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年末，娱乐圈有些热

闹，不过这些热闹，多是网友口

中所说的“瓜” 。 周迅离婚，在微

博上发了三个字 “祝安好” ，网

友迅速达成共识：“周迅天生不

该结婚” ；于正、郭敬明被 156 名

影视从业者抵制，认为他们不为

抄袭道歉，就没资格去综艺节目

当导师；某电视台主持人被曝光

收受明星粉丝的礼物，礼物从面

包牛奶鲜花升级到了奢侈品、金

条……

从这三条 2020 年底引起围

观的娱乐新闻来看，进入后疫情

时代之后，娱乐圈的活跃程度已

经恢复到往年同等水平。 2020 年

的前三个季节可不是这样，春季

受疫情影响，电影院关门，娱乐

圈也一片沉寂；夏秋季综艺真人

秀率先苏醒，《乘风破浪的姐

姐》、《乐队的夏天》 第二季、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成为最

惹人瞩目的节目。

这是没怎么出娱乐新人的

一个年份。《乘风破浪的姐姐》

让一些有知名度的演员如宁

静、 张雨绮等再度火了一把；

《乐队的夏天》 捧红了五条人

乐队， 这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

的乐队， 让很多人在听了他们

的音乐之后， 开始回想起逐渐

被遗忘的底层记忆、 文化理想

还有文艺表达； 但谁也不会想

到，2020 年最受关注的， 是从

《脱口秀大会》 中走出来的东

北女生李雪琴。

李雪 琴或 许是 最能 代 表

2020 年娱乐形态的人物之一。

她怯生生地扶着舞台中央的话

筒杆， 讲述她把老板的车顶烧

出两个洞的故事， 在候场的时

候， 她困倦的样子经常被镜头

捕捉到，但只要一开口，几乎所

有人都会被她逗得大笑。 一个

不那么快乐的人， 把如此多的

快乐带给了观众， 这是疫情时

期一名艺人所能做出的最大贡

献。 2020 年，人们多少都会有些

郁闷， 但谁又能真正做到用娱

乐的心态来消解生活的沉重 ，

让自己变得轻松一点？

以往在娱乐市场上起到绝

对引领作用的电影产品，在 2020

年也产出匮乏，可看的电影没有

几 部 。 引 进 的 国 外 电 影 有

《1917》《信条》， 国产电影有

《八佰》《金刚川》《夺冠》《一

秒钟》……渴望重回影院，寻找

一种观影仪式感的观众，拿出令

人惊讶的热情，为每一部公映的

电影捧场。

《八佰》 登顶全球电影票

房排行榜冠军，中国电影市场最

终也有望成为 2020 年全球票房

第一。 只是，这样的成绩，得益

于疫情状况控制得好，中国电影

作品想要在全球市场凭借实力

拿下更大影响力，还需要走很长

一段路。

影院开门，电影复苏速度加

快， 但电视剧的日子不太好过，

报告显示 ，“2020 年 1 至 11 月

份，电视剧备案 630 部，较 2019

年的 811 部减少 181 部 （降幅

22%）,2020 年前三季度电视剧

获准发行许可 119 部，较 2019 年

同期减少 42 部 (降幅 26%)。 ”

《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

《装台》 成为今年最火的三部

剧， 但前两部的播出平台是网

络，网剧赶超电视剧的趋势愈加

明显。 2020 年 12 月 20 日开播的

《大江大河 2》 以 9.3 的开分赢

得关注，能否为传统电视剧扳回

一城，还有待检验。

因疫情原因，很多人差不多

有半年的时间被困在家中，怎么

用娱乐产品打发时间，以及怎样

看待娱乐的价值，想必在每个人

心中，都会留下一些思考。 如果

寻找 2020 年的娱乐关键词，会

发现类似 “一起爬山吗”“爷青

回”“凡尔赛文学” 等，仍然延续

着大众娱乐的固有特点，制造热

闹、发出声音，或是抵抗孤独的

方式之一，但娱乐的另外一种功

能———获得心灵平静，至少在这

个不平静的年份， 没能得到彰

显。

已经与 2020 年告别，回望已

经“湖面” 平静的娱乐江湖，那

些能被记得的涟漪，想必是观众

与围观者心目中美好的人与作

品，那些沉于“湖底” 的，想必是

最终将被遗忘的。

2016 年，一部《我在故宫修

文物》的纪录片突然在二次元网

站 Bilibili（简称“B 站” ）爆红，

并将故宫文物修复师这一职业

带火。 2020 年的最后一夜，《我

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我在

故宫六百年》 在央视和 B 站首

播。

在 9 台元旦晚会的“夹击”

下，《我在故宫六百年》 的首播

显得有些落寞。 2020 年正值故

宫建成六百周年，对于《我在故

宫六百年》 的主创团队来说，选

择 2020 年的最后一天上线首

播，既是应时之选，也是无奈之

举，“毕竟再不开播， 就不能算

‘六百年’ 了。 ”

和四年前的《我在故宫修文

物》一样，《我在故宫六百年》基

本采用了原先的团队，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故宫博物院联合出

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

录片中心摄制。 《我在故宫六百

年》导演之一梁君健介绍，这次

制作时间很紧张，“前期调研到

五月份， 已经准备开始拍摄，但

是六月又遭遇了北京的新发地

新冠肺炎疫情，等到正式恢复拍

摄就是七月份，满打满算拍完了

两个月，十月份就要进入后期剪

辑。 ” 当年拍摄当年剪辑当年播

出，这在纪录片行业来说几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制片人徐欢也表示，《我在

故宫六百年》一开始也希望能够

完整记录下故宫第六百年这一

年来的修缮情况，但实际上故宫

本身的修缮也不是以 2020 年这

一年为一个工作周期，“像养心

殿的大修就是一个五年的工作

计划，‘岁时保养’ 则是故宫随

时都会进行的修缮保护工作。 基

于种种考虑，片子最终就决定从

故宫自己策划的六百年展览《丹

宸永固》入手，记录下这四个月

以来所发生的故事。 ”

《我在故宫六百年》延续了

《我在故宫修文物》三集的内容

时长，片子以“丹宸永固” 大展、

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古建岁

修保养为线索，通过故宫博物院

古建部、修缮技艺部、工程处、文

保科技部、考古部等故宫人的视

角，走进故宫的“六百年” 。 梁君

健表示，《我在故宫六百年》这

个名字也引起过一定的争议，和

《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聚焦一

群文物修复师不同，《我在故宫

六百年》 的拍摄主体更为抽象，

“既包括故宫作为建筑的本体，

也包括这六百年间为故宫进行

修缮、保护的匠人们，还包括今

天的游客们。 ”

关注故宫人， 讲述人和建

筑、人和文物的故事，也是两部

纪录片一以贯之的出发点。 相比

于《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择一

事终一生” 的文物修复师们 ，

《我在故宫六百年》中故宫人群

体更加扩大，在历史中的面目也

更为“隐形” 。 片中既有专攻彩

画绘制的画师，也有工程管理处

专攻木活儿、瓦匠的大师傅。 故

宫匠人六百年间的手艺传承守

护着都城的风云变幻，也真正诠

释着故宫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

在故宫修文物》导演之一张越佳

就表示，他所在的央视纪录片团

队从 2003 年就开始拍摄故宫主

题的纪录片，从短平快的《故宫

100》，到形式灵活的《如果国宝

会说话》， 从 《我在故宫修文

物》 到如今的 《我在故宫六百

年》，故宫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

博物馆， 更是真正的历史和文化

富矿， 可以解读的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如果说故宫主题的

创作本身是一条银河， 围绕故宫

的创作有的是恒星， 而我们则更

像是一颗彗星， 希望能够在众多

星光的照耀下发光， 留下自己的

思考。 ”

在这次的拍摄中，围绕“故

宫的房顶不落草 ”“故宫的夜

晚” 等热门的话题，还专门在片

中有过知识点的穿插解读。 这是

主创者们希望故宫系列纪录片提

供给观众的养分，“生硬的知识

说教少一点， 和故宫的亲近多一

点。 ” 和上一部《我在故宫修文

物》一样，真正打动观众的并不

是技艺的高超， 而是故宫人数十

年如一日对故宫的热爱。 梁君健

特别提到，《丹宸永固》大展的开

幕式上， 有年过八旬的老故宫人

坐着轮椅看展，有的人身体不便，

依然挪着小碎步急切地往前走

着。“这一幕打动了我们，我们拍

了下来，但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

观众也看到了，看懂了，这就是我

们希望表达的， 用人的故事去讲

故宫。 ” 该片在央视播完后，目前

正在 B 站更新，豆瓣的观众给这

部片子 9.2 分的高分评价， 而来

自 B 站观众的打分，则是 9.9 分。

李夏至

时讯

中国动漫金龙奖全球征稿启动

新华社电 （记者 邓瑞

璇） 作为中国国际漫画节

主体赛事，第 18 届中国动漫

金龙奖 11 日启动全球征稿，

将在传承优秀中华文化方面

持续深耕， 助力动漫产业发

展。

记者从中国动漫金龙奖

组委会获悉，近年来，结合传

统文化的原创动漫作品发展

势头强劲， 大步迈向世界舞

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历届金龙奖也涌现了多部

取材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动漫

作品，如《哪吒之魔童降世》

《白蛇： 源起》《如果历史是

一群喵》《山海戮》《洛神

赋》等。

为积极推动中国动漫文

化走向世界，从本届金龙奖开

始，组委会将永久设立“蔡志

忠漫画奖” ，用于褒奖在传统

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突出成

绩的作品或作者。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

充满了无数文化宝藏，是中国

动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

中国动漫金龙奖组委会执行

主任赖春晖说，“未来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深挖与再创作，将

成为动漫创作的重要方向之

一。 我们希望通过设立这一奖

项， 发掘更多响应新时代号

召、刻画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

品与杰出人才。 ”

此外，组委会还发布了中

国二次元指数 2020 年度十大

关键词。 盲盒、漫改、原神、汉

服、跨界、科幻、抗疫、知识漫

画、亚运电竞、虚拟 IP 等十个

关键词， 体现了 2020 年中国

动漫行业的发展轨迹与成果。

“中国二次元相关行业正在机

遇与挑战中快速发展。 ” 赖春

晖说。

贵州大学出版社举行

“十四五” 重点选题论证会

本报讯 1 月 5 日， 贵州

大学出版社举行“十四五” 重

点选题论证会。省内各文化部

门专家学者应邀参会，为出版

社建言献策。

贵州大学出版社拥有一

支稳定、高素质、专业化的编

辑出版队伍，近年来出版了一

批具有学术品位、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作品。 “十四五” 期

间，贵州大学出版社将重点完

成主题出版、学术精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地域文化研

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等方面

的选题。

与会专家逐一对贵州大

学出版社“十四五” 重点选

题规划内容进行了讨论 ，认

为贵州大学出版社 “十四

五” 重点选题规划内容详

实、定位清晰、目标合理、重

点突出， 具有理论意义和现

实价值， 较好地体现了新阶

段发展之需和出版宗旨。 同

时， 专家还在规划的文稿撰

写、 选题格局视野、 文化融

入、服务学校建设、服务地方

经济文化发展、 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等方面提出了极具针

对性、操作性的建议。

贵州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 学校将加大力度继续支

持出版社的发展， 要求出版

社认真整理专家的意见和建

议， 对重点选题作进一步调

整、优化、补充和完善，立足

贵州文化资源， 突出主题出

版，多出特色文化精品，在选

题策划、出版发行、阅读推广

和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好谋

划，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统一，真正做到“凸显特

色，服务地方”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上海鲁迅纪念馆

迎来建馆 70 周年

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同时也是上海鲁迅

纪念馆建馆 70 周年。 纪念馆

近日举行仪式，在缅怀鲁迅先

生的同时，展示了近年来围绕

鲁迅文化的传承推出的一系

列创新成果。

上海鲁迅纪念馆于 1951

年起对公众开放，是新中国成

立后首座对公众开放的国家

级文化人物纪念馆，馆藏 8 万

余件，以手稿、遗物、文献和版

画为大宗。 70 年来，纪念馆承

担着保存保护鲁迅遗物、挖掘

整理鲁迅史料、传播鲁迅精神

的重要使命。

上海是鲁迅生活、 工作、

战斗过的地方。1927 年他来到

上海并在此定居，在这座城市

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是

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 在上

海， 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主编《奔流》《萌芽

月刊》《前哨》等刊物，培养进

步文艺青年； 倡导中国新兴木

刻运动，推动文艺大众化；创作

推出《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且介亭杂文》等，翻译《死魂

灵》 等进步文艺作品。 直至

1936 年，鲁迅在上海逝世。

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 70

年来，全力推动鲁迅文化研究

及中国、 上海现代文学研究，

累计出版学术研究成果 138

种，年均举办展览 16 个，年均

举办教育活动近百场。

在建馆 70 周年之际，纪

念馆特设展览， 展出 70 年来

的 28 件历史见证物等。 上海

鲁迅纪念馆馆长郑亚说，上海

鲁迅纪念馆将继续立足于文

物藏品资源， 提升研究水平，

加强与上海市作家协会、虹口

区等合作，为观众提供更具鲁

迅文化内涵的特色服务。

王婧媛 许晓青

盘点 2020 年娱乐事件：

有些人与事终将被遗忘

韩浩月

评弹

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B 站热播，观众打出 9.9 高分———

给故宫璀璨的文化银河添颗星

故宫一景。 视觉中国 / 供图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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