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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蛋糕”逐渐变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网络
音乐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越
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这个市场“分
一杯羹”。

文化部发布的《!"#! 中国网络
音乐市场年度报告》显示，!"$! 年我
国网络音乐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

亿元。其中，在线音乐市场规模达
$('!亿元，同比增长 )*+,，用户规模
达 %') 亿；无线音乐市场规模也达
!*'! 亿元，同比增长 #)'),，在移动
用户中的渗透率为 --'+,。

在日益扩大的市场的吸引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这一市场
挖掘机遇。文化部报告显示，截至
!.#!年底，我国获得网络音乐相关
业务经营资质的企业已达到 &*&家，
同比增长 !*'!,。网络音乐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

著名乐评人、网易音乐高级总
监王磊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说，
国内网络音乐企业大体可划分为 )

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以 // 音乐、
百度音乐、酷狗音乐为代表的老牌
企业，它们在多年运营中积累了大
量用户；第二梯队为近三四年来迅
速成长的酷我音乐盒、豆瓣音乐、
虾米音乐、多米音乐等企业，它们
多为播放器、社区型或圈子型应用；
第三梯队为新生产品，以网易云音
乐、美乐时光、喜马拉雅、被窝音
乐、点歌台等为代表，“出生”时
间多在半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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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音乐的“蛋糕”虽大，吃
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目前国内获得网络音乐相关业

务经营资质的企业有几百家，但为
人熟知的仅有一二十家。”王磊直

言。
首当其冲的是盈利模式的问题。

在王磊看来，“当前网络音乐企业
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盈利模式创新
的问题。甚至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
能说网络音乐市场已经形成，因为
没有一家企业是在盈利的。”

麦田音乐制作公司创始人宋柯
表示，“音乐行业到现在为止一直
没有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让消费者愿
意付费的产品形式。”

相关专家表示，虽然当前我国
网络音乐市场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但长时间一直无法取得盈利的行业
势必会产生危机，盈利模式的匮乏
极有可能成为未来阻碍网络音乐市
场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盈利模式探索艰难的同时，
高昂的版权费也令不少网络音乐企
业深感压力。

目前音乐网站主要采取“打包”
购买的方式，即唱片公司与音乐网

站谈妥“包年买断价”。据王磊介
绍，近几年来“包年买断价”以近
乎疯狂的速度逐年猛增———!.#! 年
的价格为 !.##年的四到五倍，!.#)

年的价格甚至比 !.#. 年高出十几
倍，去年单个音乐网站用于购买环
球、华纳、索尼等唱片公司版权上
的资金已经达到几千万元。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目前许多
音乐网站的版权费用支出占到了总
营收的 (.,到 +.,，有的甚至处于
“入不敷出”的状态———单版权支出
都大于其营收。

王磊预测说，“如果持续这样
的势头，明年甚至可能有两到三家
网站面临被收购、合并甚至倒闭的
命运。”

创新：走出发展困境

虽然充满纠结，但在网络音乐
行业，创新却从未停止过。

酷狗、00 等相继推出在线音
乐演出平台。以 00 为例，截止
!.#!年 +月 ).日，00音乐服务拥
有付费用户 )&'& 万人，音乐收入
#'(亿元，占总营收的 )),。
“其实，如果能把付费用户的比

率提升到 &,，数字音乐行业将从目
前仅有几亿元的市场发展到上百亿
元，”王皓说，“有人说‘音乐已
死’，但我们有信心，互联网改变了
许多传统行业，现在轮到音乐了”。

王磊也表示，促进中国网络音
乐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网络音乐商业
模式的突破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
整个行业和主管部门共同努力。政
府对网络音乐市场的重视和持续引
导，将有利于市场环境的进一步规
范，增强外界对该领域的投资信
心，降低网络音乐市场的融资难
度。而网络音乐企业与版权方之间
应该增强互信，建立有效的协调分
配机制。

莎拉·布莱曼将登太空献唱
日前，跨界女高音莎拉·布莱曼

在北京华彬歌剧院举行盛大签约仪
式，她将在未来四年担任华彬集团位
于英国伦敦 #. 1234356 789:2;的形象
大使，并将每年都出席华彬集团举办
的文化交流活动。莎拉·布莱曼将于
!.$&年搭乘“联盟”号飞船进入太空，
进行 $.天的太空之旅期间，将从国际
空间站进行实时的“连线互动”，这突
破性且让人耳目一新的“交流”，若成
功实现太空之旅，她将成为第一位飞
上太空的专业歌手。 （郑子榆）

!.$)北京音乐广播
麦霸挑战赛决赛圆满落幕

日前，“喝统一冰糖雪梨 赢我爱
记歌词 !.$)北京音乐广播麦霸挑战
赛”决赛圆满落幕，草根选手杨光通过
歌唱实力和记歌词能力的考验，以一
首梁静茹的《勇气》摘得本次比赛桂
冠。此次大赛深入草根群体进行选手
选拔，为更多热爱歌唱、记歌词能力
强的普通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不可摧毁的审美定势、严格的舞
蹈规范、符合美学审美的张力感……
让芭蕾成为美丽的象征，被奉为“舞蹈
艺术的皇冠之珠”。但任何一种艺术形
式并非一成不变，传统与创新总相伴
其左右。日前，“第二届国际芭蕾舞暨
编舞比赛舞蹈论坛”在国家大剧院举
行，国内外顶尖舞蹈家齐聚一堂，各抒
己见，共话舞蹈创作潮流与方向。
“首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创

作。”中国舞协主席、国际芭蕾舞暨
编舞比赛艺委会主席赵汝蘅开门见山
地说道，“曾经在国外比赛时，报幕
员抱怨总在重复一个人的名字，言外
之意便是我们一直在重复跳着很多
舞，没走出最早的保留剧目。”赵汝
蘅指出，舞蹈本身是一门综合艺术，
芭蕾舞也是一样，“因此在今天的芭
蕾舞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编舞，离不
开现代元素”。

看节目的观众在时代的脚步中
“更替”，他们会有新的口味和品位。
“观众会期望芭蕾舞和新生代舞者有
所创新，增加一些新的题材，甚至在
舞蹈表演过程中可以表达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有更加复杂的情感表达。”
本次赛事评委会主席伊凡·利斯卡称，
越来越多观众需要现代的艺术，尤其
是将编舞的难度融入到芭蕾舞表演当
中，通过编舞来促进舞蹈演员自身的
成长和发展，同时也更多地考虑观众
的期待。

对此，原比利时皇家芭蕾舞团成
员凯瑟琳·贝娜特表示赞同，她认为，
传统的芭蕾不能被忘记，但要朝着现
代的方向发展，用全新的视角去诠
释，用现代的方式去演绎。

正因如此，“舞者只跳他会跳
的，那不叫在跳舞”，巴黎歌剧院巴
黎舞团团长碧姬·勒法福尔特别强调
了编舞对舞者的重要性，她表示对舞
者创作才能的要求非常必要。而对于
如何评价一部新编排的舞蹈作品，伊
凡·利斯卡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这
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
西；第三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一位
年轻的编舞者能够回答上来这三个问
题，或者在创作过程中反复思考过这
三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判断为一部脚
踏实地的作品。”伊凡·利斯卡鼓励年
轻编舞者，要让舞蹈作品有一个方向
感，不能只是空下决心。

除了论坛，本届国际芭蕾舞比赛
现场更是精彩纷呈，抓人眼球。有竞
争就会有输赢，但评委们表示，输赢
不代表全部。“我把比赛看作一个平
台，在这样的大平台下，是一个特别
好的、相互展示的机会。看得见的效
果是一些孩子和演员拿到了金银铜
奖。而我更重视看不到的效果，那是
艺术观点和艺术鉴赏力的交流，是训
练方法的交流以及全世界舞蹈技术技
巧的交流。”赵汝蘅说。

舞蹈离不开创新、技巧和表演，
也离不开灵魂深处的情感。“人性是
相同的，充满情感的东西，自然会引
起共鸣。”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编导廉
姆·斯加雷特强调编舞过程中不可缺
少情感，他说，对真实情感的表达才
会令观众感同身受，而这方面不会因
舞蹈演员而异，只需要舞者与观众之
间心灵的沟通。

“只跳会跳的，
不叫跳舞”
刘一桥

!.$%冯小刚携赵本山执棒春晚

盛宴能否调众口？
孙 仲

春晚的全称，是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
欢晚会”，早期简称
“春节联欢会”。正因
有了“联欢”二字，
春晚从创始之初，便
形成了“大综艺”的
格局，且一直保持不
变。其宗旨及特点
是，荟萃各类艺术品
种，云集各路名家新
秀，调动一切技术手
段，为观众奉献一场
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喜闻乐见、雅俗
共赏的视听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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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改变了许多

传统行业，现在轮到音乐

了。”虾米音乐 <=>王皓

日前在虾米音乐人平台发

布会上感慨道。

从卡带、<? 到互联

网，再到手机音乐客户

端，人们享受音乐的渠道

在不断改变，网络音乐市

场不断扩大，市场竞争也

日益加剧。除了 //音乐、

百度音乐、酷狗音乐、酷我

音乐盒等老牌商家继续占

领主要市场外，今年年初

起又有 )家老牌互联网巨

头涉足网络音乐：阿里巴

巴通过兼并虾米音乐成立

音乐事业部；奇虎 )-.推

出 )-.音乐盒；而传统互

联网门户网站网易则推出

了主打“社交”牌的网易云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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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担任 !.#% 年春晚总导
演，并“集结”赵本山、冯骥才、
刘恒、赵宝刚、张国立等人组成豪
华团队，无疑是春晚历史中的一件
大事，也是近期颇为引人注目的一
条娱乐新闻。冯小刚受命之后在阐
述春晚“八字方针”时，强调了
“好玩”二字。也就是说，他将像拍
贺岁片那样，通过春晚舞台，带领
全国人民在除夕之夜尽情欢乐一把。

从早年形成的“大综艺”格局，
到近年哈文倡导的“简约”理念，
再到这一次冯小刚力主打造的“欢
乐”特色，春晚实现了风格变化
“三部曲”。尤其是冯小刚操刀“第
三部曲”，将人们对春晚的关注推向
了一个新的高潮。

春晚的 “大综艺”协奏

回顾春晚历史，已走过 )#个年
头，可以说陪伴了几代人成长。央
视当初创办春晚，肯定是有初衷的，
但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谁都没
有想到，它会演变成后来这种独特
的文化现象。每年除夕之夜，人们
在敷衍着吃饺子、放鞭炮、嗑瓜子
等传统习俗之余，最大的兴致便在
收看春晚上。甚至有人将春晚当成
了一种新民俗，而且这种“新民俗”
的影响，还波及到了海外华人中间。

在早期，新的节目类型几乎每
年春晚都能见到。比较突出的是
#+(*年这一届，一下子新增了抻面
表演、中学生服装表演、运动员体
育表演 （李宁等 《鞍马开花》）、小

串场（笑林、李亚津《音乐欣赏》）、
动物小品（《家庭宴会》）、戏曲小品
（游本昌等《孙二娘开店》）、相声小
品（王刚、赵连甲《拔牙》）等多种
形式及节目。最为经典的，当数
#+(+ 年春晚李扬策划的 《电影打
岔》，该节目采用蒙太奇手法，将多
部国内外影片中的经典镜头相互穿
插，通过不同电影人物的“隔空对
话”，营造出喜剧效果，增添了不少
笑料。还有后来的动物小品 《学演
“超生游击队”》，也给观众留下了很
深印象。

歌曲、舞蹈、戏曲、相声、杂
技、魔术等，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类
型，只不过为了推陈出新，经常会
进行“改装”、“反串”、“混搭”
而已。比如把众多歌手安排在一起
进行歌曲联唱，把众多戏曲品种融
入一个节目，让杂技魔术增添幽默
色彩等，便是很常用的方式。而其
它一些边缘化节目类型的运用，诸
如猜谜、游戏、手影、杂耍、气功
表演、器乐演奏等，则为历届春晚
发挥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说到节目类型出新，不能不提
及小品。#+(% 年春晚上，陈佩斯、
朱时茂以电影演员身份参与演出，
围绕拍电影的素材表演了小品 《吃
面条》，一下子引起轰动，也使得小
品这一新兴艺术品种成为后来历届
春晚必不可少的节目。如今，小品节
目质量如何，已经成了一届春晚成功
与否的关键。更有一段时期，赵本山
的表现又成为小品节目成败的“标
杆”。或许正因此，冯小刚此番受任执

导春晚，着重邀请了赵本山担任春晚
副总导演兼语言类节目总监。

早期春晚的“大综艺”格局，符合
当时观众的欣赏及审美需求。在那生
活贫困、文化匮乏的年代，人们平常
一方面要忙着干活挣钱，一方面是想
欣赏文艺节目而欣赏不到，只能寄希
望于春晚。只有等到了春晚，人们才
能看到想看的节目，见到想见的演
员，得到想得到的乐趣。

作为最资深的春晚导演，黄一
鹤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春晚
的本质是人心的碰撞和交流，离开
这一点，不管你怎么包装，不管你
请多少明星大腕都没用。”“春晚应
该让大家感到骨肉团圆，要让人民
感到春晚是他们自己的晚会。为什
么 #+()年春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点
播 《乡恋》 那首歌呢？因为那首歌
传达了人们的亲情。说穿了，春节
晚会是人性真情的留恋。”

春晚再掀变奏狂潮

而当接力棒传到哈文手中的时
候，黄一鹤导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
更好的印证。从 !.#!年起，央视对
春晚总导演人选不再实行竞标制，
而是连续两届直接任命年轻女将哈
文为春晚总导演。目的，就是想打
破以往的传统及框框条条，从而让
春晚带给观众不同以往的享受和感
受。

而哈文所倡导的，便是“简约”
理念。简单地说，就是不搞复杂化，
完全站在观众角度办春晚。她给

!.#! 龙年春晚定的主题也很简单：
回家过大年。于是，我们看到“哈
氏春晚”有了这样一些可喜变化：
人山人海的歌舞少了，传统的“民
歌联唱”环节没有了，实现了“零
广告”，取消了“春晚最喜爱的节目
评选”，更加注重舞台美感及演员新
面孔，还有台词亲民化等。而她力
邀多组明星家庭成员光临晚会现场，
并表演节目，更传递出浓浓的亲情，
因而备受称赞。哈文在接受采访时
曾说：“春晚就是陪伴，我们希望
这台晚会能让大家高兴，希望能把
它作为除夕夜的一个电视伴侣。你
看或不看，春晚就在那里！”可见其
淡定之心是多么的实在。

和以往的“大综艺”格局相比，
哈文执导的两届春晚，剔除了诸多
不必要的环节及顾虑，整体节目显
得非常“干净”而简约。这种变化，
让观众对春晚产生了新好感，也对
央视进一步办好春晚增强了信心。
“冯氏春晚”的八字方针，是变

奏还是协奏？
央视并没有将春晚的基调停留

在哈文的“简约”步伐上，而是更
大胆、更直接地推行“开门办春晚”
———将 !.#%年春晚总导演大权交到
了冯小刚这位非综艺晚会的电影导
演身上。这，恐怕出乎很多人预料。
春晚走过 ).多年，终于迎来了首个
“体制外”的总导演及其创作团队，
让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生机。

全新创作阵容的“冯氏春晚”，
确实令人期待，也值得期待。冯小
刚的才能就不多说了，单是他的理
念和决心，足以让人放心。他总结
的春晚“八字方针”（真诚、温暖、
振奋、好玩），可以说很贴近观众，
尤其是“好玩”二字，更说到了老
百姓心坎里。他呼吁央视领导在审
查节目时“高抬贵手”，既体现出勇
气，也表示出决心。另外，他也敢
于直面困境：“观众不是很反感以
往春晚的浮华、空洞和虚假吗？那
我们就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冯小刚需要面对的问题及困难
也很多，就春晚本身而言，还是要
在节目内容及质量上下功夫。归根
到底，各个具体的节目是否新颖，
是否能给观众留下印象、回味及思
考，这是最为关键的。“冯氏春晚”
需要突破的，恰恰在这方面。当然，
演员阵容也很重要，如果在确保赵
本山、郭德纲等人的同时，再能
“召回”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
范伟等人，那就更好了。还有最近
有网友提到的葛优、舒琪、徐帆、
张国立等影视明星，如果能加盟春
晚演出，无疑也是亮点。因此，冯
小刚执棒春晚是顺承还是颠覆，观
众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