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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节，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
司指导，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联合优酷、
腾讯、爱奇艺三大平台联手推出的首个网络电影春节档，
在万众期待中拉开大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 2021 院线电影春节
档票房再创新高的大背景下，2021 网络电影春节档的举
办格外受到瞩目。最受关注的当属大年初一当天，三大
平台选择用联播的方式推出了 《少林寺之德宝传奇》 和
《发财日记》 两部强 IP、强类型、高国民度明星主演

的电影，两部电影均以单片付费形式播出。除了这
类以单片付费模式网络发行的新片之外，此次网

络电影春节档还囊括 《吉祥如意》《紧急救
援》《拆弹专家 2》 等院线热门大片，以及

精品网络电影和院线电影纪录片等众多
优质内容上新。三大平台根据各自特

点策划了不同专题，推出首播、独
播影片以及限免展播影片。

多样化的主题和内容，
增强了春节期间优质网络

视听节目供给，更好地满足观众日益多元的影视文化需
求，让广大就地过年的民众享受更加丰富的视听盛宴。除
了春节期间的积极影响，从长期来看，2021网络电影春节
档的举办也将成为网络电影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020年，
全球电影发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国内电影市场也发生急
剧变化。发展7年的网络电影逆势增长，全年近80部网络
电影分账破千万，在票房、口碑、影响力上迎来指数级飞
跃。网络电影愈发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从网络大电影到网络电影再到网络电影春节档，不论
是制作体量的升级还是内容的多样化、精品化，抑或是商
业模式的创新，网络电影正在展现出更多可能性。此次网
络电影春节档，仅从 《发财日记》 来看，截至 2月 18日，
在腾讯视频就有8600多万次专辑播放量，数字可观。这种
线上单片付费模式被业内认为是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并有
望反哺到内容创作中去，推动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从这
个意义上说，网络电影春节档的举办，对于推动高品质的
网络电影与院线电影形成合力、做大做强电影市场、促进
文化产业内循环，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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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联合举办的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以云直
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持续进行为期一个多
月、累计 200 小时以上、横跨东西南北中的 《我的

“村晚”我的年》接力直播。活动将全国各地16个省
（区、市）的18个村和社区的“村晚”节目整合在一起，
形成《我们的宝藏“村晚”》《咱们“村晚”精彩多》《农家
院里过大年》《“村晚”云联播》《“村晚”我推荐》《“村
晚”好物市集》等形式多样的专题版块，规模之大、
覆盖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不仅慰藉
了在异乡就地过年游子的乡思乡愁，丰富了节日的
文化盛宴，更将广大农村地区的乡土气息、民风民
情和人文底蕴呈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农民富、农
业强、农村美的中国乡村新风貌。

展示乡韵乡景乡情

“村晚”源于“乡村春晚”。40 多年前，在浙江
丽水市庆元县一个叫月山村的小村庄，几个喜欢文
艺表演的农民自编自导自演了“月山春晚”。此
后，乡村春晚犹如星星之火，在全国燃起了燎原之
势。近年，文化和旅游部大力支持和引导各地举办

“村晚”，对具备条件的“村晚”，通过网络联动，从
区域的“小欢喜”发展成遍及全国的“大联欢”，从
乡村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

《我的“村晚”我的年》 别开生面，既遍地开
花，又汇聚一堂；是线下人民的鼓乐喧天，又是线
上观众的载欢载笑。晚会以央视演播厅为总会场，
并在河北安平台城村、贵州丹寨争光村、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察右后旗等七地设置分会场，以乡村文化为脉
络，通过《紫气“东”来“西”望大地》《盛情“南”却“北”
国风光》《乐在其“中”浓“农”乡情》三个篇章，贯穿东
南西北中。

在山东荣成的晚会现场，蜿蜒入海的堤岸之
上，村民身着红黄相间的服饰有序排列，锦旗随风
招展，几面渔家大鼓遥遥在望，舞狮的队伍等待着
号令，蓄势待发，荣成独特的“三渔文化”，便蕴藏
在这渔民号子、渔家秧歌、渔家锣鼓当中。与大海
共生共舞的渔民，塑造出了独特的石岛渔家锣鼓文
化：鼓体大、鼓面展，敲击的声音苍劲、古朴、沉
厚，据说队鼓、集群鼓方阵队形可达 30余种，人数
逾百人。当渔家子弟满载鱼虾、平安归来时，村民
们便以最热烈的锣鼓声，迎接出海归来的亲人们，
为他们祈福，也祈求一年的丰收和平安。

在贵州丹寨的分会场上，“魅力村寨中国节、匠
心传承过大年”成为当地“村晚”的主题，盛装打
扮的苗族村民和文化志愿者们一起表演了苗族古
歌、锦鸡舞、铜鼓舞等传统非遗歌舞节目，其中的
锦鸡舞更是被誉为黔东南的“东方之舞”：苗族姑娘
们在黔东南青山绿水的映衬下，云髻高绾，头戴锦
鸡银花，身着百褶裙、锦鸡刺绣，时而漫步轻盈，
时而翩翩展翅，颈上的银饰在舞动中闪耀有声，这
支美丽的舞蹈，讲述了苗女娜悠为了拯救族人而牺
牲自我，化作锦鸡携来种子的动人故事。

此外，还有体现川渝文化特色的重庆合川 《变
脸》、彰显南方舞狮风采的广东佛山《龙狮舞动大沥
情》、融合瑶族歌堂歌与织锦技艺的广西富川 《邀
伴》、极具东北秧歌色彩的黑龙江哈尔滨 《东北的
冬》 ……这些由各地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歌舞
节目、民俗表演等，虽然没有奢华的舞台和背景，
没有偶像明星，有的节目甚至“土得掉渣”，但却充
分展现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韵乡景乡情。有的节目
直接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有着村民熟悉的人
和熟悉的方言及段子，折射出乡村文化的深厚底
蕴和发荣滋长的强劲动力。

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缩影

农历是中华文明的自然法则，春节是中华民族
洞悉万物复苏的“秘密”。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
民的生活成为文化艺术的源泉，又在不同的时代
里，构建出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在中华大
地上，许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
依然保存完整；在美丽中国，很多风俗习惯、村规
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

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村晚”，不仅挖掘出

乡 村 文
化 基 因 ，
激发出乡村文
化正能量，满足
了群众文化多样化的
需求，更是当下乡村文
化振兴的缩影，成为凝聚村
民情感、促进乡风文明、带动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的有益探索与创新。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舞台上，“红
红的沙洲”以“全面小康建设”“乡村文旅
融合”为 “村晚”主题，在 《美丽乡村》 的
乐声中展开甜美画卷，又在 《沙洲的春天》《半条
被子暖民心》 的歌曲中传承红色基因：1934 年，三
名红军女战士在长征路上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
临走时，她们不忘将自己仅剩的一床棉被剪下一
半，留给老人。徐解秀老人后来说：“什么是共产
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
老百姓的人。”拥党爱党的沙洲村民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程中，撸起袖子，共同创造了幸福美好
的新生活。

晚会现场，舞蹈 《赶着大鹅奔小康》 引发了当
地村民的共鸣：一群青年人操着当地的方言，在湖
南花鼓的旋律中诙谐生动地展现着赶鹅场景，浓浓
的乡村气息与现代舞融为一体，引出了当代大学生
带领贫困村民养鹅脱贫奔小康的故事。

此外，安徽凤阳的《新花鼓赞凤阳》、宁夏盐池
的说书《喜看盐池新变化》、天津精武的曲艺加摇滚

《这样的好生活》、河南登封的豫剧 《在这里一辈子
我也住不烦》 等节目，通过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
式，结合“引才回乡”“农村扶贫”“数字乡村”等
乡村振兴政策，全方位展现出乡村生活的新风貌以
及百姓们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

农耕是中华文明的底蕴，亿万农民是我们的父老
乡亲，千百万村庄是我们美丽的家园，乡村振兴，是古
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征程上的浴火重生和凤凰涅
槃，而“村晚”就是以这样的主题，从希望的田野走
来，为我们唱响了新时代的春天。

本报电（文纳）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为欢度新春佳
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的 《2021春节戏曲晚会》 分别
于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2 月 13 日大年初二，在央视戏曲频道
和综合频道播出。晚会涵盖京剧、越剧、评剧、豫剧、河北
梆子、秦腔、川剧、粤剧、黄梅戏、淮剧等数十个剧种，各
地区汇集百余位戏曲艺术家精彩亮相。

《2021春节戏曲晚会》打破原有演播室录制模式，回到剧
场空间，选取记录了戏曲艺术百年岁月的北京长安大戏院作
为录制场地。由京剧、粤剧、秦腔、越剧、滇剧五个剧种融
合的新创戏歌《唱响新时代》，拉开了晚会的序幕。京剧《锦
绣女儿》、商洛花鼓 《情怀》、花鼓戏 《桃花烟雨》 聚焦脱贫
攻坚，深情讲述脱贫攻坚战中扶贫干部和脱贫致富带头人的
耕耘与奉献。京剧、川剧、贵州花灯戏合演的《江姐》，重温
红岩精神，谱写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与慷慨豪迈的
英雄气概；京剧 《沙家浜》、眉户 《十二把镰刀》、评剧 《黛
诺》，再现了血与火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鱼
水深情。来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奏者带来的乐器合
奏《北京的金山上》，表达了华夏儿女心系祖国的情怀；歌仔
戏作为连接海峡两岸亲情的重要纽带，倾情上演了讲述邻里
间互爱互助的《三家福》。

戏曲经典唱段的演绎是历年春节戏曲晚会的亮点特色，
《2021春节戏曲晚会》继续秉承这一传统，选取充分展现优秀
传统文化精髓和艺术特色的经典唱段，精心编排、创新呈
现。“姹紫嫣红满园春”展现了传统戏曲在青年一代身上的传
承与活力；“经典重现”“巾帼英雄”体现中华民族保家卫
国、英勇忠义、向往团圆的精神追求；淮剧、锡剧、扬剧、
黄梅戏合演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河北梆子 《寇准背靴》，
广东汉剧 《白门柳》，粤剧 《七月七日长生殿》 等经典剧目，
展现了戏曲艺术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秉承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
则，《2021春节戏曲晚会》 在精彩演绎戏曲艺术“四功五法”
的基础上，注重传统与时代的有机结合。戏曲情景剧 《逛庙
会》，邀请许娣、何赛飞等名家跨界演出，将生动的故事情节
表演，巧妙融入传统戏曲唱段；戏歌 《春天》 将京腔京韵与
芭蕾舞相结合，在动听的旋律和挺立的足尖中静待春来；越
剧 《云水仙缘》 以 《白蛇传》 为原型，以现代视角和全新演
绎再现古老传说；相声 《牛年有戏》 依托曲艺表现形式，让
观众在笑声中领略传统艺术的新时代表达。

图为京剧、河北梆子、秦腔合演《大登殿》。
出品方供图

王征:从龟兹石窟到儒家礼乐
本报记者 郑 娜

《2021春节戏曲晚会》精彩纷呈

汇百戏名家 颂时代新篇

本报电 （传训） 由中国传媒大学“光
明影院”项目团队制作的无障碍年代剧

《老酒馆》 近日上线。2月 12日起，北京市
的视障朋友可以通过歌华有线高清交互机
顶盒“院线”栏目进入“光明影院”专
区，输入身份证件号码认证后，便可免费
欣赏该剧。

《老酒馆》是由秦海璐、陈宝国主演的
年代剧，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

“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谋生计、释大义的
故事。“光明影院”项目团队经过 4个月打
磨，创新无障碍电视剧制作模式，完成了

《老酒馆》无障碍版的制作。
此外，“光明影院”APP计划于今年农

历春节后推出，全国视障人士可以通过
APP，免费欣赏包括《老酒馆》在内的更多
无障碍电影、电视剧等优秀力作。

无障碍电视剧

《老酒馆》上线

6 米长、2 米多高的画布上，数位与真人等高的古代人
物身着玄黄色服饰行礼，远远看过去，俯仰之间自然生动。
走近细看，每个人物的面部线条、衣纹乃至发丝均为一笔一
笔细细勾画——近日，在北京的一处画室，画家王征抓着画
笔，精心勾勒着《儒家礼乐图》的最后几幅画作。

《儒家礼乐图》 是专为山东曲阜尼山大学堂礼厅而作的
大型壁画。整组壁画共 270 多平方米，取意“诗三百”，创
作了近 300 个人物形象，以“启蒙礼”“师礼”“冠礼”“婚
礼”“乡饮酒礼”5个主题来表现相应礼仪内容。

“中国古代表现佛教、道教主题的壁画较为常见，现今

留存得也比较多，但表现儒家主题的壁画却十分少有。用壁
画来表现传统儒家的礼乐观念，此前没有先例可循，缺乏参
考，只能是自己去探索。”王征介绍道。

王征出生于新疆，父母是当年支援新疆的内地工作者。
父辈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直至今日。1993年大学毕业后，王
征进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工作，一待就是9年。古代龟兹
地区是丝绸之路要道，东西方文化艺术在此汇集、融汇、升
华，在美术方面产生了具有鲜明艺术风格、达到高度水平的
壁画艺术。9年里，王征临摹了 300多幅龟兹石窟壁画，并
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引起美术界关注。彼时，《美
术》 杂志前主编、美术理论家王仲看了王征的部分壁画后，
认为他笔下的人物造型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对人体的表现
与东方文化审美相结合，体现出经自然加工后的具有浓郁东
方气息的意象。

离开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后，王征在新疆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工作数年，此后又从新疆来到北京，目前供职于中央音
乐学院。对绘画、考古的专业造诣和对理论、技法的熟练掌

握，使他获得了创作儒学壁画的机会。他大量阅读 《礼记》
《仪礼》《周礼》等文献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融合过往
的艺术积淀，淬炼出 《儒家礼乐图》 每个主题的内容构图、
形象塑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

“礼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仪式化、形式化实践，《儒家
礼乐图》的5个主题既有各自内容，又彼此呼应，构图上强
调每幅画的特点，但整体上又有对称的形式，从而形成变化
的韵律和形象动态的呼应关系。”王征如是阐释自己的创作
理念。从 2016 年构思至今，王征已经投入四五年的时间。
像这么大型的壁画，完全可以请一个团队来画，两年的活一
年就能干完，但王征打心底不愿意。在他看来，如果让很多
人来画，技法必然就要简单化，里面就没了探索，创作性的
东西也少了。“创作这样的题材，绝不能因为它是给现代
人、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就将就。面对这么具有开创性的题
材，我不想辜负它，更不想辜负这个时代。”王征说。2021
年春季，《儒家礼乐图》 将全部完成，王征表示自己还将继
续创作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系列壁画。

上图：2 月 4 日，贵州省丹寨县扬武镇争光
村，苗族村民在观看“村晚”。

黄晓海摄 （人民图片）
下图：1月28日，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

族乡沙洲瑶族村“村晚”。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儒家礼乐图》“启蒙礼”局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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