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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供给精细多样

近日，在北京地铁 15 号线望京地铁站，笔者看
到，腾讯视频的暑期品牌“好时光一起燃”以动漫形式
的创意呈现在地铁站的天花板、包柱上，各种动漫形象
铺天盖地，吸引了大量路人。“实在是太燃了！我上班
绕行一小时，就是为了来望京地铁站看一看！”“90后”
消费者肖昕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据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景俊美介绍，“二次元”
本是动漫用语，原指区别于立体的二维平面空间，现指
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等领域的一系列平面视觉产
物。

“‘二次元’经济发端于日本。例如，‘凯蒂猫
（Hello Kitty） ’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卡通形象，也是
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动漫品牌。而由这一形象开发出的
动漫与游戏产品及其衍生品更是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价
值。”景俊美对本报表示。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国内“二次元”文化产品供
给日益丰富多样，在大众视野的曝光率逐渐提高，亦是
其获得更多市场机遇的重要原因。

如今，许多来源于“二次元”的用语和表情包成
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大圣归
来》《京剧猫》 等优质国产动漫亦获得大众好评，由
动漫、游戏、小说等改编的真人电影、电视剧搬上荧
幕，更是让不少门外汉也体验到了“二次元”文化的
魅力所在。

消费能力代际转移

“二次元”消费旺盛的背后，是消费者群体结构的
深刻变化。艾瑞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二次
元”消费者已达2.6亿人，其中绝大部分是“80后”“90
后”和“00 后”。另据估算，2016 年国内核心“二次
元”用户规模达7000万人，泛“二次元”用户规模达2
亿人。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90 后”和“00 后”大都是
在物质丰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其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
都明显高于他们的前辈。同时，随着这些年轻人逐渐步
入社会，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其对“二次元”文化产品
的消费能力自然明显提升。

“具体说来，改革开放后中国‘二次元’消费基础主要
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日动画大量进入中国时形成的，
彼时中国的动漫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较快。这一时代成长
起来的孩子，如今成了‘二次元’消费的主体。同时，基于
互联网大流量、大用户量的特性，这些消费主体还形成了
角色扮演、古风音乐等兴趣圈子或社群。因此，‘二次元’
产品的社群传播和粉丝传播效益同样是巨大的，具有超
强的转化能力和流量吸引能力。”景俊美说。

泛娱乐大数据平台艺恩的华东区总经理高文韬表
示，中国“二次元”用户今天以年轻人为主，用户的付
费渗透率极高。例如，学生群体每月将21%的零花钱花
费在相关产品消费方面。在高文韬看来，随着“80后”

“90后”逐步步入社会，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成长仍需不断创新

与此同时，政府对与“二次元”相关的文化产业亦
给予了积极引导和扶持。例如，文化部稍早前发布的

《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就提
出，促进动漫与文学、游戏、影视、音乐等内容形式交
叉融合，发展动漫品牌授权和形象营销，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延伸动漫产业链和价值链。

“面对‘二次元’消费的巨大潜力，我国企业的发
展瓶颈主要还是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对比日本、美
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国内企业的变
现方式依然较为单一，并且很不成体系。与此同时，没
有耐心培育经典作品、营销手段落后、市场研究不足、
收藏性偏低、盗版问题严重等等，也是必须跨越的障
碍。”景俊美说。

景俊美进一步指出，市场规模大、文化资源丰富、
政策积极支持、融资环境宽松等，是中国提升“二次
元”消费活力的良好基础。未来，相关企业要更加重视
优质内容生产、专注掘金游戏内收益等；学校要改变人
才培养方式，着力培育行业急需的综合型人才；政府则
应 完 善 产 业 环 境 ， 鼓 励 创
意，打击盗版。“在日本，动
漫和其周边产品的收益比率
大概是 3∶7，在欧美则高达
1∶9，而实现这样的收益前
景我们还任重道远。”她说。

前不久，外卖“后厨直播”正
式上线。预计在2017年年底前，“直
播后厨”将覆盖一万家入驻平台商
户。顾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 看到外
卖后厨的实时直播。顾客点击相关
播放键后，整个后厨操作就在消费
者的视野中了。洗菜、切菜、和
面、洗碗、煮肉、拉面、盛放……
点了外卖后，在家就可以实时看到
这碗拉面制作的全过程。

能够做到“后厨直播”真的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所反映的不
仅仅是互联网的技术和服务器的支
持水平，更是商家的勇气和自信。
将后厨 24 小时不间断地暴露于大庭
广众之下，置于消费者的视野之
中，如果卫生情况稍有差池，操作
中稍有瑕疵，可能就会带来差评，
影响经营信誉和商家收益。进行这
样的直播，很是需要一些勇气，而
这勇气只能来源于经营者软实力上
的自信。

餐饮业是一个对卫生条件要求
比较高的行业，仅仅依靠日常操作
养成的习惯可能难以做到尽善尽
美。做好餐饮工作，必须要有对消
费者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
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将很难赢
得社会尊重与长远利益。从这一点
来讲，外卖后厨直播所反映的恰是
商家的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外卖餐饮给民众带来了诸
多便利。但是，消费者无从知晓外
卖小哥所送来食物的加工过程。购
买时，顾客又常被由刷屏软件造就
的虚假的“评价”所蒙蔽。这就产
生了商家的生产和消费者获取信息
不对称问题。而外卖“后厨直播”
的正是一种全新的大众监管方式。

当置于这种监督之下时，所有
商家面对的考验和竞争都是平等

的。消费者不会因为你是百年老店就可以原谅你不卫生
操作。商家不分名气、不按规模，统一置于监控器之
下，接受民众和国家行政监管部门同等的监督。可见，
外卖“后厨直播”给了商家相对更加平等的展示机会和
经营权利。

其实，外卖“后厨直播”来自于实体店，却比实体
店更具科技性：实体店的直播只是在饭店前的显示屏
上，而外卖“后厨直播”可以直通网络。这是由餐饮、
快递、互联网、直播等元素共同组成的崭新消费方式，
很明显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见，这
种直播方式必将辐射到其他服务行业。今后，“直播”可
能是一种促进服务业极大发展，甚至引发商业革命的经

营理念和服务理念。
总而言之，外卖“后

厨直播”值得点赞。它在
理论上看来真的不错，期
待现实中也会更美。

（据湖北日报网）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江
苏省苏州市，几乎每所中小学校都有自己的“杜丽
娘”与“柳梦梅”，这得益于苏州开展的“昆曲为在
校学生公益演出普及工程”。普及工程兴办 10 年来，
已覆盖百余所学校，面向全市中小学生提供 1300 余
场公益演出，惠及学生逾 30 万人。15 个学校和社区
建立了昆曲教育传承基地，传统古戏雅韵在年轻人中
渐渐流行起来。

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
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人类口述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但也曾面临如何“活下去，
传得开”的问题。10多年前，常常是一场演出，台上
的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观众也都是中老年人。“戏曲
的传承，首先是演员的传承、观众的传承，‘人’是最重
要的。”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名誉院长王芳说，80年代后
期至 90年代末，剧团有时一年也演不满 10场戏，办公
楼改成了招待所，很多老师去当了服务员。

2007年，苏州启动了“昆曲为在校学生公益演出
普及工程”，成立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启用
昆曲剧场“沁兰厅”为学生公益演出，并且建立了宣
传、文化、教育等部门协同配合传播昆曲艺术的工作
机制，力争让苏州市的每一位中小学生，一年内都可

以观看一次以上昆曲等戏曲演出。
让昆曲走进学校，让青少年走近昆曲，促使艺术

美育与学校德育有机融合。苏州还探索开发有效的戏
剧校本课程，通过拨发专项资金和建立专家库保障昆
曲等校本课程的开发，推进戏剧文化在校园的普及。

“观众在哪里？像昆曲这样一种人文艺术，我们
感觉主要是在大学。”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
说，希望能在大学形成一种关注经典的传承氛围，因
为大学生是未来审美和消费的倡导者。2016 年 9 月，
苏州昆剧院携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进行公益
演出。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陈曦表示，通过昆曲
进校园的演出，自己感到昆曲的唱腔很独特，服装很
美。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却有一种时尚的气息。台
上昆曲“姹紫嫣红开遍”，台下不时响起笑声和掌
声，证明了昆曲在今天依然能吸引年轻观众。

通过不断送戏进校园，苏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
轻的“昆虫”，他们不是被动地看、学，而是真的领
悟到了艺术的美。在苏州市实验小学传奇昆曲社，孩
子们因为在这里邂逅了昆曲，遇到了苏昆剧院的陈晓
蓉、严亚芬、朱慧英老师，从此便爱上了昆曲。

“昆曲进校园，让我们找到了昆曲传承的一个路
径。”王芳表示，让戏曲真正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要

根据不同剧种的不同情况，找到最适合它的生存环境
和推广手段，接下来要在剧目上下功夫，开发、挖掘
更多适合孩子观看、有教育意义的剧目。目前，苏州
市文明办、苏州市教育局在修订 《文明校园测评细
则》时，专门针对“戏曲进校园”设定了相应的测评
标准和考核权重，确保“戏曲进校园”活动走进每一
所学校，惠及每一个学生。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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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是动漫、游戏产品集中上市的季节。最近，数个大型动漫节在广东、上
海、贵州等多地接连登场，带动“二次元”消费逐渐升温。据介绍，“二次元”源
自动漫用语，指由二维图像构成的文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当动漫与文学、游戏、影
视、音乐等形式交叉融合，便产生了精细多样的文化形式以及各种周边衍生品。业
内人士表示，传播效率高、易于跨文化、受众群体庞大等特点，使“二次元”产品
成为文化娱乐消费重要阵地。同时，国产“二次元”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80
后”、“90后”消费能力的增强，也是“二次元”消费市场升温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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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之祖”后继有人——

昆 曲 走 进 苏 州 校 园
苏 雁 李 锦

图为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小演员在表演昆曲。
王琳琳摄 （光明图片）

图为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现场，观众拍
摄展出的动漫人物模型。 杜潇逸摄 （新华社发）

河北邯郸：
科技创新助脱贫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加快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建设万亩辣椒示范园区，重点发展工厂育苗、高档
设施蔬菜、绿色有机蔬菜种植。 图为近日当地村民在现
代农业辣椒园区管护辣椒。

史自强 郝群英摄影报道

江西泰和：
山地风电投入运行

日前，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山地风电项目全部
投入正常运行。该项目总装机容量约15万千瓦，安装72
台 200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为省内最大的单个山地风
电项目。项目建成后，年上网电量达3亿千瓦时，每年可
节约标准煤1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万吨。

肖春根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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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夏日古村葵花美
眼下，安徽省黄山

市歙县石潭古村落房前
屋后、道路两旁的向日
葵依次盛开，朵朵金黄
的向日葵与依山而建的
石潭古村民居交相辉
映，构成一幅美丽山村
的金色图画。

施广德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