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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5G建设为核心的“新基建”概念横空出
世。这为时下风头正劲的 APP 文化增添了新的发展
动力。微信、微博、抖音、快手、斗鱼、花椒……它们都
是当下流行的 APP 文化的代表。APP 文化指的是通
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讯设备上的各种应
用软件而制作、传播和消费的文化业态和文化模式，
俗称移动客户端文化。从3G到4G，以抖音为代表的
网络短视频和以《王者荣耀》为代表的手机游戏，已经
让中国APP文化扬帆出海，那么，5G商用时代的到
来，一定会让中国APP文化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

今天，APP 文化已经蔚为大观，也十分庞杂。
从内容质量看，快餐型文化较多，陶冶情操之作较
少，特别是适合青少年的健康益智类的 APP 更少。
因此，5G背景下，APP文化的质量亟待提升。笔者
建议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首先要高度重视 APP 文化的内容建设。可以多
开发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APP。现有的短视频
或手机直播 APP平台，可采用竞赛或创新机制，比如
举办中国传统戏曲短视频大赛或中国象棋手机直播
大赛，吸引更多身怀绝技的手机用户积极参与。这类
活动一方面能提升APP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也可以多开发展示
我国改革开放成就和祖国大好河山美景的 APP。此
外，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加速，美丽中国正在展现出
更加迷人的景象，广袤的中国大地处处都有千姿百
态的壮丽风景。有远见、有战略眼光的 APP 开发商

应抓住历史机遇，尽快研发手机展览馆、手机博物
馆、手机景区等 APP，通过有效的方式搞活运营，
提供激发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
生动教材。此外，要多开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彰显真善美价值的 APP。比如，可在 APP 平台
上专门开设真善美人物频道，举办每日“真善美之
星”评选活动，让手机用户将身边的真善美人物展
现在 APP 窗口上。这样的平台和活动，将营造出浓
厚的向往和追求真善美的社会氛围，也会提升 APP
文化的质量。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充分开掘利用中国5G在世
界上的技术优势，研发更多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
原创性的新型 APP 平台，创造出更加多样化的 APP
文化。比如可加快发展互动型 APP。互动性是数字
文化相比传统文化具有的最突出优势。适当增加互
动型 APP 的供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 APP 国
际竞争力，助推中国 APP 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环
节。此外，5G与大数据、AI互相嫁接，可以给APP
文化的开拓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比如可在国产
APP 内适当增设同声传译功能，克服语言障碍，让
全球观众随时随地同步分享 5G 时代的高质量中国
APP。也可以将 APP 与超高清、VR、AR、AI 等技
术进行融合，实现多端跨屏体验。这些新技术、新
概念的推出，必将进一步扩充中国 APP 的种类，开
辟中国APP文化的崭新审美境界。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世界各
国携手应对、守望相助的今天，中外文化界也通过多种
形式助力全球抗疫。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中国的
抗疫经验和战“疫”精神也通过一条条短视频、一本本
图书传递出去，这其中既有“硬核”防疫知识，也有携
手共建美好家园的殷切期盼。

视频短 情谊长

疫情期间，很多中外人士选择用短视频的形式进行防
疫科普宣传，相互鼓劲加油，为受疫情影响地区人民献上
最真挚的祝福。短视频虽小，却传递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无比深厚的情谊，展现出中外携手、共同抗疫的决心。

湖南省科技厅于2月15日发布全国首个面向外国专
家的防疫动漫英文微视频《科学识疫正确防疫》，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画面，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
灭活方法、传播途径、易感染人群等信息，为外籍人士
及时获取病毒防控知识提供参考。

除了介绍防疫知识，短视频也成为介绍中国防疫经
验的有力手段。

不久前，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短片 《南京抗
疫现场》登上日本雅虎首页。日本富士电视台、朝日电
视台、TBS电视台等纷纷制作特辑，邀请竹内亮讲述中
国抗疫故事。

在这部短片中，南京人居家隔离、无接触点餐、线
上云课堂等抗疫期间的生活场景被竹内亮用镜头忠实记
录下来。他说，希望这部短片能够帮助日本人了解中国
抗疫的真实情况，从中获得启示。

同样行动起来的还有深圳女孩刘洁。她制作了一个
英文演讲抗疫视频《We Are All Fighters》（《我们都是
战士》）。视频的画面大部分是中国人民在第一线抗击疫
情的镜头，配上刘洁铿锵有力的英文演讲，给观众以极
大震撼和鼓舞。

刘洁说：“为什么这个视频的题目叫 《We Are All
Fighters》？因为我觉得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
生病了，它可能给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带来方方
面面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抗争，做一个
fighter （战士）。”她希望更多国外友人能够看到这个视
频，给全世界所有抗击疫情的人带来力量，鼓励所有人
像战士一样战斗到底。《We Are All Fighters》 2月 21日
首发后，短短数天总播放量就超过2亿。

此外，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发起“全球心连心携手战疫情”短视频征集活动，受到
海内外人士积极响应。来自阿尔巴尼亚、埃及、罗马尼
亚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也通过中国文化译研
网，用短视频的形式祝福中国，呼吁全球合作共抗疫情。

字有别 爱无疆

与短视频鲜活生动的画面不同，出版领域的抗疫国
际合作更为“硬核”。

为促进世界各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经验交
流，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司局指导和支持下，人
民卫生出版社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展开合作，组织专家对
新冠肺炎防控和诊疗方案进行编译出版，于3月1日推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诊疗指南 （英文版）》一书，
供各国读者免费在线阅读。

除疫情防控的卫生知识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
手册》，不久前正式出版英文版，为国外读者了解疫情期
间如何保持心理健康提供帮助。

少儿读物方面，捐赠版权的倡议一出，就得到多方
云集响应。

2月 29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在朋友圈
发布了一条倡议：恳请中国创作者、出版人将已经出
版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童书的版权捐献出来，恳请译
者免费将这些抗疫童书译成外文，以更好地支持全球
携手抗疫。

截至 3 月 3 日晚，张明舟已经收到 40 余家出版社发
来的图书信息，报名译者超过百人，涉及的语种包括

英、日、法、德、俄、西等。这些童书国际版权的捐赠
均已获得著作权人同意，展现出人间大爱。

张明舟说：倡议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童书界抗击疫情
的智慧成果能够帮助世界各地受疫情影响的孩子们，抚
慰他们的心灵。

出版界、翻译界与伊朗进行抗疫图书出版合作的故
事更让人印象深刻。

伊朗疫情发生后，该国资深出版人通过中国文化译
研网寻求防疫图书版权合作，得到中国多家出版社积极响
应。经过初步筛选，译研网将符合需求的 31本图书推荐
给伊方，在短短4天时间内完成了中伊双方选书工作。伊
方目前已选定《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漫画版》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
护》3 本图书优先翻译出版。为支持伊朗抗击疫情，相关
国内出版社决定授予伊方免费版权进行翻译出版。

翻译工作随后紧锣密鼓展开。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
外方院长阿明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将《张文宏教授支招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 翻译成波斯语，只用了不到一周时
间，目前已在伊朗总统府下属战略研究中心进行了电子
版发布并提交伊朗卫生部，供伊朗民众免费下载阅读。

伊朗一家儿童出版社负责人阿里·哈卡巴赞则从译
研网推荐的图书中选择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
南漫画版》 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 两本读物。
阿里·哈卡巴赞认为，目前伊朗市场上缺少关于新冠肺
炎防控的通俗读物，而中国的有关读物通俗易懂，可
以推荐给伊朗读者。

中国推动抗疫经验交流、信息沟通方面的工作得到
国外出版界点赞，不少国外出版界人士表示愿意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总裁阿达姆·马尔沙维克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的抗疫措施被许多国家、
政府和医院作为典范，我们正在把它们翻译成波兰语，
把中国经验传递给所有需要的人。”印度皇家柯林斯出版
社董事长莫罕·卡尔诗表示：“中国政府向全球共享信
息，与各国共同抗疫，这是对全人类负责的做法。皇家
柯林斯出版社将与中国的大学教授合作，以英语和印地
语出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图书，将中国的防疫经验介绍
给更多读者。” 原创抗疫题材话剧《护士日记》日前“云建组”，现在

正在进行“云排练”。这部剧由上海戏剧学院与中共上
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上海戏剧学院演艺中心
与上海市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制作，预计于今年 4
月完成排练，待疫情全面控制后与观众正式见面。首场
演出将献给在抗疫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白衣天使。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大背景下，某医学院护理专
业学生董丽丽在家中偶然发现一本做护士长的母亲写下
的日记，并以此为线索排查隔离对象。这本日记也构成
了推动剧情的主线，将疫情期间的各色人物串联起来，
展现了社会百态。

该剧由伊天夫担纲导演、舞美与灯光设计，编剧
由陆军、袁香荷担任。伊天夫介绍，这部剧的云排练
分成单场云排练、云端通排和云彩拍 3 个阶段。第一阶
段用三四天时间进行每一个单场的云排练。单场完成
以后，所有演员通过语音诵读的方式完成整部剧的串
联。最后演员们连续在云端诵读，把全剧排练完成。
这样的排练方式挑战了演员对剧本的空间想象力，大
家要在不同的物理空间合成一个故事，还要能打动观
众，很考验主创功力。好在参与演出的演员都来自上
海戏剧学院，专业素质很高，大家都有信心完成任
务。演员之一李传缨还提议将云端彩排的诵读进行录
音，把这部剧再做成一个广播剧，这个建议也得到了
采纳。

编剧陆军说，“这是上戏人和松江人民献给抗疫一线
人员的一杯热腾腾的爱心红茶。”他透露，剧本创作完成
后，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目前已经在浙江作协 《江南》
文学杂志头条刊登。

“千山静，鸟不鸣，
九州云雾起。寸寸心，
牵念远，只为苍生祈太
平。”3 月 6 日，抗疫歌
曲 《大爱苍生》 在多个
网络平台发布。深情悠
扬的旋律，古韵恢弘的
歌词，细致入微又充满
张力的唱腔……歌曲行
云流水，直击心灵，一
经推出便引起广泛关注。

“心怀天下，悲悯苍
生！歌者和曲者的情怀
让听众不惊、不怖、不
畏。”“这是一首拨动心
弦的歌曲，委婉中唱出
海的波澜壮阔！”“听着
听着，就觉得内心有了
一股力量。”听众纷纷留
言 点 赞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大爱苍生》 全网播
放量已超过百万。

《大爱苍生》 由中国
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
家 协 会 主 席 叶 小 纲 作
曲，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胡占凡
作词，朱桦、幺红、杨燕婷、韩蓬、刘嵩虎等多位艺术
家和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合唱团参与录音。

叶小纲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勇士们
不顾个人安危，为阻击病毒冲锋陷阵，一幕幕感人的
画面常常在他脑海里浮现。“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善举
和壮举。我们把这个作品献给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
子弟兵、志愿者和全体中国人民，希望用音乐传递
爱、记录爱。”

从创作到录制，《大爱苍生》 的诞生用了十几天时
间。叶小纲介绍说，创作初期，他和词作者不断沟通，
一直在打磨、推敲歌词；作曲时，他也会想起新闻里出
现过的抗疫镜头。由于疫情的影响，录音棚并不会长时
间开放。参与录制的艺术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特殊的
时期，携手完成了这首特殊的作品。“要谢谢全体幕后
辛勤劳动的工作者。大爱连心，我们都是志愿者。”叶
小纲说。

据悉，《大爱苍生》已收录至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
国音乐家协会合作推出的 《抗疫战歌——全国抗击疫情
公益歌曲选》音像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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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分享抗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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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纲供图

抗
疫
歌
曲
《
大
爱
苍
生
》
发
布

用
音
乐
传
递
爱

本
报
记
者

赖

睿

上戏排练抗疫题材话剧
牛立超

连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的乡村文创作坊陆续复工复产，赶制侗布、蜡染、
刺绣等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以满足网上
订单需求。

近年来，榕江县积极将当地丰富的苗、侗、
水、瑶等少数民族文化、手工艺，设计研发成更具
市场价值的文创产品，带动乡村手艺人从事刺绣、
蜡染、侗布制作等文创产品生产，促民增收，也让
传统手艺焕发了新生机。

图为 3 月 16 日，在贵州省榕江县栽麻镇丰登侗
寨倚山人手造生活工作室，侗族妇女在晾晒侗布

（无人机照片）。
王炳真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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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护士日记》效果图 上海戏剧学院供图

湖南省科技厅发布的全国首个面向外国专家的防疫动漫英文微视频《科学识疫正确防疫》 百度图片湖南省科技厅发布的全国首个面向外国专家的防疫动漫英文微视频《科学识疫正确防疫》 百度图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诊疗指南 （英文版）》
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