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

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美 术 欣 赏

免费看剧受欢迎

疫情期间，居家不出行就是普通人对国家最大的贡
献。为丰富人们的居家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教育电视台和近 20 家省级卫视，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中国广播剧协会等行业协会以及近 30 家国
有、民营制作机构已捐赠3批次、近1000小时的优秀电
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少儿节目播出版权。从2月至
8 月底，《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故事里的中
国》《本草中华》《大禹治水》《医者——脊梁》《人间
世》《中国船长》《罗湖桥》等180余部优秀影视作品播
出版权将无偿提供，在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广泛播出。

各大网络视频平台也采取多种费用减免措施，为全
国观众服务。

爱奇艺向湖北、武汉电视台捐赠 《破冰行动》《飞
行少年》等优秀剧目的播出权后，又限时免费播出《芳
华》《龙猫》等电影。“后台数据显示，观众对这些免费
影视剧非常喜爱，比如《都挺好》《小欢喜》等2019年
的热播剧，最近的爱奇艺热度值都超过了4000+，说明
很多观众在观看，同时也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免费播出策
略的确受到观众欢迎。”爱奇艺执行总编辑王兆楠说。

腾讯视频也对包括 《都挺好》《妖猫传》 在内的 60
余部优秀电视剧、电影、动漫和综艺节目开放限时免
费。除了《急诊科医生》，优酷还将《在远方》《外交风
云》等优秀剧目免费提供给网民观看。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曾祥敏说：“作为行业
监管者，广电总局此次充分发挥管理、统筹的作用，积
极调配资源，相关举措受到大家欢迎。此外，增加疫情
严重地区电视剧的播出内容，非常有针对性和创造性。”

趣味答题学知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主要有哪些临床表
现？”“密切接触者范围是什么？”“如果出现呼吸道症
状该怎么办？”这些有关疫情的科普知识问答，在网络
直播答题中热度飙升，相关知识也随之进入“寻常百
姓家”。

为了广泛传播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日前，国家广电
总局网络司联合国家卫健委，指导快手、抖音、微博3
家网络视听新媒体开展“疫情防控”专场直播答题活
动，活动观看人数约3200万人，参与直播答题人数660
万人，取得良好效果。

以“快手状元”组织的“疫情防控”专场为例，每
一场都有不同的主持人串联起整个答题活动。在答题间
的右上角可以看到参加答题的实时人数，最下方可以看
到网友们送出的“武汉加油”公益礼物，所得收入全部
捐赠给武汉慈善总会。每道题要在 10 秒钟内选出答
案。笔者试了一把，在第 6 题时出错，由于没有复活
卡，只能遗憾退出。如果连续答对 12 道题，即可成为

“状元”，共同瓜分200万元奖金。
“春节宅家参与快手组织的直播答题活动，没想到

最终答题成功获得了红包，并且学会了如何正确戴口罩
等一系列医学知识，这真是意外之喜。”通关网友“有
你就好548”说。

“快手状元”项目负责人蔡婵介绍，这场直播答题
参与人数达 928.7 万，最终 23.9 万位“状元”闯关成
功，参与瓜分奖金。她表示：“‘快手状元’发起疫情
防控专场，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为用户了解疫情防护
知识提供便捷的新途径。”

传递信息形式多

1月2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特别节目《战疫
情》，多角度对抗疫前线进行独家报道。如今，各级电
视台开设的疫情特别节目已成燎原之势，真正做到了多
时段、全天候为民众传递最新信息。

湖北卫视几乎全天候、全时段对疫情进行播报，开
设了 6档新闻直播节目和 1档演播室访谈特别节目 《众
志成城抗疫情》。北京卫视王牌节目 《养生堂》 与 《我
是大医生》《生命缘》 共同为防疫宣传搭建起健康矩
阵。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也都开
设了专题节目，滚动播报疫情最新信息。

短视频领域的疫情阻击战也悄然打响。人们以往打
开抖音、快手，为的是观看轻松的视频，增添生活乐
趣。但现在，短视频以其短小精悍、传播力强的优势，
成为抗击疫情宣传的主要方式之一。爱奇艺、优酷、腾
讯、快手、抖音等各类网络视听平台全力推送疫情防控
宣传短视频。在全网推送的若干短视频中，不乏单条播
放量达亿次的作品。

广大网友也纷纷参与到各类疫情防控短视频拍摄
中，其中，哔哩哔哩UP主 （注：上传人） 与央视合作
出品的《武汉Vlog》系列短片，记录了武汉人民抗击疫
情的点点滴滴，上线仅 20小时播放量就超过 150万次，
弹幕超12万条。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消息
传到了美猴王孙悟空那里，悟空一个筋斗云来到武
汉，变化出雷神山、火神山、钟南山三座大山，誓要
降妖除魔，制住病毒妖……近日，皮影动画《孙悟空
大战病毒妖》由北京龙在天皮影剧院创作完成并在线
上播出，全网点击量近500万次。

皮影动画《孙悟空大战病毒妖》剧情贴近当下生
活，把孙悟空降妖除魔的传统形象与白衣战士抗击疫
情、消灭病毒巧妙结合，是非遗在抗击疫情宣传方面
的一次尝试。

动画中，拟人化的“冠状病毒”造型逼真，“雷
神山”“火神山”的造型也出现在古老的皮影屏幕
上，正义的化身孙悟空携手“三山”击败病毒妖的情
节表达出人们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心。

创作团队负责人王熙说：“看到数万医护人员几
班倒，奋战在与疫情斗争的一线，很敬佩也很心疼他
们。同时，作为普通人，大家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自觉在家隔离，生活不免有些枯燥。怎样才能让大家
平复心态，缓解焦虑？我们想到了皮影戏。”王熙和
她的团队积极行动，从编剧、画稿、道具、配音、视
频到上线发布，不到一周时间就推出了这部热闹有趣
的皮影戏作品。

据了解，皮影动画《孙悟空大战病毒妖》的制作
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在人员分散的情况下，只能远
程线上联络。山东的配音、内蒙古的画稿、上海的视

频、北京的操纵，甚至新西兰的造型，制作团队成员
一听说要创作抗击疫情主题的作品，纷纷表示要积极
参与，并马上投入创作。

作品编剧、策划人林中华说：“大家都说，让非
遗文化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作用，是中国皮影艺人的心
愿，也是我们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使命与担当。‘金猴
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希望这部作品
能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病人和宅在家里的群众，带
去乐观的精神和战胜疫情的勇气！”

1月27日，大年初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们
放弃休息，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中。一张张抗疫宣传画、
一个个动画、一段段短视频，将目光聚焦于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中。在院长潘鲁生的带领下，《生命重于泰
山——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主
题创作全面启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大家对疫情防控知识缺
乏了解，表情包 《钟老说》《防疫三字经》 及时上线，
少外出、戴口罩、常通风、勤洗手等防疫常识通过孔子
和钟南山的卡通形象迅速传递给人们。宣传画 《戴口
罩》中，蜡笔线条勾勒的巨大蓝色口罩将一家人护在其
中，传递出做好防护的重要性。宣传画《关键时刻：伸
一把手，加一把力！》 中，密密麻麻的小石块空出一条
白线，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星”形状，传递出防
疫人人有责，没人能置身事外的内涵。《教您防疫小常

识》系列绘本以温暖的色彩、可爱的形象为孩子编织起
一张防护之网。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殷波说：“宣传画等艺术形
式直观清晰、富有冲击力，及时传递疫情知识，在‘读
图时代’发挥出设计与图像的穿透力，让大家的防护意
识更深刻、更牢固。”

主题创作中，不少作品致敬抗疫英雄和身边榜样，
形成一幅“抗疫群英谱”，汇聚起满满正能量。插画

《家国·钟南山》《家国·李兰娟》 致敬科学家；宣传画
《榜样》系列选择科学家、建设者、一线医务工作者等4
类人物的代表，通过讲述个体故事向人们传递榜样的力
量；插画 《断发出征》《鲜姜援武汉》 取材于真实故
事，彰显普通人的光辉。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主题创作在讲求艺术性的同
时，更注重现实性，紧扣疫情防控形势，在各地有序组

织复工生产的当下，推出《复工山东，支援抗“疫”前
线！》《战“疫”我们在行动——开学延期课不停》等动
画作品，用艺术的形式向大众传递抗“疫”最新形势。

潘鲁生介绍说：“主题创作活动开展以来，我们进
行了统一部署，全面梳理题材内容，通过‘假期课堂’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组织创作。确定了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抗疫情，讴歌优秀人物和感人事迹，宣
传预防知识等主题。创作形式上分为宣传画、动画、漫
画、插画、中国画、雕塑、新媒体艺术、表情包、应急
防护产品设计、山东阻疫专题、交互设计等类别，并组
建了10个主题创作小组。”

活动得到全校师生积极参与，累计创作作品 2000
余件。其中既有为战胜疫情而凝心聚力、鼓劲加油的宣
传画，也有为“白衣天使”设计的防护服和防疫用品，
有描绘身边‘平民英雄’、凡人善举的插画，也有深沉
反思的漫画。

“设计要服务社会民生，不只要以艺术与美为社会
锦上添花，更要以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在关键时刻鼓
舞斗志、共克时艰，践行‘为人民而设计’的宗旨。”
潘鲁生说。

如今，无论是作为旅游
纪念品，还是逢年过节看望
亲友当礼物，兼具颜值、实
用性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
都很受欢迎。从几元几十元
的贺卡、钥匙扣、笔记本、
帆布包，到数百元的彩妆、
茶具、首饰，文创产品品类
日益丰富的同时，开发主体
也 更 加 多 元 。 博 物 馆 、 公
园、大学、出版社等机构纷
纷试水这一领域，推出风格
各异的文创产品。

在文创市场蓬勃发展的
背后，问题也不少。同质化
设计导致消费者审美疲劳，
简单的符号嫁接导致产品有
颜值无内涵，让文创产品真
正有“文化味”将是文创行
业迈向2.0时代的标志。

在文创产品 1.0时代，把
图片简单印在钱包、T 恤、
笔记本、抱枕上就可称之为
文创产品了。2013 年，台北
故 宫 推 出 “ 朕 知 道 了 ” 胶
带，以 18 万卷的销量告诉人
们，博物馆也可以不那么老
气横秋。随后，类似商品井
喷式爆发。但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是创新，第二个第三个已是模仿，到第一百个
时就很难再吸引人们的目光。单纯将文化元素印制
到产品上，比纪念币和风光明信片强不了多少；依
靠卖萌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卡通帝王人偶也很难说有
多少文化内涵。将抽象的文化融入到具体可感的产
品中，着实并不简单。

今年是天坛建坛600周年，一款《祈年历》将世
界文化遗产天坛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
气”完美融合在一起，体现了文创产品的“文化
味”。祈年殿在古代是皇帝祭天的场所，反映出中国
人独特的时空观。在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和农业生
产中，先民们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

《祈年历》因此以时间为轴，以节气为纲，以物候为
章节，可让人们直观了解到古人的农事活动以及物
候情况、黄经度数、祭祀知识等信息。在设计上，
二十四节气插图则把天坛祭天建筑、树木花草、气
候特点、物候特征有机结合。颐和园推出“颐和一
盒”月饼，把节日文化、宫廷文化、饮食文化与世
界文化遗产巧妙融合；国家博物馆推出“斗转星移
小夜灯”，由发光细线和光点勾勒出的“星空”图
案，设计元素来源于宋代“天文图”碑拓片。如
今，越来越多文创产品瞄准文化发力，更加重视提
高产品的文化内涵。

探究这些产品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文创产
品开发不是由此及彼、横向移植。无论是一件文
物、一座建筑还是一位历史人物，都需要设计者充
分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深刻理解其价值所在、准确
找到其开发潜能，再通过创造性转化寻找到合适的
物质载体，让文化通过产品真实可感。也就是说，
如果缺少提炼转化的关键一环，再精美的文物、再
有历史的建筑、再有故事的人物也难做成好的文
创产品。

2019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7.9%，未来文创产品市场随着消
费升级大潮，将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如何让文创产
品区别于一般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给
人们带去美感、知识、文化和新奇好玩的体验，或
将是开发者在文创2.0时代关注的焦点。

日前，为满足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需求，北京出
版集团免费开放“京版云”公益课程，让首都广大师生
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优质线上学习资源。

“京版云”平台是由北京出版集团联合互联网技术团
队打造的“互联网+教育”生态系统。平台内容主要分为

“励耘圈”（资讯平台）、“教学+”（资源平台）、“班级
行”（授课平台） 三大功能模块。

“京版云”平台提供了 3 种登录模式：教师登录、
学生登录以及家长登录。用户根据自己的身份进行实名
认证，每一种模式都对应着不同的功能。笔者发现，以
教师身份登录，可进入“教研活动”版块，观看北京教
师们上传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头脑风暴；以学生身份
登录可进入“数字教材”“京版资源”等版块，进行自主
学习。

在“数字教材”版块，所有数字教材资源与京版教
材每一单元、每一课时高度匹配。教材内容涵盖数学、
英语、化学、生物等多个学科。学生可各取所需，对下
学期课程进行预习，充实假期生活。

笔者打开四年级上册英语课本，发现数字教材都是
按照书本形状设计，点击屏幕上的翻页键，就可以像现
实中一样翻书。使用视频播放功能，学生可观看动画教
学，听到原汁原味的英语朗读。每一单元还设置了跟读
练习，系统会给学生的朗读进行打分，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

北京出版集团教材中心常务副总编邬云泰说：“接下
来我们将与 《少年科学画报》 合作，把丰富的音视频资
源整合到云平台，增加青少年科普内容。其中包括昆虫
专家、摄影师深入大西南拍摄的有关我国野生动物、昆
虫、植物的原创科普视频 《一起发现》 以及精彩的 《漫
虫记》动画片。”

据悉，广大师生还可通过“京版云”手机 APP、“今日
课堂”微信订阅号等渠道享受免费线上教育资源。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⑩

免费送剧 直播答题
——广电系统多种方式助抗疫

刘泽溪 苗 春

免费送剧 直播答题
——广电系统多种方式助抗疫

刘泽溪 苗 春

山东工艺美院开展抗疫主题创作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我是第一次看《急诊科医生》这部电视剧，现在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多么不容
易。”大二学生陈晨说。

陈晨介绍，自己是在打开优酷客户端时发现这部电
视剧可以免费观看的。他发现，不少之前需要付费才能
看的电视剧都免费了。“终于可以趁着这个延长的寒假大
饱眼福了。”陈晨说，“希望每一位白衣天使都照顾好自
己，我们一定可以共渡难关。”

医护人员在前线与疫情作斗争的同时，广电总局也
协调全国各级电视台、各类网络视听平台，通过播放一
个个优质影视剧，组织一场场直播答题活动，创作一条
条正能量短视频，鼓舞全国人民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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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打烊

公益云学习 停课不停学
刘泽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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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大战病毒妖》线上播出

《山东·实敢当》 杨濡豪作

《孙悟空大战病毒妖》动画截图 王 熙供图《孙悟空大战病毒妖》动画截图 王 熙供图

①广电总局网络司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知识答题》活动海报

②部分可免费收看的影视作品 图片来自网络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