己与娜塔莎的父亲、俄
罗斯学者伊万诺维奇的真挚
友谊，呼应开头“红领巾”由列
宁夫人创定，家国情怀绝非中
国特有，而是世界共同的宝贵
文化遗产，使本片具有了广阔
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意义。《红
领巾飘飘》告诉孩子们：坚守
初心，触摸时代的温暖，需要
绽放改造自我的勇气，更需要
追梦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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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里，新
媒体的主要用户是年轻
人，但是一个教授朋友告
诉我，他妈妈每天玩3个小
时抖音。跳广场舞的大妈
玩起了短视频，把她们的
欢乐拍下来并分享给众
人。短视频不仅俘获了许
多中老年人，而且也在改
变着当今的传播与传媒，
成为一种改变媒介生态和
媒体融合的结构性力量。

抖音、快手掀起的全
民狂欢给传统电视带来极
大冲击。在过去，电视也
好，长视频也罢，都只有一
个功能，就是拿来观看，但
现在的短视频不仅可以
看，还可以拿来玩、拿来
用。

短视频借助强大的互
联网平台连接我们的生
活、学习和生产，在“去中
心化”的同时“再中心化”，
而这个“再中心化”的内容
提供就是海量的 UGC（下
载和上传）。虽然大多数
UGC 内容品质比较粗糙，
但 11 亿抖音用户中哪怕
有万分之一的优品也是非
常可观的。

相比电影，电视也曾
是新媒体。但今天，电视

这一身份被另一个新物种
所冲击，那就是短视频。
短视频的创作特点与传播
规律不同于传统影视，区
别不仅仅是竖屏，玩法和
功能都不尽相同。“摔碗+
喝酒”这一行为艺术经过
短视频的传播成为了西安
旅游的新符号。抖音不仅
让西安的“摔碗酒”成了网
红打卡地，也让烟台的养
马岛成了网红岛。由此可
见，短视频具有很强的传
播力和动员力，这种无组
织的组织力量源于草根、
发自民间，李子柒就是其
中一个最出色的代表。

电视人往往以为短视
频就是剪短的电视片或长
视频，其实它的创作规律、
表现形式和传播理念与传
统影视完全不一样。短视
频创作不仅遵循传统影视
的创作规律和网络视频的
传播规律，而且还具有其
他独特的东西，应该根据
这些特点加以开发应用。

短视频的用户行为包
括：用户生产行为——草
根 秀 场 ；用 户 传 播 行 为
——社交分享；用户消费
行为——各取所需。短视
频的蓬勃发展是与人们对
其用户行为的认识、利用
和开发紧密相关的。

河南有一个农村妇女
开了一个短视频账号叫

“牛不拉”，她把在家里种
地、卖鸡蛋、做菜、带小孩
等生活日常通过短视频在
网上传播，粉丝竟高达180
万。试想有几个电视台做
的短视频有这么多用户？

广东省清远市的乡村
新闻官用短视频把家乡的
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推广出
去。2019 年，广东省农业
厅组织评选出首届“短视
频+农产品销售”的网红。
短视频已成了当下扶贫攻
坚和农产品销售最有用的
渠道和平台。

传统主流媒体也闻风
而动，人民日报的人民视
频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央视频先后上线，与此同
时，《新闻联播》的主播也
上线抖音、快手，众多品牌
栏目纷纷入驻抖音、快手
平台。这说明什么呢？还
是短视频的平台更强大，
貌似只有进入这些大平
台，你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才足够大。湖南广播电视
台娱乐频道做的短视频，
佛山电视台做的网红电商
学院，都是在做服务、做连
接。

我认为，媒体短视频
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文
化、教育、公益等领域的短
视频和直播电商恐怕更能
发挥主流媒体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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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王 明 义 认 识 很 多 年
了 。 由 于 对 绘 画 的 共 同 喜
好，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
友。

明义为人敦厚，性情温
和，我俩很是谈得来。想当
年，他在中医院工作，爱人在国
营单位工作，医院有住房，一厅
一室一厨。于是，我便经常到
他家混饭吃，有时还混点小
酒。闲暇之余，他也经常到我
工作的文化馆来，和我谈画画
的事，也谈点社会上的奇闻逸
事。有时为尽“地主之谊”，我
也去国营肉铺里排队，买来斤
把半瘦半肥的猪肉，大刀剁小
刀切，一瓢水两把菜，炭火盆上
一炖，二人吃得十二分来劲！

和明义做得最多的，便是
给商铺、宾馆、招待所里画画。
我们俩一起画迎客松、山水画
及香烟名酒之类的广告画。那
时能捞点外快好像是天上掉馅
饼。尽管报酬不多，一场事干
下来，除去成本两人各半，比起
单位工资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和明义的这种合作，一直持续
了多年。后来我开始了连环画
的创作，再后来我到北京进修，
和他的交往便渐渐少了些。和
他交往期间，他常常喊我老师，

我是一直不认同的。原因有
二：一是我俩是朋友，我有何德
何能让其称之为师？二是明义
年长我几岁，哪有其弟被其兄
称为师之理？

后来，听说明义退休了。
让我惊讶的是见诸报刊的文章
和画作也多了起来，时不时各
级报刊都能见到他的文章和画
作，有时一些展览中也能见到
他的作品。前几年，他还写了
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真让我感
动了一阵子！明义兄幼时在大
街上用粉笔画三国里的关公、
张飞等古代人物画，从小与绘
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工作
后拜师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本
土画家杨金成、周玲为师，学习
花鸟画、山水画，也跟我学习人
物画，有多幅画作见诸于报
刊。王明义的画作路子正，功
底颇深、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纯粹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画出
了很多群众喜爱的作品。他
的画笔法流畅，潇洒自然；用
色上色彩艳而不俗，朴拙自
然。他作画的题材都是生活
中来现实中来，不矫情不做
作，是用心用情画出来的。

绘画皆从磨砺出，文章
须用心写来。我希望明义在
今后的不懈努力中，有更多
更好的作品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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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幕看点

水龙祠壁画第三铺、第四铺壁画。

修缮后的水龙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