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视野

GUIYANG

DAILY

2021年 2 月 1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洁 / 版式：张蓟

8

时讯

当代青年人是“数字原住民”

一代，经过互联网使用、新媒体生

存的长期培育，他们已经习惯于期

待高创意、有品质、能分享的网络

视听文艺作品，并形成了独特的审

美方式。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当下的

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便捷地接触了

大量媒介内容和传媒艺术， 通常具

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和影视素养，对

网络文艺作品的品质要求很高，对

品质粗糙低下的作品忍耐度较低。

在观看网络文艺作品， 包括传统文

化视频等作品时，会积极地、习惯性

地通过弹幕区发送、 留言区发言等

方式，互相提醒作品的“高光” 段落

或者在从传统向当代的改编中有哪

些不足之处，有些“直言不讳” 相当

专业。

因此，提供更加有智慧、有水

平的传统文化视听产品，是对我国

传媒艺术创作者提出的时代性要

求。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艺术

审美接受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行

为习惯。 青年人的文化习惯和精

神状态， 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

展程度、文明高度有着深远影响。

通过网络传媒， 让青年人逐渐喜

爱传统文化， 并自觉践行文化传

承和文化创新， 无疑是让人乐见

的。

我们的网络文艺创作者、传播

者，需要具有开放的心态，而不是

僵化地硬要把青年人“拉回” 到所

谓“纯粹的” 传统文化艺术中。 同

时， 对青年文化中不成熟的部分，

也需要及时、正向、有智慧、有成效

地进行矫正。 要认真思考、积极面

对、有效适应当下青年人的价值观

念、行为方式的变化，创作出更多

“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的视听

文艺作品，让传统文化艺术释放出

强大的当代活力。

刘俊

传统文化类视频为何受青睐

本报讯 1 月 26 日至 2

月 26 日， 由贵阳市群众艺

术馆主办的《驻村扶贫写生

记实》———张锦波作品展在

该馆三元宫展厅展出。 我省

山水画家张锦波用画笔描

绘了息烽县温泉镇天台村

的自然风貌和脱贫攻坚成

果。

据了解，张锦波是贵州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省文史

馆特聘研究员，师从著名山

水画家王振中。 其作品多次

入选全国及省、市美展并获

奖。 2017 年至 2018 年，张锦

波作为扶贫队员进驻天台

村，带领当地乡亲开展扶贫

致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

创作大量的写生画作。

此次展出的 50 幅画作

侧重描绘异地搬迁和基础

设施建设， 充满时代气息。

画作《山里山外》将大山阻

隔的旧山村和交通便利的

新住宅左右对比，创新的构

图，移民搬迁的成果跃然于

纸，作品在笔墨挥洒间展现

贵州人民在脱贫攻坚路上

的奋斗精神。

该展分为线下展和线上

展，有意观展市民可前往三

元宫或进入贵阳市群众艺

术馆官网———“书画长廊”

版块线上观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实习记者 舒锐）

2020年 中国纪录片佳作频出

《驻村扶贫写生记实》画展

贵阳开展

新华社电 日前，从甘

肃省文物局长工作会议上

获悉， 甘肃省将在 “十四

五” 时期加强对石窟的保护

利用，推动境内石窟的标准

化管理，强化科技支撑。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

玉萍介绍，2020 年甘肃省启

动了境内石窟寺专项调查，

调查涉及石窟基本情况、文

物现状、外围环境等诸多内

容。 这项“摸清家底” 的工

作拟于 2021 年 4 月完成。

面对各地保护能力差异

较大的现状，甘肃计划在“十

四五”时期出台《甘肃省石窟

寺管理导则》，推动境内石窟

寺的标准化管理。“敦煌研究

院管理着莫高窟等 6处石窟，

在文物保护、监测、数字化等

领域拥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下

一步， 我们将基于 ‘敦煌模

式’形成规范性标准，为省内

其他石窟的保护管理提供参

照。 ”马玉萍说。

甘肃被称为 “石窟艺术

之乡” ，现存石窟 205 处，其

中世界文化遗产（点）有莫

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

石窟 3 处。

甘肃推动石窟标准化管理

近年来， 网络空间已成为新

闻宣传主阵地， 纪录片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 2020 年，

电视纪录片在网络上迈入“亿级

流量时代” ， 新媒体加速布局纪

录片， 网络纪录片的数量品质明

显提升。

为历史和现实 留存珍

贵影像记忆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历史事

件，纪录片从不缺席。 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的指导下，优秀纪录片作

品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纪录

片人在用镜头客观记录一个个感

人的抗疫故事和典型人物的同

时， 也融入了自己在抗疫一线的

思考感悟， 及时推出了一批兼具

新闻时效与艺术质感的作品。 央

视发挥纪录片创作播出 “国家

队” 的优势，推出《武汉：我的战

“疫” 日记》和《2020 春天纪事》

两部作品。 各大主流平台也及时

推出抗疫题材纪录片， 彰显出在

困难面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行

动力，建构起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的战疫图景。

2020 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之年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录片人

提前谋划，用优秀作品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比如，《2020 我们的脱

贫故事》没有解说词，采用同期声

的纯纪实手法，为后世留下了一份

纯粹的影像档案。抗美援朝题材纪

录片则用真情实感的讲述和深沉

考究的画面，深入历史肌理，提炼

时代精华。 比如，《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 首次权威披露决策内幕和

历史细节，一些珍贵历史影像画面

也是首次公开。中国纪录片人用专

业水平和纪实精神交出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

为创作和传播 打开广

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一门影视艺术， 对新技

术的探索和应用， 是拓展纪录片

未来发展边界的重要方式。 2020

年， 一批在新技术应用方面作出

有益探索的作品， 让人眼前一

亮。 比如，《中国》大胆启用最新

研制的影像设备，采取 8K 高清晰

度的电影化拍摄手法， 呈现出如

油画般的画面质感。 国内首部互

动式纪录片 《古墓派·互动季》

则将游戏式的答题设定融入探墓

题材， 打造沉浸式探墓体验。 这

些新技术不仅丰富了纪录片的表

现手法， 也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

赏体验。

如何创新表达语态，契合和引

领时代审美需求，也是纪录片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2020 年，

纪录片在新语态方面的探索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题材表达的

年轻化。 二是自然科学题材强化微

记录叙事 ，《Hi，火星》和《飞吧

嫦娥》 以微记录的叙事形态分别

讲述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发射过程

和嫦娥五号发射、落月、返回等关

键环节。

随着媒介融合的持续深入，融

媒体理念已在纪录片的传播推广

中得到突出展现。 2020 年，从业者

越来越重视营销互动和在线交

流， 线上线下一体的传播推广格

局初具雏形。 比如，纪录片《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 联合共青团中央

推出主题 MV《那些人儿》引发全

网转发， 在网上掀起向志愿军战

士致敬的舆论热潮。MV 还入选了

“致敬抗美援朝” 主题云团课、队

课，在全国中小学课堂进行播放。

《西泠印社》推出的多版本海报，

也收获了网友喜爱， 成为作品出

圈的重要助力。

张延利

以传统文化为主题或

带有传统元素的视听内

容，常常受到青年受众群

体的追捧和热议，这是近

年来网络视频传播中出

现的一个越来越显著的

现象。 这一现象体现了新

一代青年人的审美习惯

和文化选择。

“极新” 爱上“极旧”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晚，B 站的

跨年晚会上， 青年演员裘继戎表演

的《惊·鸿》，以舞蹈将 6 种优秀传

统戏曲片段进行了创意混搭和融

合，在青年群体中收获了极佳反响。

他们通过弹幕、微博、网页等留言。

无独有偶，最近播出的《我在

故宫六百年》《国家宝藏 3》《衣

尚中国》 等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的

视频节目也受到青年观众的追捧、

热议，成为诸多长短视频网络平台

的“流量担当” 。

这就是近年来网络文艺传播

出现的“极新对极旧” 现象：即在

“新新人类” 聚集的视频平台被火

爆观看的作品，如《我在故宫修文

物》《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

话》《上新了故宫》《大秦帝国》

等纪录片、综艺节目、影视剧，常常

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青年人

不仅热衷观看， 还被其中的人物、

事件、情节、时间节点等引发好奇

心， 推动他们去浏览传统艺术作

品，了解传统文化知识。

这让我们认识到，追逐新潮并

非青年人的唯一“天性” ，他们对

传统也不会敬而远之。 深层来看，

这展示了新一代青年人的文化选

择和独特而强大的理性，文化也有

着维持其自身连续性发展的密码。

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

青年人对传统文化视频的喜

爱，说明传统文化不是“陈芝麻”

“烂谷子” ，可以进行当代化、新媒

体化的改造， 通过赋予其青春气

息、网感、当代性等，进行转换和适

度配比，从而爆发出强大的观看号

召力和传播效力。 其实，这里解决

的就是文艺工作者曾苦苦寻找答

案的 “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当代转

换” 的难题。

就传统文化视频而言，笔者认

为， 转换的方法中最为重要的，是

在内容选择上善于萃取“亮眼” 的

元素，而不是照搬原作，进行缓慢、

冗长、封闭的铺陈。 也就是将传统

文化艺术中精华部分的“点” 提炼

出来，如抽取诗词、情怀、意境等元

素， 巧妙分插进当下传媒艺术、网

络文艺的适当环节， 如主题设定、

人物性格、故事陈述等，与当代青

年人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融合

对接。

在这一过程中，创作者往往创

新性地改变传统艺术“铺垫在前，

高潮在后”“起承转合” 的传统叙

事方式，而是先呈现高潮，后补充

铺垫，将传统文化中有强烈吸引力

的精彩部分前置，播放时力求先声

夺人，吸引并留住刷视频时注意力

很容易转移的青年观众。

在叙事方式上， 传统文化短

视频的创作者往往特别注重故事

性、悬念感、情节反转、人物的性

格设定和视觉奇观的营造， 增强

作品对青年观众的吸引力和黏

度。 同时，加强网感叙事也备受重

视， 如将传统作品与二次元式表

达相结合，融入可爱、萌、热血等

元素。《我在故宫修文物》给人的

切近感，《我在故宫六百年》给人

的讲述感，《雾山五行》等传统故

事动漫作品十分讲究塑造人物个

性，《长安十二时辰》等传统题材

影视剧非常讲求视觉效果等，都

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在传播方式上， 被青年受众

追捧的传统文化视频通常都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传播策划， 通过引

发青年人在网络社交空间大量

的、密集的分享，达到高度渗透、

刷屏传播的效果。 毕竟在这样一

个媒介融合时代， 当下的青年人

早已经习惯了 “众乐而非独乐”

“接受而非寻找” 的内容接触方

式。

创作需要开放的心态

聚焦

《上新了故宫》宣传海报。

评弹

日前，被观众称为“土味扶贫剧” 的《山海情》圆满收

官，赢得广泛好评，很多观众表示“23 集根本就不够看” 。

一部主旋律电视剧，为什么能爆火？

《山海情》讲述的是一段真实历史：西海固的干部群

众在国家扶贫政策引导下，历尽千辛万苦，将飞沙走石的

“干沙滩” 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 ，过上了好日子。

在这部剧中，演员们褪去偶像光环，踏踏实实在“苦瘠之

地” 投入创作，演活了从“涌泉村” 到“吊庄” 的众生相。

从这里，人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气

息。 精明能干的马喊水、坚韧朴素的李水花、脚踏实地的扶

贫干部马得福、一心想着孩子的乡村教师白崇礼……他们

是反贫困斗争中的鲜活个体， 面对脱贫路上的艰难险阻，

内心有矛盾、有挣扎，但始终涌动着奔向美好生活的渴望。

正如《山海情》主创人员所言，关在屋子里假想，组织

人马侃剧，出不了有血肉有温度、有担当有情怀的好作品。

要扑下身子，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扎到老百姓人堆里，看清

楚他们饭碗里的稀稠， 读明白他们眉宇间的喜怒哀乐，才

能创作出滚烫、鲜活的高质量剧作。 和“涌泉村” 的村民们

一样，文艺创作也要脱贫，这个“贫” ，就是生活积累与时

代担当的贫乏。

在影视创作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问题

不容忽视。 一些穿越剧、玄幻剧胡编乱造，刻意迎合低俗趣

味；一些职场剧、情感剧号称“关注现实” ，却严重脱离生

活，往往以“腹黑”“玛丽苏” 为其精神内核；一些人把“美

颜滤镜” 开到最大，把影视剧当成浮夸造作的秀场，追求每

一帧画面都光鲜亮丽，却全然不顾情节、人物等漏洞百出

……类似现象并非个案，一些劣质作品还屡屡“霸屏” ，观

众对此早就很有意见，纷纷给出差评。 对这种不良倾向，必

须整治纠偏。

扎根生活的沃土，回到人民大众中去，艺术之树才会

常青。 从《人民的名义》到《大江大河》再到《山海情》，一

系列现实主义作品的走红，释放着一个鲜明信号———文艺

要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 观众需要这样的艺术担当，时

代呼唤更多这样的精品力作。 辛识平

《山海情》爆火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