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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卫视大型青年励志纪实节目 《青春的征途》 日前
开播。领队王金武携陈帅先、唐思楠、昌宸乐、戴鑫、姚
筱筱及朱云慧 6 名素未谋面、从未经受过严酷户外考验的

“95后”素人，组成团队穿越宁夏中卫沙漠，和当地的治沙
工人一起扎麦草。没有明星大牌，只有纯素人的公益类型
节目，“纯素人+全纪实”的独特视角，多角度展示了当代
青年的精神面貌。

在第一期节目中，6位素人嘉宾即将开始沙漠生存之旅，
在出发前还要用极少的钱买生存用品，队员之间出现冲突，
还有人跟节目组争吵。在登山挑战中，有人无视领队的要
求，没有将所有装备带到山顶，面临领队的惩罚。特约观察
员胡锡进和李明启虽然心疼孩子们，但都认为惩罚能够帮助
大家认识到什么是团队精神，什么是知错就改。最终队员们
展现了应有的风度，团队也变得更有凝聚力。节目真实体现
了“95后”的日常、个性和青春征途的含义。 （杜娅薇）

日前，中国欢娱影视与福克斯网络集团亚洲部之间就
古装剧 《皓镧传》 版权签订了合约，福克斯网络集团将拥
有《皓镧传》在中国以外全球市场的发售和分销独家权利。

欢娱影视负责人表示，这一签约活动说明，强大的中国
传统文化基因和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是中国影视企业“走出
去”的优势所在，国外对中国影视作品有强烈好奇心。福克斯
集团亚洲区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娱乐业务负责人严嘉念表示：

“与欢娱影视合作使我们能够大胆投资高质量的内容。我们将
继续为全球讲中文的观众制作和交付优质原创作品。”

今年暑期，欢娱影视出品的《延禧攻略》在内地热播，而
且发行覆盖海外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欢娱影视新作《皓镧
传》以秦赵视角讲述了从战国晚期秦赵争锋至秦王嬴政铲除
丞相吕不韦和长信侯嫪毐集团始得亲政的故事，塑造了不甘
受制于人奋勇抗争的赵姬李皓镧的形象。 （李小桔）

在各大节目类型中，音乐综艺是历史最为悠久、受
众基础最为庞大的。许多人认为音乐综艺早已触及创新
天花板时，《中国好声音》 将“创新”与“守成”有机
结合，历经7年考验依旧表现出众

对音乐节目来说，创新是必需的，因为年轻一代的
音乐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历时多年繁荣发展之后，避免
套路化是音乐节目必须克服的难关。本季 《中国好声
音》 中，组合“打包安琪”的出现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独特唱腔混搭小众音乐，这种罕有的演唱方式带来强烈

的视听震撼。此外，节目的舞台上还呈现了多种音乐形
态和多元的音乐风格，让节目更有看点，也让观众更有
满足感。

这一季《中国好声音》虽然音乐风格向年轻审美靠
拢，但节目的核心和价值观始终未变。

无论市场风向如何改变，好听的音乐、情感的共鸣
都是音乐综艺的制胜法宝。根植于大众需求和音乐精
神，做出与时俱进的迭代，这正是《中国好声音》保持
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据媒体报道，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城市书
房”开始实行入场阅读收费制，即买门票方能进店
——此前，尽管像北京南锣鼓巷的“朴道草堂书店”
也曾推出过进门费 100元的举措，但“朴道草堂”规
模较小，面向小众，“城市书房”这种面向大众的书
店采取这种经营模式，在国内尚属罕见。据报道，
实施一段时间后，书店营业额并未减少，店方表示
收费将一直坚持下去。

书店卖门票的举措一经推出，立即引发热议。
一些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必然，卖门票
更多地暴露出书店的生存困境，也是一种自我救
赎，而且卖门票也是在甄选愿意“为阅读付费”者，
可以视为一种经营智慧。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书店
在生存困境下的一种利益冲动，这种举措违背书店
的公益属性和社会责任，并非长远之道。

笔者认为，书店卖门票和景区卖门票并无二
致，都是市场行为，不宜过度解读。

一方面，书店作为城市文化驿站，承担着传播
知识等重任，但书店也要生存，也要盈利。盈利是
书店生存的前提，没有利润，一些单体书店将无法
维持。卖门票是书店希望借此增加收入，维持生
存，这无可厚非。在多元化阅读和文化消费的冲击
下，书店有必要转变经营理念，改变传统经营方
式。卖门票并不意味着将读者拒之门外，读者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消费形式：如果经常光顾书
店，可以办理月卡或年卡；如果只是偶尔逛逛书店，
则可以选择5元的打折门票，满足一时的阅读需要。

卖出门票，书店或许也能提高服务品质。通常
书店都是免费开放的，“零门槛准入”，这固然是对
公众的尊重和阅读满足，但是往往我们也会在书店
目睹一些不良行为，比如，有人进书店不是为了读
书，吃东西，高声喧哗，把图书胡乱摆放，甚至损毁
图书，不仅影响其他读者，也增加书店的管理负担
和运营成本。采取必要措施，设置门槛，将不文明
顾客拒之门外，将真正的读者吸引进来，这也是书
店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因此，对书店卖门票，我们可以用平常心看待，
对这种经营行为给予理解和尊重。效果如何，交给
时间去检验。

戴上 VR 体验设备，通过三维 720°全景展示、人
机自然交互、手势识别，你可以进入神秘的海昏侯墓，
还可以点雁鱼灯、敲古编钟、盖刘贺印。

VR，还可以让你进入不能进入的敦煌洞窟，欣赏
壁画上的仙女飞天起舞，甚至与仙女互动。

通过这种高科技，能够真正实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

10 月 19 日，2018 世界 VR 产业大会在江西南昌开
幕。虚拟现实技术，再度引发万众关注。

早在 2016 年，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成
像等在内的数字创意产业，就成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高端制造、绿色低碳产业并列的五大新支柱产业
之一。这年底，中国动漫集团联合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电影学院、优酷土豆成立沉浸式交互动漫文化和旅游部
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致力于推进VR技术在文化旅游行
业转化与应用，在人才培养、产品创作研发、宣传推介
展示等方面充分发挥国家级平台作用，助力产业发展。

人才是VR产业的首要资源

据全球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 （领英） 日前发布的
全球 VR 人才供需报告显示，中国 VR 人才需求量居全
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国VR人才缺口至少80
万。而创新创意人才是内容研发的核心所在，要实现
VR技术在文化、旅游、文物等领域转化和应用，人才
是关键，既包括技术人才，也包括内容创作人才，加快
内容创作、创意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实验室成立以来，把培养高端内容创作人才作为首
要任务，重点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先进技
术、研究国际前沿VR内容发展趋势、对中国经典文化
有足够认同和认知、具备创造国际一流虚拟现实内容艺
术潜质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通过研修班等项目，全国
120 名 VR 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内容创作人
员参加了培训。

任何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VR 产业的发展也同样起起伏伏，有的学员一度很迷
茫、很困惑。业界顶级专家、学者、企业家为大家解疑
释惑、加油鼓劲，大家也找到了有同样追求的同行者，
可以抱团发展。此外，通过参与举办 2017 中国国际文
创产业峰会暨“一带一路”虚拟现实高峰论坛、2018世

界VR产业大会VR+动漫论坛等和一些沙龙活动，为大
家搭建了沟通、交流、碰撞的平台。这次世界VR产业
大会前夕，实验室为南昌发展VR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将

“VR创作人才培养”项目放在南昌举办，已有6个学员项
目和江西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助力地方产业发展。此
次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学员们的作品组成了《幻境中
国》展，全面展示培训成果，吸引了大批观众体验。

平台是宣推VR的重要载体

在此次世界VR产业大会展览现场，一位头发斑白
的大爷推着坐在轮椅上同样头发斑白的大娘体验VR产
品的画面一时成为网红，感动了很多人。当你年迈体弱
或者行动不便时，VR 技术可以帮你身临其境般实现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
借助VR技术对文化、旅游、文物等进行宣传展示

推介是非常好的手段和形式，可以把带不走的文物古
迹、大山名川、文化遗产带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可
以让体验者跨越时间和空间，到无法抵达的地方，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恢弘和祖国万里山河的
壮美。除了世界VR大会，实验室培训的人才还先后在
中国东盟博览会动漫游戏展、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等重要场合展示优秀产品、作品，接受市
场、观众的检验。

融入科技的文化产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可以产生更
好的宣传展示效果，增强中华文化和旅游的影响力。今
年 5月、6月，实验室组织中国传统文化、旅游风光、文物
展示、动漫游戏等内容优秀作品组成“数字中国”展，参加

“Nice-Choice丝路记忆海外文化巡展”，在瑞典、贝宁、斯

里兰卡、毛里求斯四国中国文化中心展出，吸引了当地
观众踊跃体验，满足了他们在故宫里行走、到海昏侯大
墓里探秘、参加中国春节民俗活动等愿望。

在毛里求斯展出时，“数字中国”展 VR 技术身临
其境的感受让毛里求斯总统沃亚普里连连赞叹，表示希
望与中方合作，用这一技术向世界推广毛里求斯的人文
自然风光。

VR助推文旅、文物领域发展

VR与文化、旅游、文物等领域融合发展有着非常广
阔的转化应用前景，文化、旅游、文物领域借助 VR 等科
技手段，也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 VR 技术在
博物馆展示、旅游宣传、动漫游戏、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等方面的应用，可极大提升文博展馆的可观赏
性、生动性，更好地实现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实验室
正在助力全面助推高性能、高科技感、高体验性一体化
的沉浸虚拟文化旅游生态产业，打造 VR+文化、VR+
旅游、VR+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示范项目。如“甲午海战
VR”通过融入数字化交互动漫影视内容，能够再现
1894年甲午海战时的壮烈场景，体验者可以穿越时空，化
身战士奋勇杀敌，从而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VR能做的还有很多。为此，必须加大科技与文化、旅
游、文物融合发展力度，发挥高新技术对内容创作、产
品开发、模式创新的支撑作用，提高产品品质、丰富表
现形式。期待VR让世界更精彩，让文旅生活更美好。

（作者系中国动漫集团党委副书记、沉浸式交互动
漫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创业时代》根据付遥同名商战小
说改编，讲述了在移动互联网产业
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天才软件工
程师郭鑫年在强敌环伺的商业环
境中，凭借一款名为“魔晶”的手机
软件，掀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故
事。剧中，黄轩饰演的男主角与伙
伴的创业过程充满艰辛。为了让

“魔晶”早日面世，他们不辞辛苦，
夜以继日埋首在电脑前搞研发，让
许多观众“感同身受”，不少曾经有
过创业经历的人，纷纷在网络上表
达共鸣：“看到郭鑫年仿佛看到曾
经的自己。”“我现在正在创业，从
这部剧中得到了鼓励。”

剧集开篇，郭鑫年接连经历创
业失败、婚姻破裂等一系列打击，
因一次意外车祸，“创造一款语音
通讯软件”的想法油然而生，从此
他开始为了新的创业理想打拼。
朋友的背叛、同行的剽窃都没有磨
灭他的斗志。为了让情绪更贴近
角色，黄轩在拍摄期间每天都要给
自己“打鸡血”，他认为一个创业者

一定要具备极强的影响力，“要让这股能量去影响别
人，让别人跟我一起完成创业，完成梦想。”出演这个
角色，黄轩坦言“很有挑战”，因为郭鑫年“是一个富有
层次、前后变化极大的人物，一开始是个创业失败者，
最终实现理想，成为成功人士”。在黄轩看来，“创业
就是通过智慧和行动，将概念性的东西具象化，将看
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和可能。”

片中郭鑫年与创业伙伴在咖啡厅办公等戏份，
均来自于小说作者付遥的真实经历，“我在创业过程
中，因为没有钱，就到咖啡店喝一杯咖啡，在那工
作一天，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他认为生活中处处皆
是“戏剧情节”，“最好的戏剧并不是来自编剧，而
是来自生活。这部剧让大家听到了创业者的心声。”

通过 《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带中外观众品遍中
国美食，让无数老饕垂涎三尺。离开央视加盟腾讯后，
陈晓卿重新出发，再拍美食探索纪录片。由腾讯视频出
品，稻来传媒与企鹅影视联合制作的 《风味人间》，于
10月28日起，每周日晚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视角：寻找中华美食的流变

总导演陈晓卿说，此次他带领团队走出国门，跨越
六大洲，走遍20多个国家或地区，寻找那些会引起人们
好奇心的奇观性食物，记录下那些鲜为人知的当地风
味，这是《风味人间》的一大看点。他表示，此次更多
的是寻找“中西方的不谋而合”，站在全球的视角来观
察中华美食的流变，在记录下奇特而丰富的全球饮食同
时，探讨中国饮食在历史和地域上的进程。

手段：“分子级”拍摄

《风味人间》 运用了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等拍摄
方式，将视角缩小到“分子级”，将美食在微观世界的
变化呈现出来，让观众窥见食物细微的变化和纹理。

这些拍摄手法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腌制的过程中，细
小的盐粒是如何一点点渗入到肉里的，也可以看到卤水
与豆浆相遇后，如何凝结成豆腐。再如，我们都知道吃
螃蟹蘸醋汁更好吃，在微观摄影下，这种做法得到了科
学的解释。观众能看到当酸性物质接近蟹肉时，蟹肉的
肉质纤维会瞬间展开，陈晓卿生动地将蟹肉的这种变化
称为“虎躯一震”。

本质：认识人与美食、世界

通过 10 月 28 日上线的 《风味人间》 第一集“山海
之间”，观众跟随镜头从中国到法国、再到西班牙，从
内陆到海岸，看海内外不同的环境给予人们不同的物产
资源，当地人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出各种美食。这部纪录
片和 《舌尖上的中国》 一样，仍然是美食的寻根之旅，
从食物根源出发，来认识人与美食、人与世界的联系。

陈晓卿表示，希望通过 《风味人间》，能对全世界
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研究，以美食来探讨我
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美食，就像一次一次的探险。通
过对美食的研究，我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
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他说。对于
观众而言，又一次在他带领下的、耳目一新的美食探索
之旅，刚刚启程。

世界那么大，VR带你去看看
□周广明

VR，即Virtual Reality，是一种可以创建和
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通过信息技
术，模拟产生一个具有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
使用者可获得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具
有高想象性、高沉浸感、高交互性和高智能等
特性。VR 技术非常适合应用于文化旅游、动
漫游戏、影视制作、文物展示等，而文化领域提
出的“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需
求，也需要高科技手段去实现。

音乐综艺的“创新”与“守成”
□韦紫伊

《风味人间》在腾讯独播
□本报记者 苗 春

片中通过新的拍摄手段展示的火腿上的盐粒
《风味人间》剧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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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能不能卖门票
□曹改青

书店能不能卖门票
□曹改青

《青春的征途》传递暖心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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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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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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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王
天
青

欢娱影视就《皓镧传》与福克斯签约

沉浸式交互动漫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制作的甲午海战VR景观沉浸式交互动漫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制作的甲午海战VR景观

黄轩在剧中饰演男主角郭鑫年
图片来自百度

《生活是个礼物——中国顶尖高中里的学生在做什么、
想什么？》一书，日前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部的学生因为超强
的学习能力和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被中学生及家长关注。
该书作者张婧一是在读的人大附中中外合作项目部学生，书
中的十几篇文章及她所在的班级、活动小组的微信公众号文
章精选，记述了她在人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和思考，还涉及作
者所参与的各项课外活动，如国际辩论竞赛、美国学术十项
全能竞赛、打工子弟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以及电影剧本的创
作和演出等。读者通过阅读该书，可以充分了解人大附中
学生们的真实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追求。 （肖 林）

本文作者供图

《生活是个礼物》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