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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术 欣 赏美 术 欣 赏

当你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新冠肺炎防疫公益
广告《野生动物保护》，是否受到感召，决心敬畏自然，尊
重生命，向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说“不”？当你看到江
西广播电视台创作的新颖有趣的《六步洗手法》，是否学会
了正确的洗手方法，对眼下这件天天重复许多遍的事再也
不觉枯燥无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大量
公益广告涌现。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部门统计，仅1月
25日至31日（初一至初七），全国就制作了疫情防控主题广
播电视公益广告近3万条，全国各级播出机构播出400余万
条次，新媒体平台播出相关作品累计点击量近2亿次。宣传
疫情防控、反映医护人员无私奉献、展现海外援助力量，
呈现湖北当地人真实生活等各类公益广告，凭借生动形
象、短小精悍、传播快捷、冲击力强等特点，对抗击疫情
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非常时期 创意非常

“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公益广告都会深度参与社会生
活，成为重要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
国高教学会广告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丁俊杰说，从世界范围
来看，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
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公益广告都曾起到巨大作
用。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出现过各种口号，如“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鼓舞全国人民
救亡图存，这实际上也是公益广告的某种形式。

“特殊时期公益广告大量出现很正常，在非常时期，公
众利益是首先应该被关注的，而公益广告的核心就是关注
公众利益。”丁俊杰说。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部门表示，疫情发生后，他们
迅速与国家发改委社会管理司和国家卫健委宣传司、疾控
局等部门建立紧密的工作联系，紧急协调权威机构和全国
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时制作、播出了大批疫情防控
公益广告作品。

中国广告协会和国家卫健委联合举办的“抗击疫情公
益广告行动”规模空前。目前已有超过 400 个广告公司参
与，覆盖全国 313 个城市，有 120 万个以上的广告点位发
布，刊例价突破 20 亿元。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介绍，
这一行动大年初一启动，得到业内热烈响应，第二天第一
批公益广告就在户外屏上刊播。蓝色光标传媒集团、凤凰
都市传媒、滨江星传媒等还将有关公益广告做到了美国、
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中国广告协会还紧
急启动了公益广告大奖“黄河奖”的专项结集。

居家休闲、学习的大学生群体也举办了“战‘疫’全
国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丁俊杰认为其中许多作品很
优秀，体现出创作的力量和青春的思考。他准备将待出版
的作品集命名为“非常时期非常创意”。

情感丰沛 细节感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司长袁同楠介绍，
此次公益广告内容从最初的如何正确洗手、佩戴口罩等科
学防疫知识，逐步拓展到返工注意事项、心理健康疏导以
及关爱医护人员等方面；制作主体从最初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独挑大梁，发展到各新媒体平台、各节目制作机构乃至

各社会机构、各团体和个人广泛参与，顶级权威专家、知
名影视艺人积极响应，所以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

一些专家认为，此次抗疫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公益广
告，与以往相比有新的特点。重大突发事件之下，新闻性
和服务性是公益广告的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这一轮公
益广告对社会治理、城市管控、政策指令的上传下达都起
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此轮公益广告的情感性内容是最多
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比如医患关系的改善、医者之间
的亲情关系等许多细节，充满暖心的温情，令人动容。”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
冷凇指出，这些公益广告从宏大叙事转向细节把控，找准
小切口，做出了“大文章”。比如摘下护目镜和口罩之后遍
布压痕和皱纹的 50 张医护人员的脸，被拍成了公益视频，
观者瞬间被医护人员的高尚无私和人间大爱所震撼。

冷凇认为，“通过此次抗疫，公益广告的创作和发展可
能将迎来一个爆发期。”

让人看后有所行动

从各地各机构经筛选报送的 600 余件疫情防控公益广
告作品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严格审核精心挑选了 11 批
共 68 条优秀作品，列入“全国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库”，截
至 2月 25日，全国各级播出机构和新媒体平台下载总量已
近 10万次。

究竟什么是优秀公益广告？丁俊杰认为，优秀公益广
告应该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心情为之一震、耳目为之一
新，更重要的是，“还要让人看了以后有所行动”。

广告界对不同时长的公益广告有约定俗成的要求：30

秒玩概念，60秒见人物，90秒讲故事。冷凇认为，从这个
意义上说，被转发比较多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公益广告

《礼物》 的刊播是成功的。它的 60秒和 90秒版本巧妙地从
儿童视角展现了疫情之下医护人员、工人、警察、厨师、
社区工作者、菜农等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的感人形象和生
动故事，直击人心。

北京卫视《养生堂》《我是大医生》等出品的疫情防控
公益广告也比较引人注目。《我是大医生》制片人赵菲菲告
诉记者，他们从大年初一陆续上线播出 20 余支公益广告，
都是由医生或者演艺明星一人分饰两角，一个角色演绎生
活误区，一个角色再进行科学正解，“自己打败自己”，富
于趣味性、实用性，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更令人敬佩
的是，为了减少人员聚集，这些公益广告都仅由一位科普宣
传员、一位工作人员俩人完成，同时担任灯光、摄像、导演
的陈龙许多天没有休息。

张国华认为，这轮公益广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坚持了
正确导向，赞颂了医护人员等群体，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振奋人心。

丁俊杰表示，公益广告不能满足于“我来了我做了”，不
能只是“秀”，停留在形式和标语口号层面，也要讲求实效，
让观众看后能够转化为行动。

下一轮抗疫公益广告创作要注意什么？冷凇认为，最
重要的是传播主流价值观，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人物的真
实性，不能损伤媒体公信力，也不能失去专业水准，粗制
滥造。此外，公益广告是神圣高洁的，应该避免幽默化创作，

“幽默化内容现在占短视频的比例很大，但特殊时期的公益
广告应该是严肃而负责任的。”他说。

直播以及包括vlog （视频日记） 在
内的短视频，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标识的
新兴媒介形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论是对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直播，还是武汉
网友“蜘蛛猴面包”“计六一六”“林晨
同学”等拍摄的各类短视频，都呈现出
不同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形态
的独特而广泛的影响效果。这首先得益
于 4G 网络、移动智能终端等移动互联
网的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完
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范围普及。正是移
动互联网的全国性覆盖，再加上宽带等
传统互联网近年来的持续“下沉”，才
使海量用户同时在线的直播以及拍摄、
剪辑和传输短视频成为可能。集成了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项移动互
联网前沿技术的算法推荐，也使直播、
短视频具有了传统媒介形态所不能比拟
的媒介优势。

根据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
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4.33亿，占全体
网民的 50.7%。而 《2019年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 也显示，截至 2018
年年末，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短视频已经成为我国网民最喜爱的
视频内容形态。的确，过去我国三四线
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中青年群体的文化
娱乐消费需求，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满
足。通过直播、短视频等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新兴媒介形态，这一群体的文化娱
乐消费热情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井喷式
的释放。

尤其是在疫情下，移动互联网的媒
介迭代效应愈加显著。广播电视、报刊
等传统媒介形态，尽管水准依然相对稳
定，但也暴露出传播范围、覆盖面和影
响力有限的突出问题。直播、短视频，
这些媒介迭代周期下的新兴文化现象，
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最大的不
同，就在于其提供了一个更为大众、通
俗的视角，相较而言更接地气儿，更贴近
日常生活，更有真实的代入感。在疫情
期间，直播、短视频同样很好地起到了强
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效果。

紧贴受众需求、积极求新求变，是
当前这一轮以移动互联网为标识的媒介
迭代周期的基本特点。疫情之前，社会
上对直播以及包括vlog （视频日记） 在
内的短视频，还有一些相对负面的评
价。诚然，任何新兴媒介形态在初始阶
段，都因为不稳定、不成熟，需要加强
管理和规范，以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网信办、文旅部等国家有关部
门，围绕直播、短视频行业不断建标
准、推联动，加大全行业的自律力度，
进一步明确相关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
任、社会义务。然而，在加强监管的同
时，也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通
过强化算法推荐的价值观引领，明晰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当代前沿技
术的社会角色、社会担当，进一步发挥
直播、短视频的主流价值效能，切实有
效地引领科技向善。

以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这一轮媒
介迭代周期的中国经验，正走在全世界
的前列，我国对其的文化治理、社会治
理，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总体进程和
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都具有长期的、
普遍性的示范意义。期待我国直播、短
视频行业在疫情之后，尽快完成全行业
的转型升级，在我国主流社会中扮演更
为重要的媒介角色，发挥更为积极的媒
介作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报电（杨 渊 郭志清） 新冠肺
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
山西文艺工作者的心。日前，山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推出抗疫公益作品——晋剧
戏歌《伟大中华永向前》。

《伟大中华永向前》 从山西特有地
方戏曲元素中汲取精华，以民众喜闻乐
见的戏歌艺术表现形式，唱出了中华儿
女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是
一首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励志歌曲。作
品歌词创作朴实大气、通俗易懂。通俗
音乐与戏曲唱腔的结合，满足了老中青
各个年龄段的受众需求，具有较强的艺
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好想念，长江边。灯火阑珊处，曾经占据了全部。
Don't give up, when you hear the music of chime bells.”中
文与英文相交替，钢琴和编钟共奏响，这首由比利时音乐家
尚·马龙和 15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武汉市民隔空对唱的 《黎明
的编钟声》，自2月22日在新华社客户端发布以来，已经突破
了 100 万的浏览量。此前，这首歌曲的英文版 《Chime of
the Dawn Bells》2月10日凌晨上线后，就曾引起社交媒体的
刷屏。

从比利时传到武汉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来自
比利时的尚·马龙，已经到访中国超过 150 次。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的专辑陆续在中国发布、引发关注后，尚·马龙
就对这片喜爱他音乐的土地产生了好奇。2002年，他第一次
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旅行、演出。他曾在上海贺绿
汀音乐厅与中国音乐家张军一道，谱写爵士和昆曲的跨界对

话；也曾住进贵州的乡村，在一次次的采风
中获取来自传统侗族歌曲的灵感。

正是由于和中国的种种情缘，当听到中
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时，尚·马龙感到无比
惊讶和揪心，立刻给自己的所有中国朋友打
了电话，询问他们是否一切都好，其中就包
括他的老朋友何浏。何浏是土生土长的武汉
人，去年和尚·马龙见面的时候，就曾一起
探讨过关于编钟与西方乐器相融合的可能
性。尽管已经接触过众多中国传统音乐、乐
器，尚·马龙却从未有过在创作中融入编钟
元素的经历。两人当即有了合作的想法，而
对疫情共同的关注，让他们决定用音乐一同
为武汉做点什么。

1 月 28 日，创作正式开始。“我的脑海里
已经有了关于旋律的一部分想法，它非常舒
缓，我认为它就是我们想要的。”在何浏、英国
音乐人罗伯特·默里和尚·马龙共同完成作词
后，尚·马龙很快完成了旋律的创作，同时他
的女儿、歌唱家诺艾米以及音乐家斯万诺·马卡卢斯也参与了
歌曲制作。这一版 MV的制作得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帮
助，取得了医护人员奋战一线的珍贵镜头。

相信音乐的力量

由于布鲁塞尔和武汉有着7小时的时差，尚·马龙和何浏
时常在各自时区的凌晨工作。“有时候马龙那边是凌晨三点左
右，我给他发了一条留言，他却立刻回复了，我才发现他还
没睡。”何浏笑着回忆这段灵感共同迸发的时光。

身处武汉，何浏在中文版歌词中融入了自己更多的内心
感受。“我更想体现的是希望。比如‘好想念，长江边。灯火
阑珊处，曾经占据了全部’这句歌词，是我回忆起江边曾经

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而后面提到‘东湖边，钟和弦’，其实
我本身就住在东湖边。”这些歌词都表达了武汉人希望武汉尽
早恢复生机的心声。

歌词写好后，何浏很快就召集到了15位武汉市民参与中
文版音乐视频的录制，他们中有学生、医务工作者、教师、金融
机构职员、作家等。参与录制的作家十里感叹道：“很高兴能够
参与进来。一直想为生病的武汉做点什么，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健康地一起渡过难关，与武汉一起见证每年都如期而至的樱
花。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相信音乐的力量。它虽然不能直接对抗疾病，但我希
望这首歌能给中国人带来感动和支持。”尚·马龙表示，如果
这首歌有所收益，将全部用于抗击疫情，“我相信以中国和中
国人的坚强，一定能战胜疫情。”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

比利时音乐家创作《黎明的编钟声》

用音乐为武汉做点什么
林子夜

山西推出励志晋剧戏歌山西推出励志晋剧戏歌

公益广告，关注公众利益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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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误农时》（农民画） 潘 宇作

▲尚·马龙声援中国抗击疫情 刘 军摄

▲本文图片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公益广告《野生动
物保护》《中国速度》视频截图

▲本文图片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公益广告《野生动
物保护》《中国速度》视频截图

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