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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 ”“美食 ”“72 小时 ”……当

下，搜索国产纪录片，一些关键词的重

复率非常高，再点开细看内容模式，撞

车的也不在少数。 这让不少纪录片爱

好者疑惑：一些“网红”纪录怎么出现

了“克隆版”？ 搜海外经典又怎么带出

了各类“本土版”？

近年，随着一批优秀国产纪录片的

集中发力，以及人们对真实质感的审美

趣味回摆，纪录片的商业前景被普遍看

好。 除了传统电视台外，各大网络平台

也在积极布局自己的纪录片产品矩阵。

从小众到主流的晋级，提高了国产纪录

片的总体产量与质量，却也出现一批同

题撞车、模式克隆的跟风之作。

“近十年来我国纪录片数量大涨，

但形成品牌的精品很少。 创新是一个

行业的积累问题， 需要高精尖团队与

大投资，更需要扭转创作理念。 ”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

指出， 目前中国纪录片已经迎来一个

转折点———发展的核心已经从数量增

长转变为增强原创品牌价值， 如何将

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市场驱动力， 是中

国纪录片必须重视的问题。

与产量一同上去的 ，还
有题材、模式撞车的频率

去年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

报告2018》 显示，2017年中国纪录片生

产总投入为39.53亿元， 年生产总值为

60.2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4%和15%。

中国纪录片已形成一个以专业纪录频

道、卫视综合频道为主力，以新媒体为

重要支撑的基本格局。 虽然国产纪录

片投入、产出涨势喜人，但在研究学者

看来形成品牌的精品还十分有限，模

式雷同与题材撞车的问题已然显现。

近年“匠人”“美食”题材扎堆，“战

局”也更为惨烈。 以前者为例，自 2016

年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大火之

后，市场上就掀起一股“匠人”题材热。

仅 2017 年，各大平台主推的匠人纪录

片就不下七部， 其中近一半又都引入

明星加盟模式。虽然各类罕见高超的“手艺”“本事”颇有看点，但

反复翻炒依旧透支着观众的热情。这批节目中，最终形成品牌的

不多，相反一些投资很高、明星不少的节目，频陷收视困局。

节目模式的雷同问题也不时出现。 自《舌尖上的中国》大热

后，其“诗意旁白+几分钟一个小故事”的呈现模式，不但成了这

一纪录品牌的风格化标识， 也几乎成为近年国产商业纪录大片

的“通用模式”。 这样的故事切分确实符合当下“短、平、快”的网

络传播风格， 但一些真挚细腻的情感很难被几分钟的提炼与煽

情的旁白所概括。

去年，还出现了两档与日本 NHK 老牌纪录片《纪实 72 小

时》理念相似的国产纪录片作品。两部作品都通过对某一公共空

间中普通人的 72 小时观察记录， 展现时代律动与人间真情，而

作品也都将时间概念做到片名中。

用人文发现、美学表达与技术升级开掘中国题材

以往综艺节目才有模式扎堆，如今，注重人文情感与真实质

地的纪录片领域似乎也出现这一问题。 模式化操作对纪录片的

发展到底是不是好事？成为不少纪录片爱好者的疑惑。在业内人

士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已经获得市场认可的优

秀视听经验的借鉴，有利于为纪录片打开受众局面；另一方面，

一些注重极致感与精致性的“万能公式”，过滤掉的往往是细腻

纯粹的情感与真实自然的流露。

将内容嵌套进模式，产生“削足适履”式反效果的也不是没

有。 某美食纪录片就曾因为一段与某海外高分纪录片高度雷同

的段落而遭到质疑，成为作品的“黑点”。纪录片中呈现藏族小伙

爬树采蜜的片段，被纪录片爱好者指出，无论是拍摄视角还是细

节都“非常眼熟”———主人公攀爬的树木高度、攀爬的技术方式、

遇到危机时的应对方式乃至于树下守候亲人的出场节点， 都与

某海外纪录片中非洲主人公爬树采蜜时遇到的一模一样。虽然，

纪录片导演之后回应，这只是一种对经典的“致敬”，纪录片依旧

没能逃过“摆拍”质疑。

事实上， 基于内容的形式创新也是衡量纪录片作品经典性

的一个指标。 当年一部打开中国纪录片全新视野的《话说长江》

便是典型。 纪录片中有航拍的奇观，也有人文的视角，还引入了

主持人模式。这种基于题材、本土文化与国民情感的题材、 模式

创新， 赋予了这部作品跨时代的经典性。 在纪录片的数量与市

场价值飞涨的今天， 纪录片人更应该思考如何提升纪录片的文

化品牌价值，用人文发现、美学表达与技术升级开掘中国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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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芭蕾《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开启巡演
以初心传承经典 以匠心打磨精品

今年是 《白毛女》 诞生 55 周年， 这台

上芭 “扛鼎之作” 上演超过 2000 场， 至今

仍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从标志着中国芭蕾

舞剧 “从无到有” 的 《白毛女》 开始， 勇

于探索的艺术家前辈就播下了梦想的种子，

上海芭蕾舞团的传承者们用智慧的源泉浇

灌灵感的花朵。 昨天， 上海芭蕾舞团发布

2019 年演出季 ， 红色芭蕾舞剧将走遍全

国。 今年 《白毛女》 将在北京、 广州和西

安展开巡演； 而 《闪闪的红星》 于 3 月启

程， 足迹将遍及南昌、 北京、 厦门等 20 余

座城市， 用 50 场演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聚焦“红色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匠心打造新时代的新经典

昨天， 春寒尚未消退， 上海芭蕾舞团

排练厅里已经热气腾腾。 原创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正在紧张排练。 上芭首席吴虎生

出演成年潘冬子，在剧中的戏份极重，汗水

浸透军帽帽檐，顺着鬓角划过面颊……

原创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 将于 3

月启程， 拉开全国巡演 50 场的序幕， 足迹

遍及 20 余座城市 。 3 月 22 日 ， “红星 ”

将闪耀在故事发源地江西南昌； 7 月 1 日，

上芭携舞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这是献给

党的生日礼物； 9 月 2 日至 3 日， 《闪闪

的红星》 将回到申城， 献演于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 这台舞剧去年秋天在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世界首演， 编导赵明运用蒙太奇

式的叙事方式， 以成年潘冬子的视角展开，

交织着回忆与现实， 体现出红军战士的坚

贞信仰。

近 20 年前， 赵明曾打造过中国舞剧版

《闪闪的红星 》， 而上芭版 《闪闪的红星 》

则是艺术家回望与审视前作的全新感悟 。

“这台芭蕾舞剧不仅是我的探索， 也承载着

中国芭蕾创新的厚重命题， 芭蕾艺术如何

在 《白毛女》 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 这些

思考驱使我奋力前行， 挑战自己。” 为了打

磨精品， 赵明及主创团队就 《闪闪的红星》

舞剧修改方案召开了数次讨论会， 并对舞

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 力求使舞台层

次更明晰、 剧情叙事更简洁、 人物更丰满。

在 《闪闪的红星》 里主演吴虎生戏份

最重， 整台舞剧几乎都在台上。 他的表演

不仅要在芭蕾语汇中融入中国舞蹈元素 ，

还要在舞台上体现电影的镜头感， 更要有

穿越时空的想象力。 “哪怕一个相对 ‘静’

的站姿也要有 ‘内容’， 潘冬子颠覆了我之

前所有的舞台形象。” 吴虎生说。 为了使舞

台上的红军战士形象更准确、 生动， 他反

复练习下蹲 、 匍匐 、 立正 、 背枪 、 旋转 、

跳跃、 托举、 劈刺……高贵典雅的 “芭蕾

王子 ” 不见了 ， 取而代之的是挺拔威武 、

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

除了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外， 主创主

演还将再赴井冈山采风， 重走红军路， 切

身感受革命精神， 夯实作品和角色。 “演

员只有脚踩得着泥地， 才能跳得好芭蕾。”

上芭团长辛丽丽说。

《茶花女》将世界首演，极致
海派芭蕾风格呈现世界经典巨著

2019 年， 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表排得

满满，12 台大戏中不仅有《白毛女》《闪闪的

红星》，还有全新创排的海派芭蕾舞剧《茶花

女》，以及复排原创芭蕾舞剧《简·爱》《长恨

歌》《哈姆雷特》《花样年华》等。

今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6 日， 《茶

花女》 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举行

世界首演， 这是上芭建团 40 周年的庆典剧

目， 也是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

磅演出。 该剧由艺术总监德里克·迪恩担任

编导， 根据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同名世

界巨著改编， 透视社会现象的同时折射出

人性的伟大光辉。 上芭将以极致海派芭蕾

风格呈现世界经典巨著， 努力打造 “海派

文化” 品牌的精品力作。

今年， 海派芭蕾还将继续 “走出去”，

向世界展现中国舞者的足尖魅力 。 5 月 ，

应第 14 届契诃夫国际戏剧节邀请， 上芭将

携 《长恨歌 》 登上莫斯科的舞台 ； 7 月 ，

上芭将赴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马可·波

罗———最后的使命》； 9 月， 由吴虎生执导

的现代芭蕾 《难说再见》 和 《荆棘》 将赴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演出 ； 2020 年 1

月， 经典版 《天鹅湖》 将在美国纽约林肯

中心上演， 紧随其后， 上芭将展开为期近

一个半月的美国巡演。

文化

网红展，别让闪光灯遮蔽了审美视线
华丽道具替代艺术内涵，打卡拍照成唯一目的

展览沦为了背景板， 展品则是拗造型

的道具， 参观者多在华丽的装饰前留下照

片便匆匆赶往下一处寻找合适的镜头……

“魔都新晋网红展” “最新打卡地标”， 挂

着此类标签的展览在沪上已不是少数。

“博物馆和展览正在改朝换代”， 在卢

浮宫开始用 JAY-Z 和碧昂斯的音乐短片作

为游客指南的今天， 这句话已经被大部分

人所接受。 跳脱的霓虹灯光， 色调或鲜艳

或冷淡的主题场景， 玩偶、 海绵球甚至道

具纸币为基本标配， 这些附有 “网红” 属

性的展览总能够凭借一众夺人眼球的元素，

让不少爱好时尚的青年人群趋之若鹜。

只是随着艺术展览的边界被不断拓宽，

艺术展究竟该如何在守护文化价值和收获

人气流量之间找到平衡， 而不是沦为买票

的自拍背景板———“拍过 ” 就算 “看过 ”，

对业内人士提出了新的思考。

感官刺激下的 “拍照圣地”

不足以成就一场展览

“自带滤镜” “冲着拍照去的” “特

意请了摄影师 ” ……这些都是 “网红展 ”

的常见观后感。 在司空见惯的 “长枪短炮”

背后也能看到 “主题零散” “基本就是各

种摆拍” 的差评。 此类展览的票价往往不

菲， 动辄百元， 多则翻倍， 甚至有些还会

对参观时间有所限制。 “泛娱乐化的展览

虽有创新成分在， 但部分也有哗众取宠之

嫌。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思想文化含量不

高 ， 艺术内涵不足的问题 ， 值得查缺补

漏。”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接受采访时

表示。

极强的感官刺激性是 “网红展” 的一

大特点， 在华丽场景和大块拼贴颜色的衬

托下 ， 日常生活中难以复制的装置和道

具被安置在同一个空间中 ， 高浓度的色

彩令人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展方预设的梦幻

空间中， 难以抗拒地拿出手机和相机进行

记录。

而相对于专业展览， “网红展” 门槛

也更为平易近人。 艺术家履历、 展品内容、

展览构思等背景知识已不是看展必需品 ，

三五好友相约拿上拍摄设备便能成行。 然

而， 这些 “制霸朋友圈” 的展览场景愈发

千篇一律， 让人不免产生审美疲劳， 当浅

显渐渐流于浅薄， 本应是艺术展示集合空

间的展览却越来越难以窥见其背后的内容

支撑。

其实， 作为 “场地+材料+情感” 的综

合展示艺术， 装置展览向来更容易受到人

们的青睐 。 此前 ， 浸入式艺术代表之一

《雨屋》 在申城红极一时， 虽然这座 “人到

雨停” 的装置也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但其

背后对于人和自然相互吸引的思考仍是核

心主题。 “现在的观众相对更喜欢多种感官

体验的艺术形式，但并不意味着装置艺术展

览的含金量需要降低。”《雨屋》展方，余德耀

美术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展览的

初衷还是应该介绍优秀的艺术给观众，观众

的数量很多时候是个惊喜。”

挣脱“网红”陷阱，多元的看
展模式为艺术开启更多入口

必须看到，国内外越来越多展览与博物

馆放下高冷的身段，用新颖的形式让更多人

感受艺术的魅力。 2016 年在纽约开幕的冰

淇淋博物馆开启了“网红展”大热的序幕，带

动了日后包括 “色彩工厂 ”展 、“造梦机器 ”

展甚至 “披萨博物馆”“牛油果博物馆”“鸡

蛋博物馆”的走红。 2018 年年初，全球第一

家自拍博物馆在洛杉矶正式迎客， 这些场

所皆通过明艳色彩和大型道具被定义为

“社交软件友好型”博物馆。

“不同时期人们有了不同的文化需求，

经典艺术的表达方式不再局限，展览形态也

相应衍生出多种模式。”这类“展览即商品本

身”的艺术空间在李磊看来同时带来了新的

启发：“在当今追求信息化和视觉冲击的社

会氛围下，人们印象中的经典展览也能够从

中汲取经验。 ”

去年 7 月，“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的知名

装置艺术《无限镜屋》的特别版落户于“芝加

哥最适合拍照”的艺术空间 wndr 博物馆。博

物馆参观人次短时间内就突破 15 万的成绩

给了创办者信心。 就在近日，主打互动体验

的 wndr 正式宣布从“快闪”模式转为永久开

放，这座另类艺术场所成为城市的又一座文

化地标。

作为波普艺术的代言人， 安迪·沃霍尔

则自带“网红”标签。 2018 年正值沃霍尔诞

辰 90 周年，全球各地都开设了各类纪念展。

在一些优质展览中，可以看到灯光效果与艺

术家的作品巧妙结合，声光电的运用使展品

的呈现更为多元。

艺术并不只为镜头而生，困在“网红陷

阱”中的展览，终难抵沦为一次性消费的境

遇，只有在品质内容之上配以潮流的打开方

式，才能为大众提供真正期待的艺术体验。

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将于 3 月启程，拉开全国巡演 50 场的序幕，足迹遍及 20

余座城市。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网红展” 多以亮丽的色彩和大型装置吸引

参观者的眼球， 其背后的成功之道和艺术支撑都

值得思考。 （资料照片）

挟流量以博“天价”？

粉丝经济不是挑战市场秩序的通行证
（上接第一版）谁曾想，网络平台上的“饥饿营销”有价无市，票

价在开唱几天前遭遇断崖式下跌。 互联网企业携技术入场，让

观众买票订票公开透明便捷， 打破了少数平台垄断激活市场，

一度承载着大众对遏制黄牛现场贩售炒票的期冀。作为调节演

出票务供需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级票务市场借助网络传播

渠道迅速发展壮大，昔日黄牛在演出场地外围，遮遮掩掩地叫

价，演变成许多二级票务平台、甚至二手网站公开的溢价销售。

热门溢价冷门折价，本应是市场弹性调节的手段，可浏览网站

的项目不难发现，折价演出少，折价比例也远不及动辄三五倍

的溢价来得惊人。

以普及艺术的初心，逐步填补技术与监管的盲区

近年来，几大网络售票平台发展方兴未艾。随着大麦被阿

里收归旗下，永乐票务、摩天轮等票务平台也在快速扩张，市场

竞争日趋白热化。经历了野蛮生长期，资本重新洗牌过后的在

线票务市场会有新气象么？2017年7月，针对高价票、炒票等现

象，文化部发布《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

知》，明确提出“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

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捂票囤票炒票，不得

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

大麦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针对特别火爆的演出项目，

目前已经推出实名制购票的方式。即一张演出票对应一张身份

证，每个用户账号限购两张，希望以此遏制黄牛囤票炒票的行

为。 上海大剧院针对80元公益票已实行入场票证合一多年，有

效避免了优质稀缺演出的低价票被黄牛倒卖。只是，目前仅有

部分网络售票平台对部分热门演出实施了“一证一票”的管理

办法，而针对二级市场的天价溢价行为，仍缺少行之有效的管

理办法。是否可以设置溢价的天花板？进一步监管票务分发渠

道？这些问题都需要市场多方共同探索。

随着观众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上海迈向亚洲演艺之都的

步伐在加快。在此过程中，票务市场的有序发展，需要监管方与

平台、主办方共同的努力，以普及艺术、服务大众的初心，逐步

填补漏洞与盲区，营造更为健康可持续的行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