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当下，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日益蓬勃。根据《2018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网络文学平台发布的
新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达65%，同比增长24%。

不同于玄幻、仙侠题材，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贴近
生活，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例如《欢乐颂》，讲述了家庭
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 5 个女孩，在上海打拼的故事，

《橙红年代》反映了都市草根阶层的平凡生活。
改编影视剧是带火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重要途

径。今年热播的现代家庭剧 《都挺好》，改编自阿耐
的同名网络小说，播出后收视率节节攀升，并引发全民
热议家庭关系、养老等话题。这些年，现实题材网络小
说《大江大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等，都是成功改

编影视剧的典范。影视剧的热播，大大提升了原作的
关注度和销量。越来越多成功的改编，会形成业态的
良性循环，带动网络作者更加关注现实题材创作。

政策引导也为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添一把
柴。早在 2014 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 《关
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就将

“引导网络文学创作植根现实生活”作为重点任务
之一。中国作协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也对现
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进行优先扶持。

虽然现实题材需求旺盛，但质量上乘的作品并不
多。怎样创作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依然需
要破题。

现实题材走红网络小说
□ 李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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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基础开始培养

在全国各地，像清华这样开设戏曲公共选修课的高校
不在少数。选课季中，这些课程是学生们争抢的大热门。
中国人民大学孙萍教授开设的 《国剧艺术大观》 只有120
个课容量，但选课系统的候补名单里有三四百人；武汉大
学易栋老师每学期都会开设 《京剧历史与审美导引》《戏
曲审美导论》《中国经典昆曲赏析》 等通识课，每一门都
非常抢手；四川大学学生高歌说，丁淑梅老师开设的戏曲课
程《中华文化》很受欢迎，“被抽中需要一点运气”。

20 多年前，高校中开始零星出现戏曲类的公选课，
“开课的初衷，是想和青年学生分享我所喜爱的艺术。”安
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强这样说。他从 2000 年起开设

《京剧与中国文化》 课程，让他意料不及的是，第一节课
就座无虚席，他很快就将一个班扩容为两个班。

2006年，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举办“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十多年来，近 3000 场京剧、昆曲、话
剧等演出在高校上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为蓬
说：“2005年 《昆曲艺术欣赏》 的第一堂课上，我问同学
们有谁在现场看过昆曲，没有一个人举手，但现在总有将
近1/3的同学看过。”徐强认为：“戏曲讲座、活动比较零
散随机，相比之下，以公选课的形式进行戏曲教育有更强
的系统性。”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今年 4 月 11 日，教育部明确指
出，“各高校要明确普及艺术教育管理机构，把公共艺术
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纳入学校教学计
划，实行学分制管理”。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赵洪
表示：“以往清华的戏曲教育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很多戏

曲课程是面向爱好者开设。随着政策的颁布与落实，我们
开始以更高的站位去思考戏曲教育的意义，进一步扩大课
程的覆盖面，让零基础的学生有机会接触戏曲，推动校园
中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名师是大IP

在四川大学学生高歌的成绩单上，除了一门川大校内
的戏曲课，还有一门来自北京大学的《昆曲经典艺术鉴赏》。

2009年，台湾作家白先勇发起的“昆曲传承计划”落
地北大，随后，《经典昆曲欣赏》 在北大开课。每周四下
午，当张继青、蔡正仁等一位又一位艺术大咖走进北大，
学生们总是早早挤满理科教学楼的教室。有时候，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昆曲爱好者不得不席地而坐。为了让这门广受
关注的课程惠及更多学生，2016年起，北大在线教育平台

“智慧树”上开设了网课，实现了跨校授课，并给予学分
认证。高歌说，这门课包含了四节“见面课”，上课时，
她和川大其他的选课学生一起集中到大教室中观看直播，
主讲人会实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陈为蓬老师的 《昆曲艺术欣赏》 也是在 2016 年被搬
到“学堂在线”慕课平台上。三年时间中，累计选课人数
已近5万，中国民航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等全国
各地的高校都曾将其纳入学分课的体系。

武汉大学学生李明 （化名） 在上完易栋老师的戏曲理
论课后，选了一节实践课。从小学习京剧的他到了课堂上
才发现，表演教学的内容是武汉市地方传统戏剧汉剧，

“我们选课都是冲着老师去的，谁也不知道是要学汉剧”。
虽然出乎意料，他和大部分同学还是坚持了下来。在汉剧
表演艺术家袁忠玉的指导下，李明在结课汇演上唱了汉剧

《柜中缘》选段，又和另一位戏校的同学一起表演了“京汉两
下锅”的《游龙戏凤》。一学期下来，“同学们不仅对汉剧有
了基本的了解，还体验到了戏曲表演”。他说：“看 10 部戏
也不如自己试着演一段，一演，就知道里面的讲究了。”

从线下到线上，从赏析到实践，从京昆到地方戏，高
校的戏曲课堂为学生走近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多元的途径和
选择。

艺术教育也是情感教育

在安徽大学的徐强老师看来，无论社团还是课程，戏
曲艺术的教育“事在人为”：“只要能有几位积极的老师或
者学生，这个事情就能够做好。”教师资源的匮乏，恰恰
是许多高校面临的困境。徐强一直在寻找能接班的青年教
师，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年轻教师有较大的学术压力，
很难有时间上课，而且我的课很特殊，是以学唱为主，和
学生的互动很多”。

赵洪坦言，如果没有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戏曲教育很
难开展。她表示：“我们首先要明白艺术教育对人培养的
重要性，有了认识的提升，才会有经费投入的保障；其次
就是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的教师去落实。”

“选课的学生就像是一颗种子，会慢慢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徐强说，他课堂上的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不同
专业，“有一些学生后来爱上戏曲，去考中国戏曲学院研
究生了。”

赵洪认为，年轻的学生不一定都会去看戏听戏，但经
过一学期的学习，将来在他们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就
会更愿意去欣赏，也会懂得如何欣赏。“戏曲教育一方面
是审美教育，我们要让学生们能近距离、全方位、多角度
体验戏曲之美；另一方面是情感教育，在戏曲艺术生动的
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蕴藏中，他们也会懂得中国人家国
天下的情怀。”

本报电 （黄乐乐） 近日，《大足石刻全
集》 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全集共 11
卷19册，版面文字1200万字，图版5100张，运
用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民俗学、社会学
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重点对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的5处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集科学
性、文献性、艺术性于一体。与会专家认为，
该书的出版，在我国石窟考古和出版史上具有
里程碑式意义。重庆出版集团、大足石刻研究
院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大足石刻全集》。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
像的总称，迄今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
窟多达 75 处，造像 5 万余尊，1999 年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高校戏曲选修课成“抢手货”
□ 周 缘

学生体验化妆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供图）

侯少奎（左）在北京大学《经典昆曲欣赏》课堂上
（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供图）

《大足石刻全集》赠国家图书馆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
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
织你们。”在电视剧《奔腾年代》里，留学归来
的电力机车工程师常汉卿 （佟大为饰），面对新
中国第一代电力机车的研究，站在桌子上，激
情满怀地朗诵起王蒙的这首《青春万岁》。画面
中，年轻的工程师们热血沸腾。这首诗、这部
剧也感染着屏幕外的观众。

包括 《奔腾年代》 在内，东方卫视今年的
“燃情筑梦，剧献祖国”季，共推出了 5 部剧
作，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不同时代、不同行业的人们多姿多彩、跌
宕起伏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的理想和信仰。

为“献礼季”打头炮的是军旅题材 《陆战
之王》。8月26日开播后，便拿下了当日的收视
第一。这部剧将镜头对准了现代坦克兵，讲述
了陈晓饰演的“95 后”新兵与王雷饰演的老兵
的观念碰撞和磨砺成长，从普通军人的赤子之
心折射出大国雄起的强军梦，抒写了当代新青
年的爱国情怀。《在远方》以中国快递行业的更
迭变化为背景，讲述刘烨饰演的姚远从一个底
层快递员，几经沉浮，在快递与互联网的创业
浪潮中不服输、不言弃、不退缩，传达出时代
赋予创业者们的斗志和光华。《奔腾年代》通过
第一代电力机车人佟大为饰演的海归博士工程
师常汉卿与蒋欣饰演的女战斗英雄金灿烂这对
欢喜冤家相知、相爱、相守、相伴的过程，用朴实
的方式诉说一代人投身中国电力机车事业的发
展，为实现强国梦而不懈奋斗的青春。反特剧

《瞄准》 以冷峻紧张的节奏、细腻精致的画面，
讲述了两名曾经并肩作战、配合无间的王牌狙击
手搭档，由于信仰的分歧走上不同道路，在一场
场激烈的智勇交锋之中，谱写一首正义战胜邪
恶、大爱战胜残酷、光明战胜黑暗的赞歌。温文
儒雅的黄轩首次尝试动作硬核、内心深邃的狙击
手角色；陈赫蓄须诠释内心复杂的冷血杀手，突
破以往喜剧形象，让人眼前一亮。冯绍峰、袁姗
姗、乔振宇主演的《大时代》讲述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到2005年，邝铭筹、洪雨桥、周定北等为代表
的科技工作者，在时代洪流中摸爬滚打，最终迎
来创业成功——成为世界知名企业的故事，呈
现一段中国科技创新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东方卫视有关负责人表示，这5部剧都是有
着“青春”热度的“献礼剧”，刻画的正是一代
新中国建设者的青春与成长，他们的经验，或
能成为对“正青春”人群的一种激励。

东方卫视打造燃情献礼季

五剧齐发“青春”筑梦

□ 苗 春 王 云

周三下午，清华大学的蒙民伟
音乐厅里弥漫着浓浓的京剧味，教
室里时不时传来咿呀的丝弦与清脆
的锣鼓声。新学期伊始，《京剧表演
史论与生行艺术实践》及《旦行艺
术实践》如约开课。在一学期的课
程中，60位选课学生将在专业教师
的指导下，练习唱腔、指法与形体
动作，并将在期末汇演中表演《定
军山》和《天女散花》。他们不是专
业演员，也不是艺术团骨干，多是
零基础的学生。

电视剧《在远方》海报

本报电 （记者张稚丹） 略显橘黄古色古香的永
乐大典记事本、带有敦煌风情元素的莲花包、黑红
相间的宋本书签、绿色四库全书笔袋……谁能想
到，印象里很方正的国家图书馆如今文创也做得如
火如荼。

9 月 11 日，国家图书馆联手天猫新文创，共同
举办主题为“新文创新阅读”的国图110周年×天猫
新文创系列活动发布会，中信出版社、人民文学出
版社、上海出版集团等出版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活
动。副馆长孙一钢表示，活动旨在通过文化创意产
品展现典籍之美、历史之美，让消费者以全新方式
体验阅读、感受文化，以阅读滋养文创，以文创带
动阅读。

文创是个技术活儿，天猫新文创行业负责人米
多说，因为专业经验问题，简单的品牌+IP未必能产
生很好的化学反应，需要培养文创师将生活和艺术
结合在一起，进行文化赋能，做出打动人心的作
品。“天猫新文创”是天猫发布的 IP跨界合作计划，
旨在以 IP新品带动文化传承，通过数据分析帮助 IP
衍生出更多的创意产品。

发布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主任邝芮介
绍了他们的几件文创作品，特别是一个海明威礼盒，
里面除了一本《老人与海》之外，还有渔夫帽、胸针、T
恤等，上线当天卖出 30 万元，最后一共卖出 3000 多
套，既推动了经典阅读，也反哺了出版。

国图将与多个品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款产品，
如4inlook庆赏升平国图纪念款礼盒、隐适美红楼梦
系列礼盒、冠芳山楂树下本草纲目山楂汁饮品、智
慧舍得十年陈酿国家图书馆定制等，让 IP元素深入
生活，让阅读跨越纸本限制，以更多元的方式触及
大众，同时让大众认识到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又朝气
蓬勃的国图。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由中国作协
主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四川省作协承
办的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首届四川网络
文学周在四川成都举行，240余位网络作家、评
论家、网络文学组织工作者、文学网站负责人
以及部分相关产业代表与会。

会上介绍了今年 5 月开始举办的“歌唱祖
国——全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联展”情况，共有
346 部参展作品，分为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
和其他题材三大类。其中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65
部，现实题材作品 231 部，其他题材作品 50
部。在这三大类题材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比
重最高，占67%。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四川省作协
主席阿来等作了主题演讲。阿菩、丁墨、爱潜
水的乌贼等网络文学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
和行业观察，探讨了新时代网络文学创作中的
突出问题和解决路径。

出版文创渐入佳境

老国图 新出手

四库全书笔袋

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举行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举行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9 月 16 日，腾讯和故宫博物
院在北京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3 年双方将通过

“数字化+云化+AI化”，在文物数字化采集与文化研究等
领域深入推动“数字故宫”建设。

根据本次合作协议，未来3年，腾讯和故宫博物院将
共同研究文物数字化采集、存储及展示方面的技术，预期
完成10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精修，共同推动数字化
采集行业标准的建立。与此同时，腾讯云将提供技术和平
台，协助故宫博物院运营和升级数字文物库，为公众提供
更优质的数字资源开放服务，共同提升数字文物库的文物
检索能力、健全图片版权保护机制。此外，腾讯的人工智
能、大数据、用户研究等智库专家及研究团队也将对故宫
博物院的数字资源数据和产品服务进行改造研究，为建设

“数字故宫”提供策略支持。
未来3年，腾讯和故宫博物院还将携手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推出剧集 《故宫如梦》，以“5G+4K
超高清+互动多结局+场景沉浸”的创新形式，讲述年轻
工匠蒯祥参与营建紫禁城的过程，弘扬中华工匠精神与故
宫历史文化。除了剧集，三方还计划通过纪录片、大电影
等艺术形式，记录故宫人和故宫文物古建，实现 5G 环境
下电影的VR场景沉浸和多屏互动的可能性。

此次协议的签署将开启腾讯与故宫博物院“文化+科

技”合作的新阶段。过去3年，双方基于Next Idea腾讯创
新大赛平台，共同推动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意的深度结合，
从游戏、动漫、音乐、工具等方面助力传统文化“活起
来”。3 年间，腾讯的 20 多个产品团队与故宫博物院研究
专家、数字化团队，共同开发落地了十余个具有影响力
的项目，包括“玩转故宫”地图导览小程序、“故宫：口
袋宫匠”微信小游戏、故宫 QQ 表情、奇迹暖暖——故
宫传统服饰主题、天天 P 图——“故宫国宝唇彩”换妆
程序、古画会唱歌音乐专辑等代表作。其中，故宫南迁
历史漫画 《故宫回声》 一上线便登上热榜，深受年轻人
喜爱。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过去3年，故宫和腾讯
打造‘文化+科技’的实践案例，为全国文博界的发展做
出了示范。未来 3 年，双方将更加深入广泛地合作建设

‘数字故宫’，探索高水平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研究和应
用研究，让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融入传统文化的互动
与发展中，让优秀传统文化迸发持续的生命力。”

“时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紫禁城即将迎来建成 600
周年的历史节点，腾讯与故宫博物院再度携手有着重要
意义，未来我们将共同承担文物保护研究、传统文化传
承弘扬的使命，拥抱 5G、AI等新技术，让传统文化在数
字时代熠熠生辉。”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表示。

故宫腾讯再携手

深入推动“数字故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