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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标”出台
为网剧品质兜底

■ 刘振

“龙标”一闪，好戏开场，这是观众再熟悉不过的院线电
影标识，即公映许可证制度。 如今，这套公映许可证制度也
应用到网络剧片中。 最近，《对决》成为第一部持有“网络视
听”许可证的网剧，《金山上的树叶》成为首部持证上线的网
络电影。

网络剧和网络电影持证上线， 释放出网上网下统一导
向、统一标准、统一尺度的信号。曾几何时，网剧是粗制滥造、
格调不高的代名词。一些创作者缺乏底线意识，为追求刺激、
“重口味”效果，频打法律法规“擦边球”，导致网剧一度有数
量、缺质量，有热度、缺口碑。这两年，文娱领域综合整治刹住
了流量至上、内容低俗等歪风，划出了行业底线，净化了创作
环境。如今网络剧片持证上线，等于设立一道准入门槛，粗制
滥造的网剧不能再大摇大摆登上播出平台，劣币驱逐良币的
情况将难以出现。

网剧“蝶变”，从流量至上回归内容为王。喧嚣退去，大浪
淘沙，网络文艺生态日趋向好；审核趋严，门槛提高，助推网
络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这几年，一批优秀网络剧片从精神立
意到制作品质，已与传统的优质影视作品不相上下。

“网标”新鲜出炉，正是管理部门适应新趋势新变化、进
一步涵育良好网络文艺生态的重要举措。 显然，如果网剧创
作者仅仅将目标停留于守住底线、不踩红线，那离提质升级
还相距甚远。外部规范是一种“倒逼”，网剧精品化发展，最终
要靠创作者的内生动力，守初心、铸匠心，不断为网络视听作
品树立新标杆。

题材“百变”，从单一风格转向类型多元。曾经，网剧题材
被网文大 IP 主导，玄幻猎奇、言情穿越“一统天下”，不接地
气、虚假浮夸。 近几年，网剧呈现出一些新气象：现实题材网
剧迎来创作高峰，在传统叙事与“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从题材类型、制作风格到播出模式、剧集长短等方面不断探
索创新；类型化日臻成熟，悬疑剧蔚然成风，借悬疑之壳探讨
人性与社会的复杂；一些网剧精心植入传统文化、地方美食
等元素，强化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中华美学风格。 种种新气象
无不来源于创作者的精耕细作、创新突破，但也必须承认，很
多题材依然有深入挖掘的空间，智商在线、审美在线的作品
数量依然满足不了观众需求。网剧发行许可是对优秀创作者
的肯定与认可， 更是鼓励和推动网剧创作进一步向专业化、
精品化、规范化迈进。

平台“嬗变”，从“破窗效应”到良性循环。以往，网剧往往
是“草台班子”主导，容易形成谁胆大、谁更敢突破底线，就更
能获得观众关注的不良“破窗效应”。 而现在，台网监管统一
标准，平台摒弃了以往购买小成本网剧的运营模式，吸引专
业团队加盟， 主导内容制播生产。 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
“老戏骨”演起了新网剧，“电影咖”出现在小屏幕，知名演员
“下凡”的背后，正是平台将以往成功的文艺创作机制辐射到
网剧领域，凭借优质 IP 改编、精心打磨剧本、精选知名演员、
精致视听观感、精确算法宣发，推动市场转型迭代、良性循
环。网络视听许可，令业界看
到行业正向价值和发展潜

力，从而满怀信心再出发。无
论传播介质如何变化， 内容
为王始终是文艺行业的铁

律。只有筑牢精品意识、涵养
匠心精神、提升作品质量，网
络视听才有更好未来。

大山里的“红色火炬”
■ 潘艺

一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
山上哎，好风光……”耳旁沂蒙小调如暖流环
绕， 歌声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红色五庙乡的记
忆。

五庙乡地处潜山、 岳西、 太湖三市县交
界，隶属潜山市，是一片革命热土。 为献礼党
的百岁诞辰，五庙乡发行革命历史书籍《红色
五庙》。 这让我很惊讶，一个乡的红色历史事
件、革命遗址、革命人物，可以单独辑录成一
本近百页的书， 这里的红色文化该是多么丰
裕、厚重。

为了让《红色五庙》内容更加准确、史料
更为详实，编纂小组花了一年半时间，先后前
往湖北黄石及安徽霍山、黟县等地，实地走访
革命烈士家属，查阅当地档案馆相关资料，做
了大量撰写前的准备工作。 他们不辞辛劳的
虔诚， 换回来内容丰富、 有声有色的鲜活素
材，红色文化的可读性、吸引力和传播力，自
然也能延展得更久远。

回首峥嵘岁月 ， 不忘铁血荣光 ！ 1925
年 ， 五庙红光成立了潜山第一个党小组 ，
革命星火自此燎燃 ；1930 年 ， 发生在五庙
吴桥的八斗起义 ， 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势
力 ； 解放战争时期 ， 皖西第一专员公署在
五庙新田成立 ， 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一处处革命遗址、一个个烈士英名，如宝
贵的矿藏，埋在五庙乡方圆 43 平方公里的大
山深处，滋养着英雄气。

二

五庙乡红光村的河湾古民居， 烙下了弥
足珍贵的红色印记。

群山叠翠中， 古民居地处平阔处， 占地
2500 平方米，大小房屋共有 70 多间，为三进
横列式布局，沿进深方向呈递增式，俗称“步
步高升”。 厅井式对称组合、四横三直的巷道
使整个故居排列有序，四通八达。 整座居屋，
在设计、用料、采光、防火、通风、排水上均有
周密细致安排， 历 150 年而不毁， 一如初建
时。

时光如水，河湾大屋在岁月的激流里，依
道而行，可谓门庭生辉，人才辈出。 家族耕读
文化绵延传承，生生不息。 一场场人生大戏幕
起幕落， 古老的建筑静默依然， 如今修旧如
旧，旧去新生。

民居东厢，朴素的门楣，两间土砖房，程
千里烈士故居宁静而安详地伫立在那里。 屋
内墙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 正中间桌上摆
放着一盏油灯、两本书、两张记录了程千里牺
牲消息的报纸。 就是在这里，中共五庙小组正
式成立。

身着一袭长衫、怀揣一颗红心，1925 年 6
月，在湖北工业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程千里，
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在五庙、水吼、横中
等地， 与从外面读书回乡工作的进步青年取
得联系，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思想，讨论国家前
途、 民族命运， 畅谈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
命。

信仰之光穿透黑暗， 在炽热的血管里奔
涌。 经过考察，程千里先后介绍程之凤、余良
鳌、王长青、胡绍瑗、梅竹松五人加入中国共

产党。 那年暑夏，在程千里的书房，安庆地区
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五庙小组成立 ，
有组织的农民武装斗争自此拉开序幕。

土地革命时期， 潜山发生了 6 次规模较
大的武装斗争， 五庙党小组成员在其中闪烁
着耀眼光芒。 程之凤、胡绍瑗作为骨干分子参
加了梅城暴动；胡绍瑗、余良鳌参加了请水寨
暴动；程之凤、胡绍瑗、王长青组织领导了八
斗起义；梅竹松领导了梅寨暴动。 这些党的好
儿女，面对敌人的残暴酷刑，把入党誓言深深
烙进铮铮铁骨，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 10
年间，小组 6 人中，5 人先后慷慨就义。

古民居广场立有一个“火炬”雕塑，一面
红旗指向东方，迎风招展成火焰升腾的模样，
烈士剪影投身于这火焰之中， 背后整个家族
都在注视、欣慰，眼含热泪。 他们为共和国的
诞生献出了宝贵生命，也为“耕读传家”披上
中国红，潜山革命火种由此燎原。 煌煌光焰不
仅照亮了这片山冲， 也感召着成千上万的人
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参观， 重温这段跌宕起
伏的历史记忆。

今天， 我们听着解说员讲述感人的红色
故事，看着详尽的图文、收集的实物、还原的
场景、 古色古香的老屋， 感受润物无声的熏
陶，心怀无尽敬仰之情。

古建因遗址而彰显，遗址因古建而钟灵，
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在潜阳大地不多
见。 五庙的红色、古迹、戏曲、生态文化各自出
彩，又交融出新，“红色文旅”强乡富民，路越
走越宽，越宽越顺。

三

700 多年前，一棵小银杏在五庙乡程冲村

扎下了根， 如今已高达 70 米，4 个人才能合
抱，树冠覆地一亩见方。 风亲雨润中，银杏树
方圆亩许的天地间， 浑然一片幻真、 纯净之
境。 我们怀着敬意，去倾听银杏与这片土地之
间的故事。

银杏树摆着胜利的手势， 那是兄弟般的
两段树干，在离根部不远处比肩生长，直至散
枝开叶，蓬蓬如盖。 银杏树巨人般扎根这片热
土，如同中国共产党站立在最广大人民之中，
汲取到无比磅礴向上的力量。

“巨人”俯瞰着山里，眺望着山外。“八斗革
命暴动 ”“皖西第一专员公署 ”“革命烈士陵
园”等多个革命遗址，散见在眼前连绵的峰岭
山坳间，这是中华红色文化的血脉根系，受到
了当地慎之又慎的保护修缮， 拱卫起红色五
庙的精神长城。

“巨人”喜欢听五庙弹腔，这一听就是 270
多年，史载“潜山始有弹腔，至迟明末清初”。
京剧鼻祖程长庚是潜山王河镇人， 他负笈追
师、矢志兴戏，吸收了弹腔曲调基因，在中国
传统戏曲的基础上， 推动了徽戏向京剧的嬗
变，鉴此渊源，五庙弹腔被称为“京剧母体艺
术”。 如今，这一原生态艺术得以传承延续，本
土艺人保留着弹腔的自然特色， 复排了 9 部
传统剧目，其中，新创剧目《许仕林祭塔》先后
参加省市公开演出。 一声声腔调、 一句句韵
白，一回回唱念做打，听来倔朴、沉稳、丰厚、
鲜明，乡土气息浓郁。

老艺人怀敬畏之心、自豪之情、历史之责，
保护着祖先留下的珍贵财富， 惦记着把 “小
众”做成“大众”，期待着潜山弹腔这枝戏曲艺
术之花开放得更加娇艳。 年轻的徒儿继承衣
钵，沿着前辈的路继续开拓。

我与芳草牙膏的故事

■ 程嘉楷

弹指一挥间，我由参加革命工作时的
16岁小青年，到如今已年届九旬，名副其
实是个“老报人”。这里选取我的新闻履历
中的一个故事，以说明安徽日报在新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想讲述的， 是我与芳草牙膏的故事。
1981 年的 10 月初，省政府召开省长办公
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 实施国民经济的调整、 改革、整
顿、提高方针，优先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轻工业的问题， 加快国家积累步
伐。 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
劲夫主持会议，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会。 我当时任安徽日报工商组组长，到会
采访。

会议在讨论我省优先发展轻工业问
题时，在关于合肥日用化工总厂生产的芳
草牙膏积压胀库问题上，合肥市政府与省
商业厅进行了激烈讨论。合肥市政府负责
人表示， 党中央号召优先发展轻工业，加
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合肥市创新研制的
芳草牙膏具有消炎止血功能，很受市场欢
迎，企业员工积极增产。 但由于商业部门
不卖力，造成产品严重积压，企业资金周
转困难，希望省里帮助解决芳草牙膏严重
滞销胀库的问题。 但省商业厅负责人认
为，商业部门是按计划完成芳草牙膏销售
任务的，合肥芳草牙膏大量积压，是工厂
盲目生产酿成的苦果。 行情看好，适量增
产是好事，但不能盲目增产，而要以销定

产，逐步增加产量，不能随心所欲蛮干。双
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张劲夫同志一时
难以决断，指示要尽快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找出问题症结，提出解决芳草牙膏积
压胀库的办法。

只有查清原因，才能解决芳草牙膏积
压滞销的问题。作为安徽省委机关报，应当
为领导分忧解难；作为安徽人民的报纸，应
当为人民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党报
记者的职业责任感，推动我调查此事。因为
工作原因， 我们与新华社上海分社有业务
交流。我立即求助对方，请求帮助调查芳草
牙膏在上海市场的销售情况。

很快，新华社上海分社的新闻调查稿
件如约而至，让人喜出望外。 新华社记者
用生动的事实说话，通过对上海市百货公
司日用品百货批发站和上海市多家百货
商店营业员与顾客的调查，结果显示芳草
牙膏在上海外地牙膏中销量高居首位。在
报社总编辑和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安
徽日报》对新华社的特约新闻稿件作了特
殊安排 ，10 月 12 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
出， 主标题 《“芳草” 牙膏在上海很受欢
迎》，副标题“据上海市百货公司日用批发
部统计， 今年头 8 个月经营外地牙膏共
24 种，销售总量 72 万支，其中‘芳草’销
了 41 万多支”。同时，在一版刊发《京城处
处寻“芳草”》的报道，借以表明“芳草”不
仅在上海很受欢迎，在北京也受到消费者
青睐。

稿件刊出后，省领导非常重视，当天
即约谈商业部门领导，严肃批评了机关官

僚主义作风，制订销售芳草牙膏计划脱离
实际，造成芳草牙膏严重“积压”。随后，省
委召开常委会， 讨论优先发展轻工业问
题，决定从国外引进一条牙膏自动化生产
流水线，以增加产量，满足全国人民的消
费需求。

本报的这一组特别报道，具有真实性、
权威性、针对性，在全省以至全国产生很大
影响， 对我省化解工业与商业的矛盾发挥
了重要作用。 工业与商业部门由此统一思
想，携手合作，疏通销售渠道，扩大销售网
点， 使芳草牙膏实现增产， 产品行销国内
外。当时，国家轻工业部就本报芳草牙膏的
报道，向全国通报表扬。

1992 年 9 月出版的 《安徽大辞典》有
关“芳草”牙膏的词条记载：“合肥日用化工
总厂建于 1957 年，1980 年总产值 1768 万
元，1989 年上升到 1.6 亿元， 利税 1839 万
元。 ”10 年间，企业仅利税一项，就超过了
10 年前的总产值。

回顾我在安徽日报的采访生涯，总有
一些挥之不去、难以忘怀的故事。 虽已近
耄耋之年，我依旧为我热爱的这张报纸感
到无上光荣，为我曾在安徽日报工作感到
庆幸自豪。

一春花信大别山

■ 张大鹏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幽香，微风漾过，这幽香一下沁人
心脾。 放眼望去，白的、青白的、粉的、淡粉的，一团团满满地
点缀着山谷。 一片片灰色的杂树构成不规则的图案，成了背
景，也成了这花海的一部分。 这是金寨铁冲乡玉兰谷的春天
景象。 风吹在脸上还有寒意时，暖暖的一股热气似乎已从群
山间升起，沉眠了整个寒冬的大别山开始苏醒。

无数游人前来，赏春花、踏春山，沉浸在这人流与花海的
氛围中。 十里玉兰谷，十里花草香，十里春山图。

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去玉兰谷看花，感受大别山早
春的气息。 玉兰是大别山中开得最早的花，当地人也称她为
望春花。 玉兰花一开，山樱开始烂漫，灰色的山山岭岭、沟沟
坡坡被烂漫的青白色的山樱花点缀，玉兰和山樱给所有的人
报告着春的讯息。

玉兰、山樱怒放之后，桃花、杏花、梨花、梧桐花、油菜花
等次第开放，莽莽大别山的色调也从青灰色变成嫩绿、青绿、
墨绿。万木新枝嫩叶一夜春风一个样，一场春雨一个样，到春
山滴翠的四月中下旬，野映山红开放，大别山最美的季节到
来了。

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粉红、嫩红、鲜红，映山红点缀
着嫩绿的大别山，让人目不暇接，心潮荡漾。

最恣意烂漫的映山红开在金寨铁冲乡的杜鹃岭上。这里
是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处， 方圆数里的映山红开在山道边、山
脊上、山崖处，像红霞般披在山坡上，花影重叠，堆红叠绯，开
得气势磅礴。 春光灿烂日，野花烂漫，暖风拂面，美得让人怀
疑这是不是人间。

最冷艳的映山红要去马鬃岭赏。 在大片原始山林里，大
片的嫩绿与浅绿间，就有那么多株映山红，星星点点地点缀
着绿海。她们在绿海之中泛着耀眼的红色，高贵尽显，冷艳自
现，你绿我红，让整个马鬃岭春光无限。

最秀美的映山红可去霍山的屋脊山顶看。 早晨 5 点钟，
从山脚往上走，一个小时正好到山顶。 红日从东方的云海里
升起，四围的群山被云雾笼罩着，时隐时现。屋脊山顶上几株
大大小小的映山红披着薄薄的雾纱， 在这晨光的映照下，娇
媚动人。

大别山的道路如今已通达四方，沿红岭公路，马丁公路，
或大别山旅游通道，几处都可随意到达。四五月的春天，顺着
弯弯的山道，处处是景。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 ”从春二月到春四
月，大别山的春花花信不断。每年的这个时节，我都要去大别
山走一走，除了赏花看山，也希望借山里的绿野春风荡去心
中积聚一冬的浊气。 即使年岁渐老，这烂漫的山花也能激荡
起犹存的青春气息。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布谷声中插秧“闲”

■ 疏泽民

那天，去参加早稻机插秧现场会。 站在种植大户
千亩成片的田埂上，看着一台台插秧机在平整如镜的
水田里穿梭驰骋，一时竟有些恍惚：曾经累断腰骨的
插秧，咋变得如此轻松？

记忆中，插秧全是手工，弯腰曲背。立夏前后，天
刚麻麻亮，庄稼人就早早起床，带着小板凳和扎秧把
的稻草，在布谷鸟的声声啼鸣中，来到秧田拔秧。 下
田之前，通常在田埂边放一挂鞭炮“开秧门”，祈求当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早饭后，庄稼汉子就将拔好
扎成捆的秧把挑到待插的水田里。

我念初中时，就开始跟着爸爸下田，练习插秧。 松
开捆秧把的稻草，左手握住秧把，拇指、食指和中指相
互配合，从秧把中分出一小撮，再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夹住这一撮，插进耕耘成糨糊状的田泥里。分出的这一
撮秧稞，保持四至六根的秧苗；栽插的深度，为淤泥下
一指；栽插的密度，通常为四、六寸，即株距四寸行距六
寸，也就是一拃左右。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秧苗的成活
率和粮食产量。插秧有这么多讲究，没有五六天时间的
练习和体悟是学不会的，而想要做到两手熟练配合，没
个十天半个月的实践，也是学不来的。

插秧看起来轻松， 其实很辛苦———需要将身子
前倾弓成虾米，右手鸡啄米似的循环栽插。刚刚栽插
不到三十米的距离，我就感到腰酸背痛，前倾的上半
身几乎支撑不住，快要往田里栽。我不得不将左胳膊
肘放到左腿膝盖上，增加支点。 膝盖压痛了，便直起
腰，歇一会儿，喘口气。而最难熬的，要数“双抢”时节
插秧了。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后背，水面反射过来的
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田里的水被晒得微烫，稻田如
蒸笼，蒸腾的热气直扑前胸和面颊。 前蒸后烤，腹背
受热，感觉自己快被蒸熟。蚂蟥、水蛭还不时来捣乱，
在脚上、腿上肆无忌惮地叮咬。 忙完“双抢”，我感觉
自己的腰身仿佛断成两截，酸痛难忍。

三十多年过去了，机械化的插秧机插秧已成为现
实。 年轻的女机手坐在插秧机上，扶着操纵杆，悠闲自
得地开动机器。 喂秧手站在操作台上，不慌不忙地喂
秧。说是喂秧，其实是将叠放在托架上育秧塑料软盘中
的长方形块状连片秧苗，一块块放到机器倾斜的滑板
上，让机械臂依次抓取栽插。 插秧机嗡嗡嗡地驶过，如
同排笔划线，一趟六行的秧苗就从插秧爪下吐出来，笔
直有序地立在田里。这边的插秧机刚刚驶过去，那边的
插秧机又驶过来，如同织布的梭子，一眨眼功夫，一块
长方形水田里，就织满了嫩绿的秧苗。

见我们一脸惊奇， 身边的一位中年汉子乐呵呵
地向我们介绍：“这片水田都是我的，通过土地流转，
我已经承包了一万两千亩水田，种植水稻、油菜和小
麦，农作物耕种收实现了机械化。 这些高速插秧机，
都是通过农机合作社调剂过来的， 一台机子一天可
以插秧六七十亩，效率是人工栽插的近百倍。过去种
田很忙也很累，现在可轻松多啦！”汉子一脸的自豪。

许是受到中年汉子笑声的感染， 我心里也涌起
一股豪情，脚下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暗暗滋长。

离开这片土地，在村村通水泥路的转弯处，我打
开相机，调好镜头。 镜头里有朝我浅笑的女机手，有
站成整齐划一方阵的浅绿色秧苗， 有自由飞翔的布
谷鸟，还有瓦蓝瓦蓝的天空，以及几朵闲庭漫步的流
云……我要把这些镜头带回去，告诉城里的朋友：农
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白际风光 吴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