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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宣传轻骑兵

小严收到的这款表情包名为《防疫三字经》，由山
东工艺美院的师生共同设计。表情包中的孔子一改人
们心目中圣人的严肃形象，变身为幽默可爱的“白胡
子老爷爷”。“消消毒”表情里，孔子戴着口罩，正在
喷洒消毒液；“多运动”表情里，孔子撸起袖子成为举
哑铃的肌肉男。

为何选孔子呢？设计团队指导教师张光帅介绍
说：“首先，防疫主题创作是一件相对严肃的事，选取
的人物要有权威性、可信度、号召力和辨识度；其
次，孔子是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由他来教给大家防疫
知识，很贴切。”

确定了人物，师生们又参考历代孔子画像，围绕
角色特征、动画结构和形体比例进行了多次调整，几
易其稿，最终形成了Q版卡通孔子形象。“孔子的最终
形象以智慧长者面貌出现，并对胡须和眉毛进行了夸
张处理，增加了‘仙气’，在卡通的同时也更平易可
亲。同时，选择双手合十的‘礼’作为标准动作，对
服饰略作艺术化表现。”

卡通孔子旁“三字经”的文案创意来自表情包艺
术总监、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他说：“ 《三字
经》 是传统蒙学教材，明白易懂，借助这种语言形
式，朗朗上口，易于传播。”

“ 《防疫三字经》 表情包是将优秀传统文化和数
字媒体制作以及防疫知识宣传相结合的尝试，由历史
文化名人宣讲防护知识。我们开发的另一套 《钟老
说》 表情包，以钟南山院士形象为主体，意在通过医
学领军人物普及防护知识。此外还有取材于古代雷神
火神形象的《雷神治瘟，火神驱疫》表情包。”潘鲁生
说：“表情包这种新媒体艺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同时
能快速及时地反映现实，是抗疫宣传的轻骑兵。”

加入这场表情包抗疫宣传的古代先贤除了孔子，
还有范蠡、张衡、诸葛亮、张仲景。“这 4位历史文化
名人在我们这里家喻户晓，被尊称为‘南阳四圣’，街
头巷尾有不少他们的宣传介绍。”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政
务新媒台台长王笑荷介绍说。在她看来，借助于当地
名人开展主题宣传不仅能提高信任度，更具亲和力，
还能激发本地人的文化认同。

不出所料，《南阳四圣抗疫表情包》2月9日在网上
首发后，受到当地人热烈欢迎。网友评论说：“非常
好！地域文化和当下形势结合，创意新颖，画风时
尚，大赞！”“几位先圣的身份和宣传语也很符合，创
意棒棒哒”。

细看这组表情包，还真如网友所说。范蠡提醒大
家“按需购买”，张仲景告诫我们“勤洗手”“戴口
罩”，诸葛亮的台词是“不聚餐”“不出门”，张衡则手
拿浑天仪高呼“不信谣”。

表情包设计者周阳在确定宣传语时颇费了一番心
思。他说：“范蠡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商人，被誉为‘商
圣’，请他出山是想告诉大家物资充足，不用囤货。张

仲景是‘医圣’，讲解防疫常识，身份更贴切。张
衡则是科学家，提醒大家科学防疫。”最有意思的
当属诸葛亮，他曾在南阳隐居，因此“不聚餐”

“不出门”的台词也就非他莫属。

社区防疫小助手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胡同里，常能看到这样一群
人，她们身穿红马甲、臂戴红袖标、头顶小红帽，在
细心地检查安全、维护治安，时不时还为找不着道儿
的游客指路——她们就是被称为“西城大妈”的平安
志愿者群体。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社区是疫情联防
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
线。平时就积极热心为大家服务的西城大妈们，自然
不甘落后，她们转战到微信聊天中，化身为卡通人
物，用表情包的形式给大家送去暖心提醒。

西城大妈品牌宣传负责人张哲宇说：“西城大妈的
卡通人物形象和表情包以前就有，不少人都在用。疫
情发生后我们发现，原来的表情包中，大家常用的

‘哈哈哈’发得少了，‘平安是福’‘一切正常’发得多
了。”敏锐感受到居民的情绪变化后，西城大妈志愿者
团队针对社区疫情防控的特点，于2月3日推出《西城
大妈助威抗疫表情包》。

上线后，这套表情包迅速在西城区的街道社区扩
散开来，头戴小红帽、留着卷发的“西城大妈”在小
区微信群里一动一动地告诉大家“积极配合量体温”

“做好登记更安心”。尽管疫情期间，西城大妈们不能
像往常一样走上街头为大家服务，但在微信群上，“她
们”却在继续发挥着邻里守望、群防群治的作用。

“‘西城大妈’如今已经成为一个 IP，她们的卡
通形象在社区群和邻里微信聊天中出现，可以提醒外
地返京的朋友及时登记，也可以提醒居民积极配合防
疫工作，这种宣传方式更便捷高效，也更生动活泼。”
张哲宇说。

在这次表情包战“疫”中出手的，除了西城大
妈，还有海淀志愿者。

王鹏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一名大四学生，同时也
是夕阳再晨公益组织的一名志愿者。今年寒假，他过
得和往年不太一样。大年初九，王鹏就打开电脑开始
忙碌，不是为了写论文，他要为抗击疫情做点事——
制作一款防疫表情包。

“看到街道社区工作者们为了居民健康，每天值守
十几个小时，尤其是在刮风下雪的日子里，他们仍然
坚守岗位、站岗巡逻、入户排查，我特别敬佩他们。”
王鹏说，“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呼吁大家尽一己之
力，不外出、不聚集、不添乱。”

2 月 3 日，花园路街道原创“防疫表情包”上线。
这组表情包共8种人物形象、18款，人物形象上拉开年
龄层次，既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每位活灵活现的
卡通人物都佩戴着口罩，上面醒目地写着“拒绝扎
堆”“在家待着人人夸”“见图如见面”等倡议。

在街道辖区内 26个社区微信群中推广后，居民们
动动手就成了义务“抗疫宣传员”。居民宋如义告诉记
者：“我换的头像就是第3个，画得和我太像了！”社工
施倩倩说：“在和朋友聊天时，不用打字，一个表情包
就能表达‘见图如见面’的问候。”

“这套表情包和我们的工作契合度很高。居民们出
于新奇好玩的心态，通过发表情包无形中传播了防疫
知识，在社区疫情防控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花园路
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欣说。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

防疫表情包
指尖传递爱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本报电（文 纳） 为减少人员流动，上海全市
83家美术馆自 1月 24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原定春
节期间举办的公共教育活动也临时取消。为充分
发挥美术馆在传播美育知识方面的作用，方便市
民与游客足不出户体验艺术大餐，通过艺术作品
为疫情防控加油鼓劲，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
倡导全市美术馆对原有线上美术服务内容进行全
面提升，加大抗疫主题作品内容占比，加快已有
资源梳理，推出永久开放的线上美术馆升级版。

依托数字美术馆、微信、手机 APP 等载体，
上海市美术馆推出在线展览、讲座，向社会公众
提供安全便捷的在线服务，尤其是加入了讲座、
网络慕课等全新公共教育活动内容。截至 2 月 7
日，首批推出 57 项线上活动，其中在线新创战

“疫”美术作品展览 11 项、数字全景展览 16 项、
在线虚拟展览 10 项、在线讲座等公共教育活动
20 项。

1月28日、2月6日、2月7日，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通过微信平台，梳理推出两期线上美术馆
特辑，以及全市 77家美术馆官方微信全览。首批
线上美术馆项目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1月24
日至2月7日期间，各项数字美术馆平台总浏览量
突破 70 万人次，其中美术馆小程序浏览量约 9 万
人次，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线上美术馆项目涌现出一批新创战“疫”主

题作品。上海中国画院、上海油画雕塑院、韩天衡
美术馆、虹桥当代艺术馆、崇明美术馆等美术机构
组织艺术家拿起画笔，为国家祈福，共计完成新
创抗击疫情主题美术作品超过120件。其中，上海
中国画院组织 37 位艺术家创作了 72 件（组）作品，
其中不乏施大畏、韩硕、张培成等知名艺术家，也有
鲍莺、庞飞等中青年画家。上海油画雕塑院刘曼
文、李向阳等6位艺术家完成8件作品。韩天衡美
术馆发起“讴歌英雄 战胜疫魔——百乐雅集师生
书画印网上作品展”创作项目，汇集了韩天衡、
许雄志等全国书法、篆刻名家的新作。

线上美术馆还首次大规模纳入公共教育活
动。这些活动主题多样、形式多元，一改以往线上
美术馆以展览为主的格局。例如中华艺术宫策划
推出“海上书法名家”线上系列讲座，邀请刘小晴、
丁申阳等6位名家在线指导。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整理了近两年的学术出版物，推出“晨读”栏
目，邀请专家朗读分享。明珠美术馆结合当下展
览，邀请知名作家讲述“风景与画”的故事。

下一步，上海市各美术馆将进一步挖掘已有
的展览、公教活动资源，并在闭馆阶段，沉下心
来梳理藏品与历年展览、学术成果，抓紧再制作
一批线上展览、线上讲座，创新线上美术馆的内
容与传播途径，推动数字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压题图片为上海中国画院公众号截图）

600 余位音乐人参与，创作发表了近 700 首作品
——这是“用音乐的力量支援武汉”歌曲征集活动上
线一周后，参与音乐人和发表作品的数量。“用音乐的
力量支援武汉”歌曲征集活动由酷狗音乐与光明网联
合举办。活动征集范围包括原创和翻唱歌曲，参与者
中既有9岁的孩子，也有67岁的音乐人。

由 38位武汉音乐学院师生和校友在线上共同完成
的《明天依然最美》，是疫情初期最早在酷狗音乐上发

布的歌曲之一。作为主创人员之一，音乐人刘思远表
示，创作这首歌是为了鼓舞那些在“看不见硝烟的战
场”上的白衣战士，慰藉身处疫情中的人们。

为了让作品能带给听者力量，刘思远和声乐指导
易浩为每一句歌词都建了一个微信群，与对应歌词的
演唱者逐字逐句地打磨，有的歌词一抠就是3小时。由
于身处武汉，这首歌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不少挑战，比
如演唱者的录音环境不统一，混音师设备不充足，视

频剪辑可用素材缺乏等。所有参与者克服难题，齐心
协力，最终完成了这首“云创作”作品。

另外一首歌曲《光 （献给武汉）》，同样也由武汉
音乐人杨振宇创作。杨振宇和女朋友的父亲都在抗疫
一线工作。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边人的故事，激发杨
振宇创作出这首歌。与 《明天依然最美》 的多人创作
不同，《光 （献给武汉）》从词曲创作、弹奏演唱、编
曲混音都由杨振宇一人独自完成。在杨振宇看来，用
音乐记录自己的感受是一种职业本能。

除了征集音乐支援武汉，酷狗音乐早在1月29日就
上线了《近百位音乐人用歌声为武汉加油》原创歌单，随
后又开设了《一人一句祝福，为武汉加油》的评论专题
页，汇聚万千音乐人和乐迷的心声为武汉加油。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社会都参与
到了这场群防群控的人民战
争之中。在此特殊时期，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
片中心纪录频道自 2 月 3 日
起，推出9集系列短视频《武
汉：我的战“疫”日记》。该
系列短视频打破了传统的纪
录片生产模式，采用每集5分
钟的 Vlog （视频日记） 微纪
录体裁，以“日记”的方式，
由主人公用第一人称拍摄、
讲述。片中，医护人员、普
通市民、媒体工作者、外地
援助者、外籍人士等武汉疫
情的亲历者，通过其个人视
角记录一个个真实的“武汉
故事”，让人们看到了普通民
众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绽放的
情怀和力量。

纪录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关注社会现
实、记录时代发展变化的印记。从这个角度
来说，纪录片和新闻报道有共通之处，但新
闻报道更注重反映事件、传递信息，使民众
消除不确定性，以准确判断、安排生活；而
纪录片注重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在
事件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因而更为关
注个体的情感、心态和表达。《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是特殊时期下纪录片生产“新闻
化”运作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其采用的具体
方式是互动叙事、交互生产。央视纪录频道
突破性地与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共同征集作
品，并向有潜力的视频作者定向邀约，由身
处武汉的 Vlog作者们提供内容，再由纪录频
道剪辑、合成、播出。虽然都是来自业余作
者的内容，但每一个 Vlog作者的背后，实际
上都有专业导演智慧和心力的投入。这种
UGC （用户生产） +PGC （专业生产） 融合
的方式，使视频内容既真实鲜活、来源广
泛、提供迅捷，同时又经过一定的专业策划
和打磨，保证了成片的制作品质和价值表达。

Vlog 这种个性化、小而轻的表达方式富
有真实感和人情味，也易于在注意力碎片化
的时代传播分享，便于大小屏联动、全网传
输、全域覆盖，实现最大范围的受众抵达。
那些来自武汉最基层的个体故事，包括医护
人员的敬业坚守、普通家庭的真情实感、外
籍人士的乐观幽默以及由 AI语音合成的“摄
像头”拟人化讲述，在各类信息庞杂、焦虑
不安的特殊时期里快速传递给观众，予人以
鼓舞人心的力量和慰藉，促进了全国观众与
武汉这座城市的情感互动。这种利用新媒介
形态做出的模式创新，既体现出新闻生产的
高效率，也兼具了纪录片的质感和温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

本报电（记者郑 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化
和旅游部加强系统内疫情防控工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措施，纾解疫情防控时期文化和旅游企业经营困难。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部门户网站上增设“应对疫情支持
企业发展政策措施”专题，及时发布文化和旅游系统防
控疫情的重要政策文件，分类梳理各地支持文旅企业发
展的相关举措。

为丰富疫情防控期间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和
旅游部迅速调集整合数字文化资源，推出在线公共文化服
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通过部门户网站
升级推出“在线图书馆”“在线博物馆”“在线剧院”等专
题，集中提供 《国图公开课》《国家博物馆 360 虚拟参观》

《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故宫数字文物库》 等一系列
在线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以及 《谷文昌》《永不消逝的电
波》《重渡沟》等一批优秀舞台艺术精品。近期，还将陆续
推出在线群众文化、在线少儿文化艺术、在线非遗展示等
专题，不断丰富线上文化资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
挥积极作用。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在线政务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推
出“出行提示”服务，及时发布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旅行提
示，为游客出行提供权威的信息。该项服务在文化和旅游
部门户网站和“文旅政务”APP同步推出。

前几天，宅在家里的小严在群里收到一个
表情，白眉长髯的卡通孔子紧闭双眼，两手紧
握，好像在发功；随着他的头一仰一合，脑袋
上方出现了蓝色WiFi信号，旁边还闪出3个字
——“云会友”。“这个表情包也太逗了吧，原
来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聚会。”

疫情期间，众多防疫表情包走红网络。孔
子、华佗、张仲景等古代先贤以漫画版形象现
身，为大家讲解卫生知识，“95后”甚至“05后”
学生也纷纷出手绘制。轻轻一点，小小的表情包
就带着防疫知识和爱心从指尖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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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的力量支援武汉
刘 杭

文旅部

推出在线公共文化服务

微
纪
录

新
探
索

唐

俊

微
纪
录

新
探
索

唐

俊

▼

共
克
时
艰

章
龠
中

▲《西城大妈助威抗疫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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