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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新颖

所谓“云录制”，就是参与节目的嘉宾在非演播
厅，通过视频设备连线交流进行节目录制。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萧盈盈告诉记者，看到疫情之
下迅即出现的“云录制”节目，她一度很激动，认为

“这是电视节目发展史上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个创举”。
据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周海介绍，湖南卫视最先上

档的“云录制”节目是2月7日晚10点的《嘿！你在干
嘛呢？》 和晚 10点 30分的 《天天云时间》。这两档节目
分别由《快乐大本营》刘伟工作室和《天天向上》沈欣
工作室制作，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云录制”风潮。随
后，湖南卫视的品牌综艺节目《歌手·当打之年》《声临
其境 3》 也依靠技术创新，通过“云录制”焕发了活
力。《歌手·当打之年》 通过芒果TV进行五地连线，实
现了国内大型音乐综艺节目的首次台网互动。《声临其
境3》 特别节目 《声临千万家》，采用“云录制”“云配
音”，进行多地连线、异屏连麦加全民互动，让来自五
湖四海的主持人和嘉宾隔着屏幕齐聚一堂。

浙江卫视的《我们宅一起》和《天赐的声音》两档
节目也进行了“云录制”。《天赐的声音》总导演孙竞告
诉记者，这档节目的第 6、7、8 期都是“云录制”。疫
情之下，一些嘉宾不能到现场，“云录制”帮助节目克
服困难，完成了录制。他坦言，“云录制”也带给节目
组很大的压力和困难。不像一些音乐节目把一个歌手拍
完就可以了，这个节目是合唱形式，还涉及中国杭州和
中国台湾两地嘉宾的“云配合”，除了要做到声音和画
面的同步，还要解决两地在“云录制”上的延时问题。
不过，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之后，“云录制”带给演员和
观众的就是惊喜。歌手王力宏就觉得很新鲜，因为他可
以和电视里的人一起合唱，还能一边看电视，一边和节目
里的其他嘉宾互动。这些都是他此前没有过的体验。

与前述综艺节目不同，北京广播电视台 《向前一
步》 是全国首档市民与公共领域对话的节目。从 2018
年创办以来，节目一直致力于通过构建交流场域，解决
城市发展中的实际治理问题。导演岳月说，疫情发生以
来，市民不能像往常那样来到节目现场，节目组就采取

“云录制”的方式，让当事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跟专家
团连线沟通。最近播出的 《实体书店的诗和远方》 这
期，节目组请来了樊登、雷文军等名人，正阳书局负责
人以及一些读书APP的创办人、书坊书盟创始人等，一
起为民营书店的生存发展支招，视频连线多达9路。更
可贵的是，“9路嘉宾之间的云端沟通不但畅通无碍，而
且形成交锋。这是在演播室录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的效
果。”岳月说。

权宜之计

网络不稳定，画质有点糊，甚至出现一些小事故，
比如嘉宾的亲人、宠物闯入画面……这些都是“云录
制”节目常见的问题。而且，这些节目往往因为没有演
播厅、没有现场导演、没有妆发，成为“极简综艺”。
但节目对嘉宾生活的还原和呈现，甚至那些小事故，不
仅没有成为“翻车”现场，有的还成为节目的看点。

“虽然还不完善，但‘云录制’带来了相对低成本
又高效灵活的节目制作模式，带来了更加贴近普通人生
活和需求的节目理念。”萧盈盈说。但她也表示，毋庸
讳言，“云录制”是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
它带来的最明显问题是节目形态的简单化和呈现效果打
折扣，另外，并不是所有综艺节目都适合“云录制”，比如
一些大型户外真人秀，对演播室条件、摄制团队的人数和
机位等的配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就无法“云录制”。

孙竞说，没有新技术就没有“云录制”“云合唱”，
《天赐的声音》 一度面临很大的技术难题，也尝试进行
了创新和开拓。

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黄宏彦认为，“云录
制”需要突破已有的综艺制作经验，采用多项当下先进
的高新技术，以确保节目质量，提高观众对“云录制”
节目的参与度。比如 《歌手·当打之年》《声临其境 3》
都曾面临技术和执行细节上的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几
乎没有先例可借鉴参考。

不可否认，“云录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过渡
性。黄宏彦表示，湖南卫视将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节
目录制方式。目前，《天天向上》 依然保留“云录制”
方式；《歌手·当打之年》 和 《声临其境 3》 采取的是

“云录制”和现场录制结合的模式；《快乐大本营》则采
取了严格消毒防疫措施后的现场无观众录制。

查阅近期的综艺榜单和收视数据，转用“云录制”
的综艺节目都带来了讨论度和热度的增加。但萧盈盈认
为，热度过后，有的观众对部分“云录制”节目类似网
络直播的简单状态，可能会逐渐失去兴趣。

创新为本

周海认为，“云录制”是特殊时期背景下的顺势而
为，也是电视媒体对互联网的反突围和借鉴。但技术并
非节目的制胜法宝，内容创作和创新才能使节目拥有长
久生命力。

萧盈盈指出，如何用创新思维来满足观众个性化、
多元化的文化需求，需要影视工作者好好思考。比如，
过去综艺节目都追求高大上和舞美服化道的高精尖，但
现在，一些年轻人具有对节目内容快速消费的习惯，有
的节目虽然不够精致，但很新鲜，他们也有一定的消费
意愿。

孙竞说，“云录制”一方面是特殊情况下的无奈之
举，另一方面“也开拓了新的节目创作手法，启示我们
今后更主动地尝试拓宽节目的想象空间”。

更多制作方认为，未来线下录制和“云录制”两者
应互为补充，探索节目演进的方向。黄宏彦认为，“云
录制”和线下录制各有优势和表达功能，节目在形式创
新的同时，还要注重内容创新。他说，在当今飞速发展
的5G时代，AI、VR等新技术、新方式持续介入电视制
作业，“疫情期间的‘云录制’为我们探索长视频与短
视频的有效融合做了样本”。

岳月表示，“云录制”对 《向上一步》 而言是锦上
添花，也是如虎添翼。“将来我们会和技术公司进一步
探讨、合作，将‘云录制’升级，并和线下录制相结
合，让更多百姓参与进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更
好地发挥节目承载的舆论引导作用。”她说。

3 月 30 日下午 1 点左右，
测过两次体温，登记了姓名及
手机号码，进入到钟书阁北京
融科店，记者是当天的第12位
读者。

自去年 6 月 27 日开业以来，这家书店一直是北京
最受欢迎的书店之一，有着“最美书店”之誉。每天
到店读者超过 3000 人，一度需要排长队入店。不过，
疫情让这家人气书店一度停摆。3 月 18 日，关闭一个
多月的融科店重新开放。

与往日的景象相比，书店里显得有些冷清。一向
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区空无一人，角落里堆放着成
捆的图书。不多的几位读者,口罩把脸遮得严实，在书
架前悠闲地翻看着图书。“宅在家里好多天了，出来透
透气，挑几本好书！”一位“90后”小伙子一下子看上
了许倬云的 《说中国》，“实体书店的图书看得见、摸
得着，我喜欢逛书店的感觉。”

读者不多，但店员的事不少。书店的扶手、门把
手等每天要消毒 4次，其他部位消毒 3次。“宁可多花
工夫，防疫不能留死角，这样才能让读者放心进店购
书。”店长向爱群说。

每天平均读者15人，收入不到1000元，这是书店
恢复营业以来的“成绩单”。显然，书店要恢复以往的
人气尚需时日。“毕竟读书不像吃饭一样是刚需，出于
防疫的考虑，人们对外出购物还比较谨慎。”

艰难之下，书店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店员们在
天猫店铺、京东店铺上开通直播，通过微博、微信小
书童、微信公众号进行荐书活动，还通过微店卖书和
文创产品。“以前融科店没有线上书店。”向爱群说，

“隔断疫情，不能隔断阅读。我们从头做起，琢磨出多
渠道开展线上荐书活动，丰富读者居家期间的生活。”

“比尔·盖茨说，投资家瑞·达利欧曾向我提供非常
宝贵的指导和忠告，你在《原则》一书中都能找到……”
在抖音小视频中，店员崔剑为读者推介书目，包括这
本畅销书 《原则》。“以前我们花两三天才能完成一个
30秒的视频，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现在花的时间少
了，还比以前更有创意了。”崔剑说。

《安武林文集》 系列、《了不起的大作家》 系列、
《我优越》系列……自线上荐书活动开展以来，融科店
已累计推荐近百种图书。融科店还第一次建立了自己
的微信读者群。

政府也及时伸出援手。日前，北京紧急发布了扶
持实体书店的 16 项措施，钟书阁被评为“最美书店”
并受到奖励。在相关部门协调下，北京市与美团就

“实体书店+美团平台计划”达成产业协同框架协议，
从提交申请资料到注册通过，耗时不超过一天，包括
融科店在内的72家实体书店成为第一批进驻美团平台
的示范企业。进入美团APP，点击“外卖”，搜索“钟
书阁书店”，书店周围 3—5 公里甚至 10 公里范围内的
消费者，都可以下单选购书店在售的图书和文创产品。

“您好，您在美团外卖购买的图书已送达！”3月12
日上午 10 点，家住北京海淀的郭先生在美团平台下
单，购买了一本《原则》。仅用30分钟，美团外卖的骑
手就把书送到了他手中。这是北京实体书店入驻美团
之后完成的首单，也是自 2月 1日关闭线下门店以来，
融科店售出的第一本图书。

“今后我们将继续采取网络销售、社群营销、会员
活动、定制服务等方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为读者
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服务。”向爱群说。

春日的阳光里，紫禁城繁花掩映，绿柳拂风。跟随主播
的脚步走进宫门，一边赏美景，一边听故事，令人心旷神怡。

4 月 5 日、6 日，故宫博物院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新
华网、央视频、抖音、腾讯新闻等网络平台举办 3 场直
播。这是故宫自 1月 25日闭馆以来首次直播，展示了不
同寻常的阒静春景。“希望广大观众通过互联网走进故
宫，感受故宫的春意之美、建筑之美、空灵之美，同时
了解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文化的力量。”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

直播的时间和路线都经过精心设计。4月5日上午10
点至12点开启第一场，从午门到太和殿，出右翼门至慈
宁宫。第二场直播于5日下午4点开始，游览路线为西华
门、武英殿、午门展厅、文华殿、宁寿全宫。第三场直
播 6日上午 8点开始，从午门进入，纵览中轴线三大殿，
再探访东六宫。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说，
故宫平时的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直播的时
间安排能让网友领略故宫开馆前和闭馆后的景致，3条路
线也能全面地展现故宫之美。

每场直播持续2小时，各有2名故宫宣教部工作人员
担任主播。他们对宫里的独特看点、典故知识如数家
珍，引领观众欣赏建筑的细节，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武英殿附近曾上演康熙智擒鳌拜的好戏，宁寿全宫是乾
隆帝举办千叟宴的地方，隆宗门匾额上一枚生锈的箭头

见证了嘉庆年间一场宫廷战事……
从石雕、铜兽到彩画、窗棂，紫禁城建筑的每一处

细节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直播中介绍了保和殿后
丹陛上一块巨大的石雕。这是故宫最大的云龙石雕，长
16.57米，宽3.07米，厚1.7米，重达200多吨。原石开采
于距紫禁城80多公里的房山大石窝，雕刻完成后，动用
了2万多名工人、1000多匹骡马，花了近1个月时间才运
回宫。石雕纹饰精美，主体图案为九龙戏珠，四周祥云
缭绕，底部是海水江崖图，整体气势恢宏而又雕刻细
致，体现出匠人的高超技艺。

除了雄伟壮丽的建筑，宫里的繁花古树也颇有看
点。承乾宫前梨花如云似雪，顺治帝的宠妃董鄂妃曾在
此流连。永和宫里两树紫藤已冒出花骨朵，再过一段时
间便会盛放。紫藤寓意紫气东来、子孙绵延，康熙后妃
中生育子女最多的德妃就曾居住在永和宫。延禧宫中丁
香繁盛，隔着屏幕似乎都能感到芬芳扑鼻，未完成的西
洋建筑“灵沼轩”与“瑾妃观鱼”老照片，诉说着清朝
末年捉襟见肘的后宫生活。

直播过程中主播时不时向网友提问，还加入抽奖赠
书环节，增强了互动性。据统计，故宫的直播仅在抖音
平台就吸引了近千万网友观看。“故宫太美了”“欣赏到
好多以前没注意的细节”……网友纷纷留言点赞，期待
故宫日后举办更多直播。

防疫 生产 创新

节目“云录制” 实现“三不误”
本报记者 苗 春

受疫情影响，两个多

月来，电视及网络综艺节

目无法在演播室录制。影

视工作者迅速反应，纷纷

采用“云录制”的方式，

保证已开播节目的持续播

出，实现了防疫、生产、

创新“三不误”。

故宫直播掀起赏春热潮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故宫直播掀起赏春热潮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向上一步》节目图 出品方供图

《天天云时间》节目图 出品方供图 《声临其境3》节目图 出品方供图

钟书阁北京融科店里，读者在选购图书

又见钟书阁
本报记者 施 芳文/图

近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网上直
播方式，将“酉阳土家摆手舞、酉阳古歌、土家织
锦、龚滩绿豆粉、酉阳耍锣鼓、面具阳戏”等国家级
和重庆市级非遗项目搬上“云”课堂，传承人们纷纷
走上“云端”，讲解项目的悠久历史和技艺知识，让屏
幕成为展示酉阳土家族、苗族传承千年非遗的桥梁和
纽带。

图为重庆工艺美术苗绣大师陈国桃 （右） 和县级
非遗传承人喻廷素向网友直播市级非遗项目“酉州苗
绣”绣制技艺。 邱洪斌摄 （人民图片）

苗绣搬上“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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