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向大众拥抱流量
上海艺术产业新消费力崛起

“五一”小长假期间，莫奈、安藤忠雄、康定斯基等海外艺术大师领衔的
申城众多艺术特展人气爆棚，全球艺场的“上海时间”有望延续为常态

“走出阴霾，活力四射，迎来全球艺场
的‘上海时间’，甚至这样的高光时刻有望
延续为常态。” 针对疫情发生以来上海的
艺术市场，业内在今年年初作出的这个判
断?渐渐照进现实。有人问上海艺术市场
为何能画出这惊人的 “大阳线 ”？答案是 ：

新布局形成 、新藏家进场 、新消费力呼之
欲出 。有学者概括说 ：奔向大众 、拥抱流
量，或可谓其间隐含的密码。

就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莫奈、安藤忠
雄、 康定斯基等海外艺术大师领衔的申城
众多艺术特展人气爆棚， 汇成一股强劲的
艺术消费力量；“艺术上海” 国内首发樱桃
小丸子全球限量浮世绘版画， 吸引不少艺
术爱好者前来问津。疫情发生以来，申城艺
术行业以创新型经济、 流量型经济模式探
路产业发展， 为国内艺术市场注入新活力
的同时， 也大踏步地向国际重要艺术品交
易中心迈进。事实上，这样的破局近来都有
迹可循———艺博会生态的多样化、 私人美
术馆的繁荣、全球艺术品办展的高频次，构
成了上海艺术市场最引人注目的三个方
面 ， 而它们不约而同指向了更辽阔的前
景———艺术消费力的培育。

顶破“天花板”，艺术市
场广阔新增量可期

面对疫情后国内纯艺术品购买需求有

所下降的事实， 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不再
观望等待，而是选择主动破局。艺术上海国
际博览会总策展人顾之骅告诉记者，“捕捉
行业新业态、 创造新增量” ?成为共识。

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创始
人周大为说，当高端的纯艺术品市场“天花
板”显现，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宽到一个更大
的市场———艺术品原作交易之外的整个艺

术产业，包括艺术创意产业、艺术衍生品产
业、艺术品服务产业、特展产业等。

周大为告诉记者， 在全球排名第一的
艺术市场纽约，拍卖业、画廊业撑起的纯艺
术品交易市场，通常全年交易额为200亿至

300亿美元， 而艺术产业全年的GDP高达

1100亿美元 。 而视野放宽的 “甜头 ”，

ART021?经尝到了。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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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各
项创新活动眼下正在本市主
要商圈渐次呈现。 围绕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南京路，

上海最知名的商业街区之
一，率先进行自我求变、升级
迭代———南京路步行街 ，以
数字化赋能商圈升级 ，打造
“数字人民币重点试验街
区 ”，全力打响 “上海购物 ”

品牌 ，营造消费氛围 ，推动
消费升级； 南京西路商圈 ，

以美妆行业为突破，加快全
球首店 、新品集聚 ，提升美
妆行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和战略地位。

未来， 南京路将云集国
际国内精品、 引领时尚消费
潮流、吸引全球消费客群。

南京东路

打造“数字
人民币重点试验
街区”，营造消费
新场景

“中华商业第一街 ”南
京路，是上海商业的桥头堡
和先行地，目前南京路步行
街大部分商户可接受数字
人民币业务，下一步这里将
以打造“数字人民币重点试
验街区”为重点，创新“数字
人民币+?业消费券” 营销
模式，打造一批商业数字化
转型新场景，带动线下人流
和消费。

同时， 以南京路步行街
为试点， 促进线上经济赋能
实体商业，以数字赋能商圈、

商户转型升级 。 此次 “五五
购物节”期间，南京路、淮海
路、 豫园商城等同时设立共
享直播间， 推出能展现世界
级商圈风采的潮流直播消费
新场景。

此外，推进南京东路世
纪广场等一批重点商业项目
建设 ，推进恒基旭辉 、新世
界大丸百货等重点商业结
构调整项目，形成一批消费
新场景 、新地标 、新模式和
新业态。

借由此次 “五五购物节”，

黄浦区也将引导支持FIVE

GUYS、 Gentle Monster 等国
内外优质品牌开设首店、 旗
舰店， 为国内外品牌首发、 首展和首店入驻创造有利
条件， 让消费者实现 “买上海 、 买全国 、 买全球 ”，

提高全球新品首发的显示度和集中度 。 同时 ， 联动
夜生活集聚区 ， 提升夜经济地标引领效能 。 比如 ，

整合商旅文资源， 试点推出南京路 U479 夜生活新地
标等。

黄浦区还将以南京东路为试点， 充分发挥优质商
业服务明星（柜组）、示范点，以及国家级、市级劳动模
范的示范效应，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享受最优购物
体验。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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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机遇 共创未来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明日开幕

5 月 7 日至 10 日 ， 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将在海南海口盛装绽
放， 迎八方宾朋， 览全球万物。

从广交会到服贸会， 从进博会到
消博会，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彰显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

从 “汇全球” “买全球”， 到足不出

户 “逛全球” “卖全球”， 向更美好
生活出发， 南海之滨奏响开放合作的
乐章， 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创新未来，

也为疫情背景下复苏任务十分艰巨的
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海口，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大型
手表计时器上的倒计时数字提醒着人

们： 首届消博会即将启幕。 这场亚太
地区最大的消费精品盛宴， 吸引了来
自 69 个国家和地区 、 国内外共超

2500 个品牌。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 这场全球性盛会缘何此时举
办？ 为何落子海南？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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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上山下河滚泥浆”，《绝密使命》成为学党史助燃剂
题材创新，揭秘中央红色交通线；拍摄手法接地气，以情动人勾连现实

在一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
主题剧目里，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 “角
色”最小的，他们的经历也可能是最不为大众
熟悉的。但这并不妨碍观众为剧中人吸引、对
历史的细部好奇，并进而从党史中寻找答案。

央视一套播出的《绝密使命》正在现实中
引发又一轮学党史的热潮。 因为剧作在题材
上创新，首次揭秘中央红色交通线，观众自发
从史料中找寻与那些无名英雄相关的蛛丝马
迹。 也因为剧中角色一个个 “上山下河滚泥
浆”，接地气的故事与朴实的小人物情感让人
代入，剧中故事的发生地之一、闽粤交界的伯
公凹， 被不少年轻网友预约为看祖国山河的
“下一站”。

党史研究人员做“导赏”，
为电视剧开讲

《绝密使命》 讲述了地下交通员在长达

3000 公里的红色交通线上运送物资、传送情

报、护送干部的故事。 3000 公里路通往何方？

又因何隐秘在了岁月之中而鲜为人知？随着剧
情渐入佳境，观众为剧中红色交通员揪心的同
时，也对历史中的这群小人物产生浓厚兴趣。

在网上， 福建龙岩的党史研究人员吴升
辉化身电视剧“导赏员”，确认剧中的史实，也
拓宽观众对隐蔽历史的认知。在网络视频中，

他这样解读剧名《绝密使命》的两层含义。

一层“绝密”在于使命本身，为了绕开敌
人的围追堵截，为了将物资、情报和人员安全
送抵目的地，交通员的工作可以视为“伪装者
的日常”。 吴升辉说：“根据史料记录，中央对
交通员的要求很严格，要党龄较长，要对敌斗
争有一定经验，要政治坚定，要身体健壮。 交
通员还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纪律，在对敌斗
争中胆大心细、勇敢果断、机警灵活、随机应
变和善于隐蔽。 ”剧中还原的，就是生活社会
化、大众化的交通员。 他们以“商人”“码头工
人”等身份作掩护，将文件写在内衣上，或藏
在热水瓶中和竹扁担里， 把黄金熔化成金条
藏在裤腰带里， 把银元绑在手臂上送往党中
央， 将采购的无线电零件放在饼干盒及罐头
里带到苏区。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央视一套播出的《绝密使命》首次揭秘中央红色交通线。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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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品质艺术引导
流量，艺术产业也能出爆款

■扩大“艺术人口”，培
育潜在艺术消费力

转版导读

真正的“青春有你”需要正能量赛道与赛制引航
王彦

距离计划的 “出道夜” 不足四天，

《青春有你 3》 被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

令暂停录制 ， 引起社会关注 。 此前 ，

在节目投票规则的畸形导向下， 粉丝

为求更加 “便捷” 地为偶像投票， 不

惜将成桶乳饮料倒入地沟， 这样失控

的举止， 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感， 选

秀节目为商家获利、 平台赚流量， 竟

然荒腔走板至斯！ 正如新华社发文所

批评的， 这是以浪费和挥霍为代价的

吸睛牟利， “其最终结果是误导、 侵

蚀了青年人的追求和三观。” 倘若练习

生真以如此畸形的票选方式被粉丝投

出道， “偶像” 二字恐怕早已偏离了

应有的价值范畴， 更遑论对粉丝群体

起到价值引领作用。

这档选秀节目以 “青春有你” 为

名， 初衷是为一个个心怀艺术追求的

年轻人铺展理想起飞的平台。 而近年

来， 也的确有一部分未来之星通过此

类通道绽放个体魅力、 打开表达价值

的空间。 但遗憾的是， 本应昂扬青春

正能量的节目， 却因粉丝集资、 彻夜

打投、 网络暴力、 流量造假等乱象丛

生， 偏离正轨。

应该说， 无论是 “倒奶打投” 的

浪费现象， 还是相关练习生陷入涉嫌

违法的舆论漩涡， 都不是节目为博出

位而刻意为之的设计。 但平台方在制

作时导向意识不强、 自查自律的主体

责任缺失， 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甚

至， 在某些问题被曝光之初， 平台方

贪慕流量获益， 试图睁一眼闭一眼蒙

混过关。 殊不知， “导向是金不换”，

对所有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而言， 一

旦赛道偏航、 价值导向缺位， 节目终

会有触礁之时。 至于主打青春造梦的

选秀综艺， 要让青春乘风破浪， 必先

校正价值的航向。

此刻， 节目已被紧急按下暂停键，

平台方是时候痛定思痛了： 一场本该

是青春飞扬的旅程缘何一步步将年轻

人带入了 “沟渠”？ 恐怕霸道的资本捆

绑 、 扭曲的流量思维 ， 都难辞其咎 。

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年随着选秀类节

目大受年轻人欢迎， 经纪公司、 平台

方、 商业主纷纷盯上了利益蛋糕， 他

们凭流量而来、 唯流量而去。 而在资

本的推手下 ， 年轻的粉丝群体 “氪

金”、 打投， 用超越理性范畴的时间与

金钱为所谓的青春梦想买单。

这一次， 事态看似一夜爆发， 深

层次的原因是平台方在导向的阀门 、

价值的引领上的失控。 鼓励买奶投票，

看似支持赞助商的正常消费行为， 可

一旦失去理性的边界， 公平的票选质

变为 “花钱买投票” 的拜金逻辑。 这

绝不是制作节目应有的取向。

真正优秀的节目当以质取胜。 把

好责任关、 导向关、 内容关， 才能以

清朗健康、 积极向上的内容回馈观众、

引导粉丝。 而今， 要纠偏扭曲的票选

逻辑， 只有从源头上规范各大视听平

台、 经纪公司等， 也只有从源头遏制

畸形的 “基因”， 方能切断畸变传递，

方有可能让 “偶像” 回归应有之义。

愿所有制作同类节目的平台都能

意识到， 唯有以正能量的赛制与赛道

校正价值航向、 约束用户的行为边界，

这样的 “青春有你” 才能神采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