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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助力主旋律作品“破圈”

白玉兰开幕论坛聚焦主流的声音如何传得更远，十多部“脱贫攻坚奔小康”

重点剧目集结“云市场”，业内人士破题———

借力时尚网络手段稳中
求进地创新， 需创作者们不
断破题

网生节目的大量崛起， 正让内容

赛道变得空前拥挤。 但极致的颠覆其

实也是一种模仿，广电人推崇的创新，

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高质正向的内容，

借力时尚网络手段的形式不断拓展。

比起颠覆 ， 这种稳中求进的创

新， 更像是一种破题思维。 就拿这次

被业内人士称为创新 “大考” 的突发

疫情来说， 年初一批云录制节目的亮

相 ， 让观众看到了电视的更丰富可

能， 也展现出传统电视人危中寻机的

灵活应变。 与舞台感极强的大型综艺

不同 ， 这类节目只需要嘉宾对着镜

头 ， 展现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观点感

悟。 这种亲切真实的质感， 被观众评

价为： 用浏览 “朋友圈” 的方式打开

了综艺节目。 随形式创新而来的则是

内容角度的拓展， 代际沟通、 亲子互

动、 人如何与自我相处等社会心理命

题不断浮现， 让生命中细水长流的部

分化解观众的内心焦虑。

直播带货等网络新经济样态， 也

是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坛现场， 来自

北京的广电人， 分享了一个名为 《我

的桃花源 》 的新计划 。 在这档节目

中， 明星嘉宾将化身旅游博主， 带观

众探访十个京郊最美 “桃花源”， 也

将带火京郊一批特色农副产品。 而上

海出品的 《我们在行动》 让 “爱心助

农” “精准扶贫” 等重要社会议题与

网红经济相结合， 大获成功。 节目组

邀请来具有社会号召力的明星， 组成

“助农团队”， 与村民同吃同住， 为特

色农产品找到精准的包装路线与销售

渠道。 与大众日常消费场景的无缝对

接， 为传统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

涵。

青春美学介入、品牌化打
造，主旋律题材也可以很好看

在开幕论坛现场， 腾讯视频公布的

一组数据让传统电视人颇为提气： 《小

欢喜》 《安家》 两部卫视上星剧， 在该

网站的累计播放量已突破 120 亿。 视频

网站负责人分析， 扎根时代的浓郁生活

气息， 是这两部剧集撬动巨大市场关注

的原因。 这也为当下的主旋律题材创作

提了个醒： 深入人心的创作， 必须要跳

出模式、 扎入生活。

今年电视节期间十多部亮相 “云市

场” 的 “脱贫攻坚奔小康” 重点剧目，

便体现出了主旋律题材立足现实的多元

选题视角。 电视剧 《一个都不能少》 改

编自西部扶贫工作实践 ， 将 “一肥一

瘦” 两村合并的特殊事件， 与两位中年

村领导从彼此排斥到携手合作的互动故

事结合起来， 有大事件、 大情怀， 也见

小人物 、 真情感 ； 改编自真人真事的

《绿水青山带笑颜》 则将青年一代的乡

愁与审美视角， 植入新农村建设的主旋

律叙事之中。 剧中对精品民宿、 琉璃工

艺等文创产业的美学探讨， 与美丽新农

村建设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细腻的情感与巧妙的角度之外， 参

展作品也体现出主旋律题材的形式创

新。 由靳东主演的 《温暖的味道》， 对

主旋律题材的品牌化操作做出了探索：

早年 《马向阳下乡记 》 中的 “大槐树

村” 也出现在了这部新作中， 而两部作

品的幕后阵容也有重合。 靠谱的制作团

队， 一脉相承的叙事特质， 会否让 “大

槐树村” 成为扶贫主旋律题材领域的一

大 IP？ 这也成为该剧的一大隐形焦点；

同样走上品牌化之路的还有 “最美的”

系列， 继 《最美的青春》 之后， 同一幕

后团队又推出了 《最美的乡村》。 不过

这一次， 剧集使用了 “单元剧” 的创新

形式。 围绕三位典型扶贫人物的故事，

将电视剧拆成短章， 更符合当下观众对

短剧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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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一场以“同心奔小康·记录新时代”为

主题的中国电视产业高峰论坛，开启第 26 届上海电

视节的帷幕。 “与人民同心、与国家同行、与时代同

频”以及“守正创新”，成为上海电视节首日席卷线上

线下的关键词。

线下，白玉兰开幕论坛请来各大广电媒体“掌门

人”，一同探讨主流声音如何通过创新的表达传得更

远；线上，“脱贫攻坚奔小康”重点剧目展中的十多部

主旋律作品， 在今年电视节首推的 “国际影视云市

场”中集结而来。

在业内人看来， 网络时代为主旋律表达提供了

新的机遇：借力直播带货、云录制等最新表达手段，

有价值的公益项目、 优质内容获得了更深远的社会

关注度与社会参与度。 更重要的是，当代观众不断提

升的审美需求， 正在倒逼创作人员不断创新表达手

法，让主旋律作品向更具艺术高度、思想深度与传播

广度的方向突破。

上海电视节开启“光影盛宴”

中外剧目辉映申城夏夜

在炎炎夏夜里， 用最传统的方式

让观众与影视佳作重逢———第 26 届

上海电视节露天放映活动昨日启动，

唤起不少市民的美好记忆。 考虑到防

控疫情的需要， 今年上海电视节策划

推出全新的商圈展映形式，近 30 部来

自世界各地的电视佳作让广大观众一

饱眼福， 在消暑纳凉购物的同时享受

文化盛宴。

露天展映活动现场防疫措施层层

严控，处处可见既精且细的“绣花针”

功夫。 不少观众看到主办方细心周到

的防疫举措，纷纷点赞，还有网友留言

表示：“邂逅这样‘特别’的露天放映，

很难忘，会成为长久而闪耀的记忆。 ”

聚集国际化影视资
源，辐射更广泛受众，推
进“科技影都”建设

今年，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积极

响应“拉动夜间经济、促进夜间消费”

的号召， 在多个商圈和社区推出露天

放映活动。 为期五天的上海电视节露

天放映活动期间， 一批海内外优秀电

视作品将分别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大

宁音乐广场、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松江开

元地中海商业广场、 松江云间粮仓五个

放映点集中播放。 其中不仅有入围本届

白玉兰奖的作品， 也有即将于下一季度

在各大平台播出的最新佳作。 部分作品

的主创人员将出席见面会活动， 与观众

进行面对面交流。

上海科技影都影视展在松江的两个

露天放映点将带来 14 部作品，让优秀的

电视作品走近观众， 文化惠民、 文化乐

民。此前，松江文旅局与上海国际电影电

视节深度合作，举办过两届“科技影都松

江大学城影视展”，获得热烈反响。今年，

上海科技影都影视展从校园走向商圈、

从室内走向室外、 从校园师生走向附近

居民，面向更加广泛受众，辐射范围进一

步扩大。 该影视展抓住了产业发展的升

级机会， 不仅为松江市民提供了接触最

新影视艺术、了解世界影视资源的机会，

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上海影视产业发展

重镇松江的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 以广

泛聚集国际化影视资源，推进以“科技+

影视” 为发展主题的松江大型高科技影

视基地建设，进一步落实“科技影都”发

展目标， 推动松江影视产业发展跃上新

台阶。

据松江区文旅局影视产业科陈俏仕

介绍，考虑到各个层面观众的观影需求，

这次影视展选片更加丰富多样， 除了有年

轻人喜欢的热门剧集以外， 还有适合全家

一同观看的经典动画， 以及让观众眼馋的

美食纪录片，每晚都将上演不一样的精彩。

其中，既有《凡人修仙传》《好奇外星人》等

动画作品， 也有入围本届白玉兰奖的纪录

片《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2019》，

还有较高收视率和话题度的美食纪录片

《风味人间》，近期热播的《河神 2》也给剧

迷们提供了不错的选择。

细节处见 “绣花针”功
夫，严格防疫的“光影盛宴”

带来无限感动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露天展映活动

中，现场防疫措施层层严控：场地设置单向

入口、 多向出口， 确保人员管控和快速疏

散；检票口贴上一米线，要求观影居民保持

距离，并设置缓冲区、等候区；入场前广播

反复播报，提醒观众提前戴口罩、出示观影

票和随申码有序进入； 工作人员严格检测

体温，查验随申码，拍照留存。 不少观众看

到主办方细心周到的防疫举措，纷纷表示：

“这样的露天放映，没想到”“很贴心”“无限

感动”……

松江的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和云间粮

仓此前已参与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露天放

映活动。陈俏仕告诉记者，电视节露天

放映将和电影节一样采取严格的防疫

措施，观众测温、戴口罩、出示随申码

一样都不能少；场地消毒，控制座位间

隔，配备洗手液、消毒棉球、花露水，件

件做到位，切实做到精准防控，将安全

防疫放到第一位。 根据此前电影节露

天放映所积累的经验， 将进一步细化

和完善各个放映点的现场管理工作。

比如，在电影节露天放映第一天，由于

场地较大， 而现场张贴的健康信息填

报二维码又过少， 导致观众扫描等候

时间较长。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在入场

处的多个显眼位置新增了二维码，并

提醒观众提前扫码登记， 加快了入场

核验的速度。

为了控制人流、 严格防疫， 展映

活动场内每个座位四周间隔一米， 为

观影者营造安心的观影环境。 在松江

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 主办方充分利

用商圈的 “立体空间”， 因地制宜设

置放映点， 市民既能在中心广场入座

观影， 也可以在周边商务楼宇二楼、

三楼的餐饮区长廊观看大片， 最大限

度分流人群。 陈俏仕表示， 露天放映

活动唤醒了观众对大银幕观影的需

求， 带动了市民夜间文化消费习惯的

恢复， 相关商圈的人气回升明显， 消

费也随之增长。

记住这不一般的9天！

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全球影业复苏注入热能和信心
（上接第一版）以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关键词的微博话题增

量超 3亿；电影节视频的微博播放量超千万次；官方短视

频平台快手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视频播放量超过

1.2 亿次； 上影节在合作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搭建专区，

仅一周，收听金爵电影论坛等相关音频的就超过 30 万

人次……数据都在佐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后，惠民可以冲

破传统模式，获得了远超往年的参与人次和线上注意力。

坚持专业水准
突破物理空间的阻隔，为电影佳

作搭建最佳传播平台

疫情让国际电影文化的交流囿于物理空间的阻隔，

而难以持续。 但本届电影节始终坚持专业水准，交出的

322 部展映影片中，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 部。

吸引全世界电影人目光聚焦的“专业性”，上海电影

节是怎样做到的？是“上云”的创新魄力与幕后人员的不

辞辛劳。

由于海外影片的硬盘拷贝全部依赖网络传送，巨大

的数据容量，使得工作量成倍增长。 花四五个小时接收

影片，展映的 29 家影院进行消杀、银幕检测，322 部影

片的排片、出票，字幕员、志愿者的岗前培训……一个电

影节的运作远比想象中繁琐。 最终，322 部世界佳片与

观众见面。让人欣慰的是，尽管遇到过种种困难，仍有许

多片方十分相信上影节， 愿意将影片的首映放在上影

节，如《沉默的海湾》《行骗天下 JP：公主篇》等。

展映片来到了上海，更多电影人与影视内容，则在

网上见。今年，上海打通电影和电视两个市场，首次以国

际影视云市场的方式将 700 多家中外展商悉数请上

“云”。 有海外展商在申报时表示：“云市场功能齐全，成

本低又便捷， 充分体现了上影节为展商服务的用心，这

是非常棒的‘上海方案’。 ”

最让中外影人赞叹的是，他们通过上海搭建的“云

上”电影学堂见到了彼此。 中国导演贾樟柯，美国编剧、

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法国编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

亚斯，日本导演河濑直美与是枝裕和，菲律宾导演拉夫·

迪亚兹等著名影人轮番走进线上的电影学堂。 “久违的

重逢”“象征希望与信心”是他们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交

口称赞。 菲律宾著名导演拉夫·迪亚兹对在线聆听的中

国同行们如此说：“想抗击疫情吗？ 那就去拍电影吧。 ”

“一带一路”的电影伙伴们，更是无条件选择上海，踊跃

报送影片、报名参加在线市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

国际影人不愿错过上海、不愿错过中国的相同心意。

中国导演更是用支持来表达对上影节的感谢。贾樟柯

不仅出席金爵论坛、主讲电影学堂，还将自己与日本导演

河濑直美联合监制、中国导演鹏飞执导的《又见奈良》送来

参赛。 他说：“上影节能够成为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个恢复举

办的国际认证 A类电影节， 首先反映了我国疫情防控的显

著成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完成筹备、

展映等工作，更反映了中国电影人身上的韧劲和行业精神。

而把作品送来参展，是我对这个专业节展的最好敬意。 ”

第十八届ChinaJoy落幕
“国风”正能量深入人心

（上接第一版） 全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394.93 亿元，同比增长 22.34%，增速同比

提高 13.75 个百分点。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

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达 75.89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533.62 亿元 ）， 同比增长

36.32%，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值得一提的

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国风游戏，越

来越成为中国游戏立足国际的鲜明特色。

从明朝“应天府”一块小小农田白手起

家，通过搭建房屋、创造街道、为百姓安排

起居生活， 打造出一幅完美江南画卷———

《江南百景图》中不少美轮美奂的版画图景

源于《清明上河图》《货郎图》《姑苏繁华图》

等名画， 在开服至今的一个月中一直名列

游戏下载榜单前列。 拿下第二届“中国原创

艺术类精品游戏大赛” 最佳原创艺术大奖

的《江南百景图》，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之美，而游戏鲜活丰富的体验感，又反过来

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可能。

漫步会展场内， 处处可以感受到传统

文化与国产游戏间相互赋能的趋势在进一

步加强。 《梦幻西游》中的五弦琵琶、《梦想

世界》中的舞麒麟、《QQ 炫舞》中的孔雀舞，

都在 ChinaJoy 期间为玩家津津乐道。 “人类

社会环境在变迁，但衣食住行、人间烟火总

有共鸣，永不过时。 细腻展现生活化、平民

化的历史细节，更能打动玩家。 ”在讲到游

戏《逆水寒》为何会培养起不少硬核“宋粉”

玩家时，出品方网易副总裁王怡如此总结。

国产游戏看见 “网生代”社
会责任感升级

ChinaJoy 期间，组委会公布了这样一个

振奋人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公益游戏出现超 40 款———在重

大社会事件中“冲锋陷阵 ”，体现出国产游

戏社会责任感的升级。

其中《逆行者》的公益游戏颇为吸睛 。

这款游戏由 60 余名开发者历时 15 天共同

参与创作。 游戏从医生、普通人、病人、医护

家属等不同角度出发， 用暖心的人际互动

情节巧妙推动故事剧情。 创作者希望游戏

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角度出发， 在科普防

疫知识的同时， 将抗疫英雄的风采以及每

一个普通人的坚强与爱展现出来， 打动了

大量游戏玩家。

戴着口罩的玩家坐在展示机前， 在游

戏世界中操控着一个同样戴着口罩的虚拟

形象。 这一幕，出现在西山居游戏的老牌项

目《剑侠情缘》中。虚拟口罩是游戏在疫情期

间推出的新道具，玩家可免费领取，永久使

用。 西山居副总裁龚道军说，这个小细节的

加入是为了提醒玩家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无

独有偶，位于西山居展台对面的网易游戏展

台中，同样有一款将防疫知识“软植入”的游

戏：在经典沙盒游戏《我的世界》中，出现了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玩法地图，进入根据

现实建筑规模等比例还原的空间布局，玩家

得以体验抗疫前线的真实状态。

5G 科技为“云游戏”带来无
限可能

今年的 ChinaJoy 新推出的云游戏馆 ，

让不少游戏行业高管十分兴奋。 盛趣游戏

副总裁谭雁峰告诉记者，随着 5G 技术和新

基建的发展，“像打开一部大片一样打开游

戏” 将成为越来越多精品游戏的发力点 。

“去年是中国的 5G 元年，今年可能是 5G 游

戏的元年。 ”他说。

今年一季度产业报告显示， 一季度云

游戏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收入规模 ，整

个行业占比接近 0.5%，虽然只是起步阶段，

但在业内人士眼中，云游戏、人工智能等高

新技术，毫无疑问是与 5G 时代携手而来的

产业热概念。 完美世界首席执行官萧泓向

记者举了两个高新科技可能为游戏形态带

来改进与升级的例子 ：5G 结合云计算 ，再

配合越来越成熟的虚拟现实技术， 会创新

电竞的参与模式和商业模式， 比如电竞的

“超互动化”，观众得以直接参与到比赛中，

甚至即时与选手在比赛环境中互动； 人工

智能与电竞的结合则可能带来另一种突

破，在对抗比赛中，智能机器人既可以是模

拟各种对手的“陪练 ”，也可以是带着初学

者在比赛中驰骋的好帮手。

（均电视剧海报） 制图：李洁 实习生：蒋雨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