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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崇德尚艺，仅有承诺还不够
王彦

昨天，80余位艺人自发签署《自觉践

行崇德尚艺 努力做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承诺书》，并号召广大同行为年轻一代树

立榜样。承诺包括：坚决抵制违法失德劣

行，争做新时代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坚

决抵制恶俗粗劣表演，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创作导向； 坚决抵制歪曲事实恶意炒

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这是今年以来在郑爽、吴亦凡、张哲

瀚、 霍尊等明星艺人毁于自身违法失德

行为后， 第一批站出来敢于向大众承诺

严于律己的演艺从业者。 我们为之鼓掌

的同时必须强调， 拧紧守法崇德尚艺

之弦，艺人们的承诺书只是个开始，知

行合一更为关键。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近年来， 所

谓明星艺人违法失范的事件不在少

数。 知名影视演员学术造假， 知名相

声演员拿民族伤痛抖机灵， 知名歌星

沾毒， 至于情感纠纷引发的私德问题

更是不胜枚举。 斑斑劣迹， 不仅让演

艺界坐实 “贵圈真乱” 的调侃， 相关

艺人得到的教训也不可谓不深刻， 许

多还拖累了集体努力的创作成果。 然

而， 前车之鉴如此多， 2021年依然连

发让社会震惊、 令人愤怒的艺人负面

新闻， 突破了法律底线、 民族底线、

人伦底线、 道德底线。

上周末， 张哲瀚在日本靖国神社拍

照等行为被曝光。 他对于历史常识的匮

乏、对民族苦难之浑然不觉，都严重伤害

了民族感情、突破了民族底线。事关民族

大义，所有此前合作品牌、作品出品方都

迅速与其划清界限；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亦发公告，要求行业对其进行从业抵制；

他本人及其工作室的微博、 抖音等社交

账号被注销， 连他赖以成名的网剧也删

除其出演信息，各大平台查无此人。就在

昨天，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

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

批准逮捕；全网全平台下架与之相关的影

视综艺作品。 一时间，网友拍手称快。

复盘吴亦凡和张哲瀚的案例———作

为文艺工作者， 他们以艺术作品弘扬中

国文化的基本职业作用无从谈起； 作为

公众人物， 对传递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职

责置若罔闻； 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

“顶流 ”， 触犯法律底线 ， 造成极其恶

劣、 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事实上，

罔顾法纪、 恣意妄为、 金钱至上、 随心

所欲的所谓 “明星 ”， 终难逃 “脱轨 ”

“翻车” 的结局。

是什么让他们自以为有资源、 有流

量，就可以没人品、没底线？ 青年艺人培

养机制中， 长期缺失德之教育、 法之训

诫、核心价值观之要求，长期疏于思想学

习和清醒自律，“前有劣迹艺人倒下，后

有来者跟进”才屡屡发生、让人扼腕。

殊不知， 真相与正义不会缺席， 法

律必会制裁违法者， 行业也难容失德失

范者。 德不配位的明星如同泡沫， 飞得

再高， 也终会破灭， 任性妄为终会脱轨

而出。

文以载道， 艺以修身。 在中国， 文

艺从来不是仅仅提供消遣娱乐的小事，

而是关乎修齐治平。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

刻指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

现在， 当接二连三的演艺从业者违

法、失德，全行业已到了必须警钟长鸣、

自查自省的危急关头。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对于行业，必须进一步严格执行相关

规定， 绝不为劣迹艺人提供出镜发声的

机会， 向全社会亮明对一切失德失范乃

至违法行为“零容忍”的坚决态度。

对于每个从业者，更应当引以为戒。

须知，光环越大，责任越重，流量越大，使

命越大。作为面向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

群体影响广泛的特殊行业， 演艺从业人

员应当从思想上时刻拧紧守法崇德尚艺

之弦，应当把彰显主流价值观、弘扬社会

正气、树立正能量标杆，当作做人从艺一

生的追求。惟其如此，才可能真正担起文

艺引领风气的社会责任， 才有资格成为

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

清名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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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电影《黑寡妇》主角斯嘉丽·约翰

逊与迪士尼之间的纷争已经持续了半月有

余， 前者控诉公司擅自将新作同步流媒体

上线，后者则指责演员的起诉冷酷无情。此

举不仅在基础庞大的漫威粉丝群引发热

议，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奇甚至也站出来

发声，表示对于迪士尼的回应感到“愤怒和

羞愧”。这番你来我往的最终结果尚未有定

论， 却折射出漫威被迪士尼收购后面临的

尴尬境地：在流媒体的强势倒逼下，漫威电

影宇宙已经岌岌可危。

姗姗来迟，《黑寡妇》票房低迷

七月上旬，由凯特·绍特兰执导，斯嘉

丽·约翰逊主演的漫威超级英雄单人电影

《黑寡妇》正式上映。作品聚焦“黑寡妇”娜

塔莎·罗曼诺夫的个人经历，讲述她成为复

仇者联盟成员前的黑暗过去。然而，该片不

仅口碑欠佳，漫威迷们也并不买账，缘起便

是因为这部电影来得实在太晚了些。

与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同属“漫威

宇宙”的初始成员，“黑寡妇”的单人电影已

经比其他单人作品迟到了十年。 更令人诧

异的是，“黑寡妇”在2019年上映的《复仇者

联盟4：终局之战》中为获取灵魂宝石已经

“完结”， 在系列电影青黄不接的时间点推

出该角色的前传影片， 让作品很难不被认

为是鸡肋。有影评人指出，《黑寡妇》已经沦

为迪士尼的赚钱工具。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黑寡妇》登陆院

线过后两天， 这部电影也上线迪士尼流媒

体平台迪士尼+。 如此紧凑的时间差让主

演斯嘉丽·约翰逊相当震惊， 根据其说法，

这与此前签订的仅限院线上映的合同截然

相反。而据预计，这个做法将让演员损失高

达5000万美元的票房分红。 迪士尼则对此

回应表示：“这项诉讼毫无意义， 斯嘉丽的

起诉令人悲伤和心痛， 她无情漠视了新冠

病毒对全球造成的可怕而持久的影响。除

了她迄今已经收到的2000万美元 ，《黑寡

妇》 通过迪士尼+的发行显著加强了她赚

取额外利润的能力。”

截至目前，《黑寡妇》 全球累计票房近

3.7亿美元， 成绩在漫威宇宙中位于倒数

段， 不佳的评分和意外的争论也让影迷对

“后复联时代”的漫威电影打上了一个大大

的问号。

向流媒体低头，好莱坞电
影面临剧集化

与前途不明的漫威电影们相比， 漫威

剧集反而相当高产，从今年起，观众已经陆续看到《旺达·幻

视》《猎鹰与冬兵》《洛基》三部作品播出，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也正是“斯嘉丽事件”的核心———迪士尼+平台。

近年来，好莱坞各大影视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流媒体，

拥有广泛号召力的大IP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迪士尼自然不

肯放弃手中已自成体系的漫威资源， 投入重金打造相关剧

集。这些作品带给平台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

便是推动平台用户订阅数量突破1亿大关。 目前，《洛基》已

占据平台收看人数排行的头把交椅，且从《洛基》开始，迪士

尼+为避开大多数电影的首映时间， 将原创剧集的播出时

间从周五提前至周三。

与此同时，迪士尼的“厚此薄彼”对漫威电影的伤害也

一目了然。影迷们都知道，漫威电影宇宙是通过人物和故事

间的勾连并辅以彩蛋架构起来的， 如此设置同样出现在剧

集中，如同《猎鹰与冬兵》与《黑寡妇》的第二个彩蛋之间的

联系，以及《旺达幻视》与《洛基》中关于《奇异博士2》的线

索。然而当大银幕和流媒体出现联动后，不可避免将发生观

众群的分割。随着漫威宇宙新阶段的开启，粉丝们是不是只

有看过剧集，才能看得懂电影呢？

业内人士认为，迪士尼同步上线《黑寡妇》只是提前收

取了作品的价值利益， 毕竟只要未来迪士尼还会向院线投

放电影，那么直接打破窗口期就势必不是一个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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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部舞蹈精品“云聚”申城
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舞新生力量

本报讯 （记者宣晶）36部中国当代舞蹈

精品“云聚”申城，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专业人士共同参与， 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当

代舞蹈新生力量。 昨天，第七届“青年舞蹈人

才培育计划”暨第二届当代舞蹈双年展（以下

简称“双年展”）在上海拉开帷幕。考虑到疫情

防控，本届双年展采取线上方式开展。

其中， 剧目展映和舞蹈影像通过哔哩哔

哩网站独家播出， 带给观众多元化的观演体

验。 与此同时，主办方搭建专题网页，广邀来

自英国萨德勒之井剧院、 英国老地方舞蹈中

心、英国舞蹈伞舞蹈节、欧洲青年编舞网络平

台、法国夏洛宫国家剧院、葡萄牙波尔图市政

剧院、 以色列苏珊娜德拉尔艺术中心等的全

球舞蹈专业人士在线互动交流， 为中国青年

舞蹈艺术家“走出去”作准备。

在中国当代舞蹈的发展历程中， 上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断涌现出优秀舞者与作

品 。 2019年 ， 首届当代舞蹈双年展在沪举

办， 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国

际知名剧院节目策划人及舞蹈节艺术总监

参与。

本届双年展的36部参展作品风格各异，

既有传统中国肢体语汇的当代呈现， 也有对

现代生活的深度思考。比如，《俑》系列以汉代

舞俑的想象为主体，建立鲜活意象，从另一个

角度审视自我；舞蹈剧场《三岔口》改编自同

名京剧作品，将“武戏”变为“舞戏”，延伸出更

具当代意味的思考；《熵》 将舞者身体视作物

理性材料， 呈现其在各种关系场景中建立并

演化的秩序规则……“希望通过双年展，让更

多舞者在青春年少的状态里， 展现对人类未

来的热情、激情和感想。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罗斌说。

本届双年展专门策划了舞蹈纪录片、舞

蹈影像作品展映， 让观众领略舞蹈艺术与新

技术跨界融合的成果。这之中，既有基于舞台

作品的影像化重构， 也有从编创之初就与影

像媒介深度融合的作品。 比如， 舞蹈纪录片

《悠悠视界》将镜头对准同名舞蹈剧场的创作

过程， 为观众勾勒出这部素人作品诞生台前

幕后的故事。 舞蹈影像《合》从中国传统文化

中汲取灵感， 借由影视拼接技术让舞者在中

国与苏格兰不同时空腾挪， 传递出对人与城

市、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独特思考。 据透露，

该作品后续还将添加语音说明， 推出服务视

障人士的口述影像版本。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舞蹈影像在全球舞

蹈界的发展方兴未艾， 其重要性在舞蹈编创

和表演实践的创新中日益凸显。 此次多部舞

蹈影像作品在线上集中呈现， 让观众感受当

代中国舞蹈艺术家在题材选择、创作方式、传

播模式等方向的努力和探索， 也彰显了上海

在全球舞蹈界的独特地位以及城市软实力的

神韵魅力。

从“好声音”到“新声音”，不妨留给新作多点沉淀时间
音乐综艺 《2021中国好声音》《明日创作

计划》近日相继开播，人们发现：这一季，两档

节目不约而同地主打音乐原生力， 不少新人

歌手带着他们的原创歌曲亮相舞台。 这无疑

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不过节目效果

多少打了些折扣———新人歌手演绎的原创歌

曲少了一些“鼓动人心”的记忆点，两档节目

暂时还没有形成现象级的“爆款”。

业内人士指出， 这是听众审美不断提高

的体现———随着各大平台演唱节目的井喷，

人们对“好声音”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特色

不够鲜明，将会很难得到认可。 另一方面，能

一下子“火”起来的音乐新作毕竟是少数，尤

其是当新人名不见经传时。事实上，过去曾蒙

尘的好歌， 经由他人翻唱或在眼下社交平台

传播而重新翻红，并非孤例。 因而，不妨以更

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眼下音乐综艺中的新人，

也给更多新作沉淀成金曲的时间。

音乐新人带着原创作品
前来，却被观众嫌弃“让人记
不住”

十年前，音乐真人秀《中国好声音》横空

出世。 最初，它是一档主打选手唱功的综艺。

以第一季为例， 很多风格鲜明的歌者粉墨登

场———具有独特摇滚范儿的梁博， 把民族风

格融入流行音乐的吉克隽逸， 台风独特的吴

莫愁，还有金志文、张玮、多亮、金池、张赫宣、

袁娅维等， 个个唱功了得。 当节目行至第十

年，随着越来越多老歌被演绎成不同版本，为

了避免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中国好声音》开

始逐步尝试挖掘原创作品， 以期拓展国内音

乐界的生命力。

愿望是美好的，这却让一部分曾经的“好

声音” 忠实观众感到不适应。“节目组难道不

知道前两季能火是因为什么吗？ 不仅选手出

色， 而且选的歌大部分是普通观众耳熟能详

的。”有网友在某评分网站上这样犀利留言。

事实上，节目首秀阶段已近尾声，能给人

留下较深印象的两位选手， 均是翻唱别人的

歌。22岁的伍珂玥用粤语翻唱梅艳芳的《蔓珠

莎华》，她的中低音沉稳且充满辨识度，在歌

曲处理上没有刻意模仿原唱。 当舞台灯光散

落，她略带沙哑的声线、细腻的咬字和一颦一

笑都充盈着复古韵味，被网友称赞“自带故事

感和氛围感”。王泓昊演唱了白举纲的《阿尔兹

海默的爱》，他有着深沉的声音、充满共情力

的演唱，以及对低音和高音成熟的处理能力。

相比之下，虽然新疆选手Step.jad依加凭

借一首原创R&B曲目《都不懂》让八个导师都

为之“转身”，名叫时尚的选手以三首风格各

异的原创作品《尽快伤害》《在那么多人之中》

《反正》征服了现场观众，而更多带着原创作

品前来的歌手，却被观众嫌弃“让人记不住”。

“新声音”难获即时认可，但
或蕴藏中国音乐的未来

无独有偶，行至第五年的《明日创作计划》，

亦将寻找挖掘新一代的原创音乐创作人才作为

己任，展示不同地域“野生野长”的原生态音乐

风格，呈现生动的本土青年文化音乐图鉴。

然而，相比“新声音”，不少网友认为现有金

曲更能引发共鸣。 回首过往走红的音乐综艺选

手，不乏靠翻唱“出圈”的，比如陈冰演唱了五月

天的《盛夏光年》，徐歌阳演唱逃跑计划乐队的

《一万次悲伤》，周深演唱了齐豫的《欢颜》……

不能否认， 新人的原创新作想要获得听众

共鸣，难度也要比对金曲进行“二度加工”大得

多。早在2015年，歌手苏运莹曾带来自己创作的

《野子》参加《中国好歌曲》。 该作品有着美妙旋

律和诗意歌词，歌者情感表达真挚、声线充满爆

发力。就算是这样一首佳作，在亮相节目的最初

也没有马上爆红。 但好作品和优秀的音乐人终

究是会发光的———通过《中国好声音》晨悠组合

青春逼人的翻唱，很多人知道了《野子》这首歌；

之后凭借参加另一档综艺《我是歌手》，苏运莹

本人的创作才华也被更多人所知晓。

业内专家指出， 推新人新作或许会暂时损

失掉节目的一部分流量，但从长远来看，对音乐

生态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这些新生的原创作

品里，也许蕴藏着中国乐坛未来的希望，它们经

过打磨和沉淀，也有成为明日金曲的可能———前

提是，这些作品是被用心谱写、制作和演绎的，

以及有更多平台愿意为它们提供展示的机会。

荨谢欣舞蹈剧场《熵》

荨舞蹈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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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李洁

漫威电影新作 《黑寡妇》 剧照。

《明日创作计划》 行至第五年， 亦将寻找挖掘新一代的原创音乐创作人才作为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