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120年历史的“朵云轩”修缮后重新开张有什么亮点
以南京东路大楼重装开张为契机，120岁朵云轩全新姿态扎根上海繁华商圈

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 位于南京路步行

街的 “中华老字号” 朵云轩门店大楼整装修缮

完毕， 本周六将以全新面貌亮相。 今年是朵云

轩创立 120 周年， 修缮后重新开张的门店变身

艺术体验式消费新空间， 从艺术呈现到经营模

式， 都会呈现线上线下的各式亮点。

店内建筑构造非常独特： 以天井回廊式结

构打通传统楼面， 用一件行云流水般的大型艺

术装置贯穿一楼二楼中庭， 全新的朵云轩南京

东路门店视野通透， 有古雅的文房特质， 也有

灵动的现代气息。 这样的布局很适合门店向传

统文化体验空间的新零售模式转型 。 据介绍 ，

这里将承载朵云轩线上线下多渠道、 多业态融

合的全场景体验式 “新零售” 形态， 满足消费

者个性化、 场景化的购物需求， 进而形成线上

线下融合的 “新零售” 云商模式。

门店一楼、 二楼是 “朵云书房” 的体验式

消费场所 。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型艺术装置

“朵云行草”， 总高 7.8 米， 由国际知名空间艺术

家、 设计师冯羽与朵云轩团队共同完成， 将传

统书画装裱技术与当代艺术装置设计完美结合。

装置中有 “砚台” 元素， 可徐徐转动， 底本中

可见苏东坡行草 “云” 字， 结构外部则使用了

传统书画绫布和朵云轩特有的木版水印画谱 、

笺纸图案予以装裱。 这是大型艺术装置进入南

京东路商业实体店的一次大胆尝试。

全新的 “朵云雅集” 平台设在二楼， 是另

一个温馨的艺术会客厅， 这里有五朵海绵布云

灯， 镂空的云窗， 古色古香的木质家具， 营造

出别致的空间氛围。 门店内的一块电子触摸屏

非常醒目 ， 供人们更为便捷地查询商品信息 ，

成为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个鲜活注脚。

伴随物理空间全新升级， 门店产品更新升

级将全面启动， 保持既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同时，

完善相关产品门类， 且呈现更加时尚化、 生活

化的品相， 推动业态转型。 例如， 一批周年庆

定制产品将集中推出， 包括朵云轩百廿年纪念

定制宣纸、 朵云轩百廿年纪念定制毛笔———“入

木 ” “华章 ” “至味 ” 和百廿年纪念定制墨

“朵云玄香” 等。 朵云轩携手第一食品带来共同

开发的联名款礼盒———“云点”， 以现代设计理

念实现朵云轩独有书画图像元素与食品工艺的

融合， 成为 “好吃、 好看、 有文化” 的 “艺术

食礼”。 朵云轩与玉佛寺联名的文创抄经套装礼

盒也将亮相， 限量发售， 带来静心、 清心、 养

心的高品质抄写体验。

门店重装开业之时集结于此的， 更有一系

列多样化的艺术创意展陈 、 艺术策展等活动 ，

促进消费形态升级。

当天下午， 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吴中博物

馆馆长陈曾路将于二楼 “朵云雅集” 主讲 《文

物里的江南》， 同时展出库藏文徵明行书立轴和

即将亮相朵云轩 120 周年庆典拍的文徵明手卷、

明贤尺牍。 当代海派名家的书画精品将在位于

三楼的朵云画廊集中展示推出。 四楼朵云沙龙

推出的则是 《云中对弈———朵云轩旧藏与当代

艺术家对画展 》， 选取朵云轩大库藏品 30 件 ，

涵盖董其昌、 祝枝山、 “四王”、 “扬州八怪”、

“金陵画派” 等历代名家及谢稚柳、 吴湖帆、 刘

海粟、 林风眠等海派大家， 并盛邀当代知名海

派书画篆刻家分别选定一件库藏精品进行有针

对性的创作， 用 “对画” 的创新形式， 进行一

场跨时空的艺术对话。 这些形形色色的艺术活

动， 未来不仅将成为该门店 “新零售” 的一种

常态， 也将促成南京路步行街艺术文化消费的

新引擎。

作为朵云轩创立 120 周年盛典的重要组成

部分， “百廿朵云寿 桃实相共尝” 朵云轩 120

周年庆典拍卖会、 “大美朵云” 朵云轩 120 周

年珍藏精品特展等将相继举行。

整装修缮完毕的朵云轩南京东路门店。 （朵云轩供图）

莫让平台的逐利心拉低“饭圈”的价值底线
王彦

“ 饭 圈 乱

象 ” 屡禁不止 ，

恐怕各类追星平

台扮演了纵容、 诱导等不光彩的角色。

近日， 国家网信办发布消息称， 一些网络

平台中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 、

大额消费、 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

造谣生事的不良信息和行为。 这是继今年 7 ?

“清朗 ” 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后 ，

国家网信办具体点名、 重点整治的最新进展。

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友颇为集中的一句评

价说道， “苦平台久矣”。 这句感慨背后 ， 各

类围绕追星而设计的平台之多、 诱导打榜的花

样之杂、 牟利的企图心之明确， 都是网友久捱

的 “苦”。

随着网络与人们生活的深度介入， 娱乐界

的 “饭圈乱象” 备受诟病。 一边是相关部门不

断约谈、 治理， 另一边却是乱象屡禁不绝， 不

乏愈演愈烈之势。 究其原因， 一批唯利是图的

平台俨然成为滋养痼疾的温床。

比如在某社交平台， “饭圈互撕” 几乎已

是每天一小架 、 每周一大架的阵仗 ， 戾气丛

生。 不理智的粉丝固然是互撕主体， 然而挑事

的营销号、 以榜单来煽动粉丝攀比心的各平台

账号也在推波助澜。 拥有一个账号， 就可以随

意甩几张处理过的截图 、 抛几句似是而非的

话， 打着 “吃瓜” 的幌子造谣传谣， 煽起粉丝

群体间的对立情绪。 在各类以 “星” 为名的小

程序中， 都能找到引诱粉丝打榜的痕迹。

这些平台与营销号所图的，就是个“利”字。

“饭圈互撕”于他们，拉起了流量、提高了“日活

度”，这些数据在商业途径上都可直接变现。 而

那些粉丝大战后的满地狼藉， 如艺人相关的网

络搜索 “黑词条 ” 等 ， 又能摇身一变 、 融进

“明码标价撤词条” “比价固词条 ” 的灰色交

易产业链。 当粉丝用集资方式购买大量账号投

入到打榜之中， 利益涌动处， 尽失底线。

青少年可以各自偏爱不同的艺人， 但倡导

“饭圈” 理性健康地交流， 则是平台方在监管

中必须恪守的规则底线。 遗憾的是， 一些平台

在畸形的利益驱动下， 时常会纵容、 煽动青少

年为了一句话大动干戈。 粉丝其实成为了牟利

的工具 ， 他们为偶像付出超乎常理的大额消

费， 最终， 营销方、 渠道方、 平台方赚得盆满

钵满， 留给青少年的却是病态的攀比心， 留给

网络的则是负能量的生态与风气。

要让 “饭圈” 迷途知返， 各社交媒体平台

责无旁贷， 必须配合监管部门主动作为， 切不

可为眼前的利益带偏青少年的社会教育。 具体

来说， 平台可对巧立名目的榜单说 “不 ”， 以

免粉丝被流量至上的资本逻辑裹挟； 平台更应

拉紧法律与社会公序良俗的红线， 对网络空间

的违法失德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只有拧紧平台的价值阀门， 才能避免逐利

心拉低 “饭圈” 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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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成本动画电影如何撬动传统文化代际传承
上海出品动画电影《新愚公移山》上映收获好评

“这是我儿子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我特意

选择了传统文化题材，对孩子是一种教育。 ”国

产动画电影《新愚公移山》公映后，一位带着三

岁儿子前来观影的母亲这样描述选择的理由。

让这位年轻妈妈没有想到的是， 这部动画片不

但让自己看得津津有味， 连首次进入影院的儿

子也沉浸其中，甚至重复了不少片中台词。

“变”是《新愚公移山》赢得大小观众认可的

关键。 影片在借力经典优势的同时，却没有拘泥

于文本局限，而是根据当代价值与情感判断，进

行“故事新编”：原著的主人公从愚公变为愚公

的儿子清风； 原著中仅寥寥数语描绘的山神被

赋予了幽默的戏剧看点；“移山”这一看似“不自

量力”的行为则被引申到对梦想的坚守。 人与长

辈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梦想的关系被

植入故事之中， 让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共情一刻。

作为一部二维手绘小成本动画电影，《新愚

公移山》在制作层面上与《大鱼海棠》《哪吒之魔

童降世》等动画大制作不可同日而语；与同期不

少院线大片相比， 其排片量与宣传手段也十分

有限。 然而，小而精的作品才是撑起产业的大多

数。 这个基于传统寓言， 专注故事本身的小制

作， 不啻为探索国漫小精品撬动传统文化代际

传承、海外传播潜力的有益样本。

以当代视角为古典文本注入新活力

经年累月的传播、解读，让《列子》中这则短

小寓言信息超载， 如何用当代观众普遍接受的

逻辑、观念重构故事，是《新愚公移山》一大创作

难点。 《新愚公移山》的文学统筹吕凡妮说：“影

片中没有一个绝对反派， 因为我们想讨论与展

现的并非人与自然的对抗， 而是人与环境如何

和谐共生，以及人何以为最初的梦想前赴后继、

燃尽一生。 ”

为了让附加信息“清零”，构建合理的人物

动机线。 《新愚公移山》专门请来迪士尼中国公

司原创意总监、 编剧马克·汉德勒参与创作，并

从孕育文化的大地中探寻故事的起承转合。 “在

我们写剧本的第一页之前， 团队就穿越了大半

个中国，从上海出发去了陕西和河南，研究和了

解愚公移山故事的根源。 ”马克·汉德勒介绍。在

采风中， 这位外国编剧被中国人基于农耕文明

的安土重迁思想所感动，于是他为“移山”安上

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由头： 愚公的部落正在经

历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转化阶段， 移山是

为了给农作物更多的种植空间与阳光。

主人公的转移则是 《新愚公移山》 对原文

本的最大改编 。 片中新增了愚公儿子清风一

角， 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在影片一开头便

通过一场精彩的成人礼测试， 展示出过人的智

慧， 在之后的情节中， 又成为打破人类与自然

界沟通壁垒的 “中间人”。 片中， 以清风与山

中精灵微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 为以愚公与山

神所代表的长辈们， 提出了更为积极的双赢方

案： 用移山替代挖山， 为人类与山中生灵留出

生存空间。 从 “智慧老者” 到 “少年英雄” 的

主视角转变， 缩短了古典文本与当代少年儿童

的心理距离， 也拓展出打破内心偏见、 代际交

流等更具当代性的命题。

“国潮”质感助力中国故事走出去

区别于目前动画市场上流行的三维大制

作， 《新愚公移山》 选择了二维手绘风格。 这

一形式的选用除了基于成本把控外， 更出于对

作品形式与传统文化气韵 “适配性” 的考量。

片中作画感十足的山水背景， 承载着宋画 《千

里江山图》 的风格与意境， 让观众眼前一亮。

此外， 影片在配乐中也大量运用了传统戏曲元

素。 中国风浓郁的视听效果， 配上当代性的创

新解读， 让作品洋溢着浓浓的 “国潮” 质感。

动漫是跨文化传播的有力载体， 《新愚公

移山》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担负着助力

中国故事走出去的使命。 据片方透露， 《新愚

公移山》 计划于明年在海外推出， 目前该作品

的翻译配音工作已在进行中。

翻译， 是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一大门槛，

《新愚公移山》 在文本翻译上， 十分注重海外

市场的接纳度。 以片名为例， 经过中外人士几

轮交流 ， 《新愚公移山 》 最终定名为 《The

Old Man and Two Mountains》。 片方介绍， 译

法参照了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两个故事

并不完全对得上， 但有共同的精神， 英语文化

背景的观众只有在迅速接受其相同之处后， 才

能进一步理解其不同。” SMG 炫动传播有限公

司 （哈哈炫动卫视） 总经理郭炜华说。 片中在

翻译细节上所下的工夫， 以及对传统民族元素

的巧妙运用， 都彰显着小制作 “走出去” 的传

播雄心。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新愚公移山》在借力经典优势的同时，没有拘泥于文本局限，而是根据当代价值与情感判断，进行“故事新编”。 图为该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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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
钰） 两届活动共收到

224 部包罗万象的作

品 ， 三四百位有才

华、 有热情的创作者

参与其中， 为中国原

创音乐剧发展点燃了

新的动力……这是上

海国际音乐剧节 “华

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

划” 板块晒出的亮眼

成绩单。

9 月 19 日 ， 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自

制的原创音乐剧 《蛋

壳里的心跳 》， 将带

观众领略台前幕后的

真情实感和精彩瞬

间。 这也是演艺大世

界·2020 上海国际音

乐剧节的闭幕演出。

据透露， 该剧汇

集了 “华语原创音乐

剧孵化计划” 十多部

优秀作品的代表曲

目 。 这之中 ， 既有

《南唐后主 》 中强烈

民族风格与电子乐的

融合， 也有 《为什么

跳舞 》 中的南美风

情、 《电台的最后一

夜 》 中的婉转动情 ，

还有来自 《南墙计

划》 的独特京韵布鲁

斯风格……编舞梁燕

妮还将戏曲元素融入

了 现 代 舞 动 作 中 。

“全剧没有两首相像

的作品， 百家争鸣的

音乐风格， 让观众可

以通过这部作品 ‘验

收’ 华语原创音乐剧

的作曲水平 。” 音乐

总监周可人表示。

上海文化广场副

总经理费元洪告诉记

者 ， 自 2019 年年初

开启 “华语原创音乐

剧孵化计划 ” 以来 ，

两届活动吸引了大量

原创人才加入其中 。

在这个庞大的创作团

体中， 创作者鲜活丰

富的个性化经历， 远

远超过了在舞台上展

现的剧本情节和歌曲

音符。 将其汇聚成一

台戏， 赋予每个片段

独特的主题和情感表

达， 不仅将呈现创作

者的人生百味， 也将

真实展现中国音乐剧

的创作动态、 映射行

业的发展状况。

那些未被展开的

故事才是音乐剧的全

貌。 于是， 《蛋壳里

的心跳 》 便应运而

生 。 据编剧付哲透

露， 《蛋壳里的心跳》 从开完大纲会到剧本交

稿大约只有一周的创作时间， 而演员们八月底

才正式开始排练， 但对音乐剧共同的热爱和创

作的热情， 成为这部剧作的黏合剂。 “剧目的

创作和排练过程， 对观众来说可能比较神秘。

而 《蛋壳里的心跳》 将原原本本展现真实的剧

组日常。” 导演马达介绍， 12 位优秀音乐剧演

员将在不同场景中不断转换角色， 展现 “华语

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 中喜怒哀乐的众生相。

据透露， 演员们深受触动， 一度在排练中感动

到相拥而泣。

“原创剧目孵化不止舞台上光鲜的一

面 ， 我们希望展示的还有生活中最朴素 、 平

凡、 真实的内容， 这是一份回归初心的制作。”

费元洪说 。 从初创时期的 《极致百老汇 》 、

2017 年的 《法语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 》 、

2018 年的法语音乐剧版音乐会 《悲惨世界 》

到去年的 《西尔维斯特·里维和他的朋友们 ：

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 上海文化广场往年

这类演出主打世界群星的闪耀 。 而今年 ， 这

台特别的演出聚焦到了当下 ， 聚焦到了戏剧

的本质和大幕背后的人们。 “1974 年， 时任

百老汇热门编舞、 导演迈克尔·本内特带着一

台录音机走进排练厅 ， 向舞者们发问 ： 你们

是谁 ？ 从哪里来 ？ 为什么要进入演出行业 ？

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关于热爱的故事成为 ‘后

台音乐剧 ’ 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歌舞线

上》。 如今， 中国音乐剧的 ‘歌舞线上’ 也将

登上演艺大世界·2020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的

舞台 ， 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最具真实感染力

的 ‘戏中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