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旸

■聚焦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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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游旗下爆款游戏《原神》里那尊三米高的岩神像，

曾在桂林景区引发玩家“朝圣”热潮，这家游戏公司位于上

海的办公区域，同样有座岩神像“遥相呼应”，吸引不少拥

趸前来打卡合影；《恋与制作人》联名IP主题咖啡店因李泽

言、白起等虚拟偶像的高人气“加持”，营业额拉动效应显

著……第19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即将在沪揭幕，上海一批新兴游戏企业探索游戏IP版权开

发，激活二次元产业的长尾效应，再度引发关注。

随着游戏衍生品市场规模划出上扬曲线 ，“动漫游

戏+文旅”联动模式在国内日渐升温。 有专家指出，游戏IP

与文旅产业的双向内容赋能，为传统景区解锁营销新思路

的同时，撬动了更广阔的IP授权市场。 从浅层冠名到深度

融合，更多“破圈”案例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游戏生态吸引

Z世代群体的文化密码。

打破次元壁垒，游戏场景与景区空间
“虚实共振”

“我渴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看看大自然中的岩之瞳。 ”在

海外社区平台上，一位外国玩家的留言获得高赞。 所谓岩之

瞳，就是散落在游戏《原神》地图各处的采集物，能为冒险中

的旅行者提高体力上限。 当岩之瞳、岩神像、传送锚点从虚

拟游戏“复活”到5A级景区地标，两眼放光的忠实玩家们忍

不住从线上“打卡”到线下。

“虚实共振”的仪式感，正演变为近年国内年轻一代前

往游戏名作名场景打卡巡礼的潮流，也打开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游戏与文旅跨界融合的大门。 比如，米哈游陆续与张

家界、黄龙、桂林等旅游景区联手，打破现实与游戏间次元

壁，将游戏场景的山水设计与景区文化内涵深度“绑定”，

形成互为表里的紧密关联。

“这正是《原神》新文旅联动能够获得成功且难以复制

的原因。 跳出单一营销冠名，我们更希望游戏本身成为优

质IP的起点，实现游戏角色与实景的巧妙融合，激发玩家

自行传播并形成IP破圈效应的文化输出。 ”上海米哈游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业务负责人吴頔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谈到景区的反馈：之前当地旅游队伍以“老年团”为

主，融入游戏元素设定后，景区“画风”突变———不少95后

00后群体争相前来 ， 有的还穿上心仪角色的服装表演

cosplay，“考据”现实场景与游戏体验的异同点，上传到社

交平台后激发新一轮旅游攻略讨论。 比如，岩神像是璃月

岩王帝君的塑像，在现实中亲手触摸到岩神像对喜欢钟离

角色的玩家而言，有更进一层的沉浸式亲切感。

除了为景区探出“打卡”新路，沪上游戏IP也助力提升

城市软实力。 前不久，共青团上海徐汇区委员会携手米哈

游，以《原神》为载体，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旅游等主

题，让游戏IP“反向出圈”。无论是纸手工灯、剪纸等上海非

遗艺术，经二次创作栩栩如生呈现游戏人物、场景、道具，

还是乔家栅糕点将游戏内菜品与传统月饼、烧卖、糯米相

结合，打造出“声香味”俱全的莲花酥、江湖百味、四方和

平，都令人耳目一新。同步推出的旅游地图联名款，将游戏

动漫形象“派蒙”穿插于“徐家汇源”“魅力衡复”“艺术西

岸”“古韵龙华”等文旅地标汇编成的Q版地图，不少玩家

和年轻粉丝按图索骥，游戏角色变身“星推官”释放出二次元特有的魅力。

捕捉网生代社交诉求，引发多圈层用户情感共鸣

作为影响力日趋扩大的文化艺术形态， 游戏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止

于简单的数字娱乐，更成为连接用户、链接情感、连线公益的“社交虚拟货币”，

捕捉Z世代情感交流的多元诉求，引发多圈层用户共鸣。

以上海叠纸科技旗下手游《恋与制作人》《闪耀暖暖》为例，游戏中的“二次

元男神”现身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品牌咖啡店，成功“导流”一波波线上用户。 这

些高人气主题咖啡厅会根据游戏角色形象和相关元素进行设计布置， 定制主

题套餐、限定饮品、游戏周边等，拍照互动区域将二次元与现实世界融合，吸引

前来打卡的顾客与角色合影。女性玩家不光能点一份“许墨套餐”，和真人比例

立牌甜蜜合影，还能约上三五闺蜜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周末，解锁休闲社交新

选项。 此外，《恋与制作人》还让游戏角色“空降”故宫，通过拍摄创意Vlog方式

带用户一路游览太和殿、畅音阁、御花园、角楼等，在宫墙间寻觅“御猫”身影，

以愉悦轻松的方式了解故宫历史，也为传统文化“破圈”传播注入新活力。

相关负责人谈到，与文旅餐饮服务业的跨界联动，将原本存在于游戏中的

浪漫延续到日常场景消费中，凸显了品牌记忆点，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同时，

为用户提供IP与现实相结合的奇妙体验，将虚拟陪伴拓宽到线下拥有“同款”

的满足感，大大提升游戏版权开发的服务“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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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中，什么样的“她思考”
“她力量”值得守护与点赞？

《北辙南辕》《我是真的爱你》《我在他乡挺好的》三部展现女性群像
电视剧同步热播口碑两极化，热议剧情之余更带出全民话题———

“女性题材”正成为影视剧市场的

“香饽饽”。 眼下，就有《北辙南辕》《我

是真的爱你》《我在他乡挺好的》 三部

电视剧扎堆播出。令人欣慰的是，告别

了过去婆媳剧与宫斗剧中斗狠扯皮的

狗血情节， 这些剧集致力于呈现更为

独立自信、丰富立体的当代女性形象，

直击职场妈妈产后抑郁、 异乡租房不

慎遭遇“黑中介”等生活“痛点”，也展

现女性乐观互助、独立自强的一面，引

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欣慰之余， 观众还有着期待与不

满足：《北辙南辕》 有着生活化的逗趣

台词， 却用大房豪车名牌服饰掩盖了

生活场景的真实质感 ；《我是真的爱

你》 将职场女性遭遇的生育风险与现

实困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却将戏剧冲

突囿于“丁克族”与“职场妈妈”两者身

上。 因而，在热议剧情的同时，也带出

更进一步的话题———在直面现实 “痛

点”，带来剧情“爽点”的基础上，我们

希望看到怎样的“她思考”“她力量”？

“她首先是一个职业女性，让我们

看到不仅作为女性这个性别的无可取

代，更为社会所用，以出色的能力在故

事中拥有熠熠闪光的时刻。 其次我们

能够看到她的情感生活， 不再拘泥于

家庭伦理， 而是呈现出更多元的情感

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给

出的答案， 一定程度上道出当代观众

对于影视女性形象的“理想型”。

4.7VS8.3，口碑两
极化背后是观众对女性
题材期待的不断提升

同期播出、又都是展现女性群像，

《北辙南辕》与《我在他乡挺好的》口碑

却呈两极化。 前者虽是名导冯小刚的

第一部电视剧，又集结刘晓庆、徐帆、

王珞丹等知名女星主演，再加上黄渤、

宋丹丹等人的客串， 却只收获 4.7 分

的豆瓣评分。后者没有过多宣传，任素

汐、 周雨彤和金靖等主演的人气更不

比《北辙南辕》，却在播出后火速赢得

8.3 分的高分。

在不少观众和剧评人看来， 两者

的不同境遇， 很大程度上源于是否如

实呈现了生活。

《北辙南辕》中生意培养感情全靠

饭局。海归女戴小雨情场失意回国，一

顿饭凭好酒量便得到了工作。 初出茅

庐，她便凭一席话、一杯酒让金牌经纪

人妥协， 成功令资深男演员成为新人

男演员的配角。而她的妹妹、“十八线”

演员鲍雪则通过饭局结识了投资人尤

珊珊。一顿饭的情谊，便让尤珊珊带她

去了马场体验。没过几天，又是硬要借

钱拉她入伙开餐厅。饭局之外，更不必

说满屏的豪宅、名车、高档餐厅。 如此

悬浮的设定和空洞的剧情， 难怪被观

众吐槽为“北京小时代”。

同样在北京打拼 ，《我在他乡挺

好的》里的女孩则要面对生活的一地

鸡毛。一天的紧张忙碌从挤地铁开始，

随后的剧情中，被老板无故辞退、被黑

心中介骗走房租无家可归甚至是独

自治疗癌症的痛苦接连上演。 直击这

些现实生活， 能够引发异乡打拼年轻

人共鸣的痛点， 主创却并不着意于渲

染焦虑“卖惨”，而是以女性守望互助

之光照亮彼此，感染观众。胡晶晶在生

日当天被辞退， 却挡在遭遇暴力搬家

的朋友身前。 面对街边陌生孩子的求

助，一声“姐姐”便搭进一件衣服。同样

在女孩子中扮演“大姐大”、事业有成

的纪南嘉，没有《北辙南辕》中投资人

尤珊珊千万级资产的雄厚财力和丰富

的娱乐生活，面对癌症侵袭，她可以对

父母守口如瓶， 却倒在妹妹怀里失声

痛哭。

《北辙南辕》被批“炫富”“悬浮”、

对真实失焦的背后， 归根结底是创作

者缺乏对女性题材的尊重。 尽管押中

了女性题材，但觥筹交错、浮光掠影让

女性互助主题止步于 “酒肉朋友”，难

见患难真情。 以逗贫生活化却缺少内涵

的台词推进剧情，使之更像是女版的《男

人帮》， 透露出一种创作的油腻和投机。

对其嗤之以鼻， 也恰恰印证着观众的成

长———离开真诚的创作态度和扎实的生

活基础， 妄图以浮皮潦草的创作收割女

性题材“红利”已不再奏效。

答好女性题材这张考
卷，展现痛点之上还抛出
更深刻的思考

“女性题材不是近期才热起来的。放

眼全球市场， 不管是在影视还是游戏行

业， 女性题材正得到进一步的聚焦和开

掘。 ”在杨俊蕾看来，女性不但在社会发

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也是消费

主力、看剧主力。因而主创也意识到女性

题材作为叙事新元素， 能够为影视剧带

来的新鲜感和市场价值。在此背景下，女

性题材热，可以说是一种顺势而为。

正因热门， 近两年的女性题材作品

也暴露出创作者的盲区与短板。 《欢乐

颂》 系列的爆火，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

时，却也因剧中精英对金融、法律行业的

展现漏洞百出而遭到质疑。 《我的前半

生》里，袁泉一改红唇、恨天高、走路带风

的符号化呈现， 以克制的表演风格塑造

出一个充满魅力的精英女性， 然而剧中

罗子君依靠男性获得所谓“独立自强”的

剧情走向却让观众大感失望。 《三十而

已》里难得地将全职主妇所承担的事业、

教育、生活等隐形压力曝光于台前，却因

涉及婚内出轨的狗血剧情， 让观众模糊

了关注焦点。 更不要说一众披着 “大女

主 ”外衣的宫斗 、宅斗 、行斗剧 ，打的是

“励志”旗号，行的却是物化女性、扭曲价

值观之实。

对于这些盲区短板， 当下播出的剧

集有了一定的提升。同是女强人形象，比

起在《欢乐颂》因缺乏专业知识而被群嘲

的 “安迪式做空 ”，刘涛在 《我是真的爱

你》中饰演的“丁克”高管面对母婴市场

因盲目自信也难免遭遇挫折。《我在他乡

挺好的》 中的女性遭遇尽管让观众直呼

“泪崩”，但没有一味贩卖焦虑。面对男友

送的假名牌包， 女孩从被欺骗的愤怒过

后，也看到自己的虚荣。 然而，在打破刻

板印象、 塑造符合时代的榜样女性形象

上，观众还有着更高的期待。

“娜拉走后怎样？ ”《玩偶之家》问世

不到50年后， 鲁迅便在刚刚摆脱封建帝

制的中国，敏锐地提出这一深刻议题。百

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创作者又该以怎样

的“她思考”回应新的社会议题？ 又该塑

造怎样的新时代女性角色， 为现实生活

中的女性传递坚实而有力的“她力量”？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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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来袭，打卡美术馆是对莫奈和夏加尔的“降维打击”吗
最近一段时间， 海外艺术特展在

申城迎来“神仙打架”般的超强阵容：

泰特、蓬皮杜、莫奈、夏加尔、米罗、康

定斯基等一众令人振奋的名家名馆齐

齐报到！连日来，观展人流之火爆以及

社交网站上出镜之频繁， 无不见证着

申城观众对于世界艺术“顶流”资源的

浓烈兴致与旺盛需求———于艺仓美术

馆开展近一个月的“扎哈·哈迪德建筑

事务所特展”， 观展人次突破四万；正

于西岸美术馆举办的“抽象艺术先驱：

康定斯基” 特展， 七折早鸟票推出当

日， 销量即突破5000张；7月31日将于

久事美术馆揭幕的 “爱即色彩———马

克·夏加尔展”， 首批开出的3000张票

不到一小时就已售罄……

在业内看来， 观众的热情是促成

高端海外艺术特展热衷于造访申城的

重要原因之一。 但只有懂经的观众越

来越多， 才能促成展览之于城市文化

艺术氛围的良性循环。艺术评论家、上

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傅军坦

言， 应当让高端海外艺术特展资源物

尽其用， 真正成为提升一座城市大众

审美、艺术素养的引擎。如果仅将这类

展览当成拍照打卡地，是对它们的“降

维打击”，不利于真正形成优质特展的

良性循环； 那么办展方如何以多样化

的方式引领观众看懂展览， 辅以更生

动、妥帖的公众艺术教育，是世界著名

艺术展“扎堆”来沪摆在业内人士面前

的一道“附加题”。

从写实到抽象，从绘
画到建筑，这一波“顶流”
艺展切中多样化审美需求

国人耳熟能详的海外艺术大师，

通常限于莫奈、梵高等少数几个名字。不

过， 申城最近一波海外名家名馆艺术特

展所展开的艺术视野，远不止于此，切中

的可谓多样化审美需求， 由此悄然提升

着大众艺术素养的“段位”。

莫奈等印象派大师之前的欧洲古典

绘画正为近期申城一些艺术特展所聚

焦， 让人们看到写实绘画经久不衰的魅

力， 感受其所传达的纯粹情感与真实描

绘。 正于浦东美术馆举办的“光：泰特美

术馆珍藏展” 中， 以约翰·埃弗里特·米

莱、 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为代表的

拉斐尔前派被浓墨重彩地予以呈现。 作

为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艺术流派，拉

斐尔前派可谓古典时代的最后一次高

潮，画风唯美，用色清新，写实中透着感

伤。将于8月12日登陆外滩壹号美术馆的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卡拉

拉学院藏品展”，汇聚拉斐尔、贝利尼、提

香、鲁本斯等54件大师真迹，展开欧洲从

文艺复兴到巴洛克、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

主义的宏伟画卷。

以往常被人吐槽“看不懂”的抽象艺

术也高调进入大众视野。 亮相西岸美术

馆的康定斯基特展， 是康定斯基在中国

的首次大展， 亦是他迄今在亚洲最具规

模的回顾展。 以康定斯基为代表的抽象

艺术，对审美提出了更高门槛。百余件展

品均来自法国蓬皮杜中心重磅馆藏，全

面呈现康定斯基里程碑式创作生涯。 无

独有偶，现身浦东美术馆的“胡安·米罗：

女人·小鸟·星星”特展，呈现的也以抽象

艺术为主———西班牙国宝级艺术家米罗

尤为擅长在绘画中用抽象的语言、 象征

的符号和简化的形象， 来表现心灵的即

兴感应。 展览精选自米罗美术馆在巴塞

罗纳的收藏和部分私人收藏， 展示米罗

艺术生涯成熟阶段的60余件经典之作。

就连在艺术领域略显边缘的建筑门

类，如今同样凭借“顶流”大师渐成申城

艺术特展中引人注目的一支。 前不久于

复星艺术中心结束的“安藤忠雄：挑战”

特展， 在两个月展期内吸引15万人次观

展；近期“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特展”

登陆艺仓美术馆， 这是普利兹克奖首位

女性获奖者扎哈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大型

特展， 回顾过去40年间扎哈建筑事务所

作品的演进轨迹， 让人们感受作品中锐

意创新、启迪灵感的主张。

让优质艺术资源物尽
其用，真正成为提升大众
审美、艺术素养的引擎

全球疫情尚未停歇之际， 申城能汇

聚如此多高规格的海外名家名馆艺术特

展，实属不易。 连日来，人们对于这类展

览显现的高涨热情俨然让它们成为 “网

红”，有人专门蹲点早鸟票，下手绝不迟

疑，某些展已催生出“二刷”“三刷”党。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每个展览都有诸多网

友提炼出的最佳拍照打卡“名场面”———

在莫奈和印象派大师特展， 是两米高的

《睡莲》、三米长的《紫藤》；在安藤忠雄特

展，是营造出沉浸式体验的“水之教堂”

“光之教堂”以及馆外巨型的青苹果艺术

装置；在康定斯基特展，是复原的一组门

庭壁画；在泰特特展，是撑起一个“展中

展”的镇馆之宝———米莱《奥菲莉娅》。

从打卡式观展进阶到高质量观展，

一方面，需要办展方强化导赏意识。上海

大学博物馆副馆长、 上海美术学院副教

授马琳留意到， 在海外名家名馆艺术特

展拍照打卡的观众并非对艺术不感兴

趣。这样的观察，来自前段时间她与几位

专家在“莫奈和印象派大师”特展进行的

一次时长两小时的导赏。“起初我们步入

展厅时，的确很热闹，不少人都在忙着拍

照，可当我们沿着展线边走边讲解起来，

展厅慢慢变得特别安静， 很多观众围拢

过来，汇成越来越壮观的人流。有人听完

全程后还迫不及待地问， 下一场导赏会

在什么时候。”这样的切身感触让马琳感

叹，围绕重磅引进特展，为观众指点迷津

的公教活动尤为必要，做到位了，观众不

会无视。

另一方面， 需要观众用心而不是用

镜头走进优质特展。 艺术欣赏讲究面对

真迹的实感。原作的肌理、气息、年代感、

完整度等等， 都与透过大大小小的显示

屏传递出的迥然不同。 “面对大师真迹，

需要一些敬畏。这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感。

只有沉下心慢慢体味艺术， 才能渐渐打

开通往艺术的大门， 甚至不必纠结于懂

与不懂，艺术理解没有标准答案，只管去

感受。”傅军认为这样一种高质量观展氛

围的建立，需要时间，有赖于更多的人不

抱着“轧闹猛”心态观展才能共同促成。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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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约翰·埃弗里特·米莱

《玛丽安娜》，浦东美术馆“光：

泰特美术馆珍藏展”展品。

▲夏加尔《黄色

背景上的恋人 》，将

亮相久事美术馆“爱

即色彩———马克·夏

加尔展”。

荨胡安·米罗

《2+5=7》，浦东美术

馆 “胡安·米罗 ：女

人·小鸟·星星”特展

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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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辙南辕》

《我是真的爱你》

《我在他乡挺好

的》 热播，“女性

题材” 正成为影

视剧市场的 “香

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