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20年1月20日 星期一2020年1月20日 星期一

到现在为止，李子柒还不习惯一上来就跟人熟络。
用她的话说，“遇到不认识的人先挡在外面，观察一下”。

文静、谨慎、不施粉黛，一袭素雅的对襟褂子。别
人闲聊，她安静地坐着，当有人提问时，才抬起头，先
看看对方再慢慢作答。如果问题和之前接受过的采访重
复，她会毫不掩饰：“你们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啊？”随后
沉默不语。

在成为火遍海内外的头部博主之际，李子柒如她看
上去的慢热与低调，婉拒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成为谜
一般的人物。近日，人民网记者独家采访李子柒，请她
就外界质疑的、关心的话题聊聊她的想法。

谈名字：“柒”是我的幸运数字

李子柒本名李佳佳，在QQ空间还大行其道的十多
年前，她就把网名改成了“李子柒”。“‘子’是因为当
时好多名人的名字中都有这个字，比如曾子墨啊什么
的，我觉得很好听。‘柒’来源于我的生日，也是我的
幸运数字”。

和许多同龄人比，幸运并不是一直眷顾着李子柒。
父母离异，父亲早逝，她打小就和爷爷一起做木工，陪
婆婆一起做饭，下地干活。小学五年级，爷爷去世，婆
婆抚养她到 14 岁，生活难以为继。她孤身一人去城市
打工，端过盘子，做过DJ，睡过桥洞，一包方便面掰成
两半吃。

生活让李子柒练就了能吃苦的本事。她的手比较粗
糙，看得出来是长期劳作的结果。她的手也很灵巧，在
闲聊的过程中，她随手拿起桌上的餐巾，七叠八叠，一
个漂亮的折花就成了。“这个是‘文竹’，这个是‘黛
尾’……都是在餐厅打工时学的。除了折花，还要给客
人报菜名，介绍每道菜的原料、制作方法以及味型。”

2009 年，为了赚更多的钱，李子柒拜师学习了打
碟。“当年，这行收入还是很可观的，一个月能赚一万到两
万多。”尽管这段经历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李子柒毫不
遮掩。对她来说，不论进城打工，还是如今拍视频，

“说到底，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婆婆一个安稳的生活”。
婆婆是李子柒的命，也是她的底线。2012年，婆婆

生了场病，李子柒放弃有着不错收入的工作，回到老
家，开起了网店。2016年，为了让网店东西好卖，她拍
起了短视频。

谈视频：我并不是十项全能

李子柒的短视频全程都是在干活。她会剪窗花、写
对联、绣花染布、酿造烘焙、造纸刻字……新打下的稻
谷，水分大，一袋至少七八十斤，她能背背上，爬坡上
坎。才砍下的毛竹，五六米长，三四根一捆，扛在肩上
就走。

网友很好奇她怎么能掌握那么多生活技能。李子柒
回答说：“大家眼中的生活技能，只是我的求生本能。
以前是为了生存，现在是生活。”她坦言自己并非什么
都会，比如木工、刺绣、书画等，都是提前学的，即使
是厨艺，在她自己看来也不完美，“比如我包饺子，从
来就包不好那个褶，不止一次被嫌弃包得丑。”

在视频中，她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喜欢蜀

绣，就花半年时间捣鼓，“自己去网上搜教程，学着
绣。后来遇到困难，确实没办法了，才托人找到孟德芝
老师 （成都蜀绣大师） 指点一下。”

摄影也是李子柒自己去钻研的。她手机里保存着 3
年前自学摄影的笔记：WB 键是白平衡，P 档是自动
档，光圈越大背景就越虚化……那时候，她每天到论坛
上去看去学。最初拍视频时，就简单写写有哪些流程，
要拍些什么场景就完了，两三行字，其余的都在脑子
里。白天拍，晚上剪，经常一干就是通宵。

因为付出了这么多，当网络上出现质疑她“不是一
个人拍摄、有团队”“作假”的声音时，李子柒才会特
别生气。2017 年，她公布了自己的 20881 条拍摄素材。
视频中，她为了拍好一个画面，来来去去，开机关机。

“证明也没什么用。”李子柒说，后来她想开了，索性找
了一名摄影师和一名助理，“现在内容自己主导，也不
用来来回回去按开关，摄影师会排好素材，然后我来剪
主体”。

谈农村：素材丰富取之不尽

李子柒的视频充满乡风古韵，有着田园牧歌式的村
野情趣，这与她自小生活在乡村息息相关。

“小时候经常到竹林里逮竹甲虫，拿回来炸着吃，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说起童年的农村生活，李子柒
眼神里流露出喜悦，“夏天在院子里看爷爷做蔑活，比
如编背篼、做‘kua kua’（二声，‘竹耙’的意思，川
北方言，有音无字），我也学了一些。”

在拍 《水稻的一生》 时，她从播种到收获，耙田、
抛秧、插秧、守水、巡水，全程亲力亲为。“小时候爷
爷耙田，经常让我站到上面去压耙，因为我的体重刚好
可以把耙压得不深不浅。”李子柒说。不过，别看视频
里她站得稳稳当当的，看上去很潇洒，实际这个工作并
不简单，还很危险。她的叔叔因为没站稳，腿上就被耙
齿划拉了一条很长的口子。

拍水稻的一生、辣椒的一生、黄豆的一生，拍大米
怎么来，酱油怎么酿，李子柒在视频里对农作物的生长
追根溯源，从头到尾讲得清清楚楚。她说：“我担心现
在很多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前有老师给她微
博留言，说孩子们以为水稻是树上摘下来的，她很震
惊。“我希望他们能通过视频了解食物的来源，牢记食
物来之不易。”

有人觉得她的视频更新慢，视频内容时间跨度拉得
也大，但慢对她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春播夏长，秋收
冬藏，天下万事都有其规律”。至于有人担心的拍摄灵
感和题材枯竭，她摇摇头说：“中国农村的东西太丰富
了，拍不完的。”

谈传播：我只是分享了一种生活

新浪微博粉丝2185万、抖音粉丝3485万、B站粉丝
310.2万、Youtube开通两年多订阅人数超过800万……

李子柒的视频不仅在国内火了，也受到许多外国网
友的追捧。白岩松评价她：面向世界的传播中，没什么
口号，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口味，更赢得了一个又一个
具体网民反馈回来的口碑，值得借鉴。“歪果仁研究协
会”会长高佑思认为，李子柒的视频触动了人们内心最
深沉的区域，“通过视频你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家庭
的意义。”

“美好的东西都具有共通性，我自己喜欢，外国朋
友也喜欢。这种美好是不是我带来的并不重要，关键在
于我分享了我想过的生活，恰好你也喜欢。这种共鸣让
人感到满足。”李子柒说。她坦承自己很幸运，但在其
经纪公司——杭州微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
念”） 联合创始人刘同明眼中，不仅仅是幸运：“她是
短视频领域的天才型选手，全靠她过去的每一步积累，
才成就了今天。”

画面里，她忙里忙外，播种犁地、插秧打谷、劈柴
生火、飞针走线，张罗一家人的生计，动作娴熟麻利。
画面外，她要构思视频架构，思考拍摄内容，处理后期
剪辑。当记者问起她的日常，她颇有些无奈，“怎么形
容忙的程度？大概就是恋爱都不敢谈了吧”。

作为头部博主，难免有人捕风捉影。面对外界质
疑，李子柒及其团队一律沉默：一方面，反复回应让她
感到疲惫，另一方面，骨子里的倔强让她宁愿把精力投
入内容创作。对于未来，李子柒称并没有太多计划，

“但肯定会围绕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在
吸引着我。” （本文图片均由杭州微念科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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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郑 娜） 文化和旅游部 2019年度全
国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项目——民
族歌舞剧《扶贫路上》近日在北京与媒体见面。

《扶贫路上》由中共百色市委、百色市人民政府出
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合出品，由田沁鑫任总编
剧、总导演，印青任音乐总监，宋小明任词作者。该
剧以还原“时代楷模”黄文秀事迹的形式，致敬280多
万奋战在“扶贫路上”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以及牺
牲在扶贫岗位上的770余位一线干部。以广西百色一个
村的“扶贫之路”，折射全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线。

黄文秀为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
2019年 6月 17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将正从
百色返回乐业途中的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扶贫路上。

为了创作《扶贫路上》，剧组主创自2018年暑假开
始多次走进广西百色地区，与农民、扶贫干部们面对面
谈心，跟着驻村第一书记走访、调研、采风。主创团队认
真学习国家扶贫政策，历经数次创作会议，于 2019年
6月中旬交出《扶贫路上》的定稿剧本。2019年6月17
日，黄文秀不幸遇难的噩耗传来，《扶贫路上》部分主
创成员第一时间奔赴凌云县，在黄文秀遇难的地点实
地考察，并迅速调整、确定了全新的创作方向。

“这样的党员干部值得讴歌、值得抒写。我们的戏
剧舞台需要这样的正能量。”田沁鑫表示，“心中有人
民，笔下才能出精品。用文艺创作来记录这一场中国
历史上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书写新时代感天动地的世
界奇迹。我们创作的过程，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
民感动的过程。”

《扶贫路上》 将于 2020 年 3 月在广西百色演出，7
月、8月在广西南宁演出，预计10月登上北京舞台。

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

致敬一线驻村干部
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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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林子夜） 对王世渝来说，他的新书 《第
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核心在于
全球化，而非第三次浪潮。“不同的人对全球化有着不同
的理解，但大部分是模糊的。中国还没有掌握有关全球
化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对这个体系是有点陌生的。”

近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读者们终于见
到了这本被吴晓波、王辉耀、鸠山由纪夫等人推荐的新
作。在书中，作为资深
投资银行家的王世渝，
深刻剖析了全球化的概
念内涵，第一次和第二
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角、
特征和结果，并预测了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趋
势、逻辑以及中国在其
中 可 能 起 到 的 主 导 作
用。王世渝相信，中国
企业、中国经济将在更
高水平上走国际化、全
球化道路，迈向新高峰。

2020 年 1 月 10 日，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京举行。医学科普纪录片 《急诊室故事》 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急诊室故事》由恒顿传媒和东方卫视联合制作
出品，2014年12月26日起在东方卫视播出，共播出两
季。纪录片通过固定摄像头、零打扰、24小时全纪录
的方式，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部为观察点，向
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生死时速下的真实现场。

以医疗题材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并不鲜见，为
何 《急诊室故事》 能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主
要原因还在于其以真实故事进行医学科普，完全打
破了过去医学科普单一化、说教化的形式，从大众
喜闻乐见的内容出发，润物细无声地实现科普效

果，同时引发社会对医患关系的广泛讨论。
《急诊室故事》 首次向大众呈现急诊医疗现场，

对于科普就医流程、提高大众医学素养意义重大。
纪录片为观众揭示了日常所难以想象的生命之脆
弱，通过对患者就诊过程的观察，阐述了一次次偏
离轨道的生命如何挣扎着重新回到这个世界。观众
从片中不仅能了解到相关疾病的发现、治疗乃至抢
救和康复过程，也能认识到真实完整的疾病诊断和
治疗过程。与此同时，纪录片每集还会科普一系列
急诊小常识，如心脏病突发的注意事项、心肺复苏
的急救法等，提升观众的急救能力。

《急诊室故事》还原医生真实一面，展现他们的
个性与专业，对提升医患间的信任起到了积极作

用。片中的医生不再是单一的白衣天使形象，而是
个性鲜明又如朋友般暖心亲切的形象，幽默犀利的
正骨老医生、温柔负责的帅气“90 后”医生、心直
口快的保安大哥等医护人员深受网友喜爱，成为风
靡全网的明星医护。此外，纪录片还充分展现了医
生们的专业负责，试图打破医患双方的沟通壁垒。

调查显示，《急诊室故事》 播出后 3个月内，上
海医患关系投诉率降低了10%以上；上海市医疗卫生
工作在节目播出当年的民意满意度大幅提升。不论
是传播医学科普，还是拉近医患关系、促进医患相
互理解，这部电视纪
录片都做出了卓有成
效的探索。

本报电 （赖 睿 刘泽溪） 1 月 13 日，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和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为人民造
像——暨向人民致敬，向大师致敬：安德烈·尼古拉耶
维奇·科瓦尔丘克雕塑作品展”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开
幕。展览联合展出徐悲鸿与俄罗斯美术家协会主席科
瓦尔丘克的绘画、雕塑作品共60余件。

步入徐悲鸿纪念馆的四层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
是徐悲鸿的现实主义画作《愚公移山》。这幅作品创作
于抗战时期，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众志成城，救亡图存。展厅内部，科瓦尔丘克的雕塑
群像有序摆放：“猛犸象”威严庄重，“奔马”奔腾
如龙，最让人震撼的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纪
念雕塑——受害者张开双臂，仰天诉说。绘画与雕塑
交相辉映，两位艺术家以别样的方式跨时空交流。

开幕式上有两件意义特殊的展品亮相：第一件是
为歌颂中俄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的深厚情
谊，科瓦尔丘克创作的雕塑“胜利者”。俄罗斯总统普
京于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将此
作品作为国礼赠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一件是科
瓦尔丘克为此行专门创作的徐悲鸿塑像，并将其赠送
给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先生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
多、质量高，令我十分震撼。对于徐先生的伟大成
就，我发自内心地敬佩。举办本次展览，正是为了表
达我对徐悲鸿先生的崇高敬意，歌颂中俄友谊。”科瓦
尔丘克说。

徐悲鸿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是中
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 （中国美协前称） 主席；科瓦
尔丘克是俄罗斯国宝级雕塑家和俄罗斯美协现任主
席。两位艺术家都秉承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办艺术
的创作理念。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致辞中说：“科瓦尔
丘克先生雕塑作品展在徐悲鸿纪念馆举办，是中俄两
国艺术交流的最新成果。借由展览，让人们再次回顾
中俄艺术交流的深厚传统，坚定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两
国艺术交流的信念。”

歌以咏志，乐以抒怀。由广东卫视、吉林卫视等联
合制作的校园歌手青春励志节目《青春歌谣》于近日收
官。该节目紧扣青春元素，通过邀请一批“青春榜样”
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由来自不同大学的“青春学员”
根据故事选择不同的音乐，用歌声解读主题，传递人生
态度，播出期间获得不俗评价。

《青春歌谣》共12期，设置了“感恩有你，伴我前

行”“月是故乡明”“恰同学少年”“中国正青春”“追梦
赤子心”“榜样的力量”“人生第一次”“时光的旋律”

“传承的声音”等主题，邀请了大国工匠高铁焊接大师
李万君、中国首位戏曲学女博士梁燕、奥运跳水冠军何
冲、最美逆行者消防员曾小民、我为祖国守岛礁的何欣
宇、吉林美德青少年刘强等榜样人物来到现场，他们所
带来的人生故事深深打动了与观众。

在“月是故乡明”为主题的一期节目中，三沙卫视
的纪录片导演覃朝伟和在三沙北岛出任大学生村官的何
欣宇来到现场。覃朝伟一直坚守在南海边陲，只为拍摄
环境保护的纪录片，让更多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何欣
宇出任村官将近3年之久，不畏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危险

的环境，帮助岛民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生活，保护海龟，
改善海岛环境。覃朝伟与何欣宇离开小家，选择把青春
奉献给祖国这个“大家”的故事感动了青春学员。经过
互动交流，青春学员们最终以一部合唱作品《我为祖国
守海礁》 呈现在舞台上，“我想让海龟遍地跑，我想让
树儿越来越高……子孙万代记得我，记得爷爷守过的
岛”，受真实故事触动下的歌声显得格外动人。

在 《青春歌谣》 舞台上，来自普通高校的青春学
员，以歌声抒发理想，颂扬新时代，传达对梦想的憧
憬、对青春的理解。节目通过多维度的观察、多角度的
记录，让青春学员的真实情感和内心世界得到完整呈
现，展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风貌。

这部纪录片何以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乔子文

唱响青春与时代之歌
高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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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雕塑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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