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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冷眼

李商隐缘何
“冷门”？

□□ 祝芸生祝芸生 张张 衍衍

谁能想到一千多年后的公元 2020 年，
作为语文课本中的隐藏“大佬”、有“小李杜”
之称的李商隐居然上了一把热搜，然而他上
热搜的身份却并不光彩——“冷门诗人”。

起因是近日一名年轻网友的“天真一
问”——“李商隐是谁？竟然抄袭我偶像写
的《夜雨寄北》”，引来众多网友嘲笑。得知
李商隐正是原作者后，该网友再度发声，称
自己不知李商隐这位“冷门诗人”。于是，众
多网友坐不住了，有人说：她完美地避开了
九年义务教育；还有的说：语文老师看到，会
气到心梗……俨然一个大型“翻车”事故现
场。

李商隐真是“冷门诗人”吗？显然不
是。作为晚唐著名诗人，他不仅和杜牧并称

“小李杜”，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
庭筠合称“温李”。他的爱情诗与无题诗写
得缠绵悱恻，更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名
句为人传诵，诸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等。唐代
诗人白居易极为欣赏李商隐的文章，曾说：

“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清人吴乔赞曰：
“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
义山一人。”

究竟是李商隐“冷门”还是该网友无知，
其实一目了然。一些人因为对经典古诗词
及作者不甚了了，抑或是缺少文化积淀而贸
然发言，闹出“抄袭”和“冷门”笑话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在某音乐软件中，新版红楼梦片尾曲
《飞鸟各投林》的评论区下方，有网友评论道
“现代感太强，不古风，词作者多补习几年语
文”，而此曲的歌词来源是我国古典小说《红
楼梦》的原文，作者正是曹雪芹。

除了李商隐“抄袭”、曹雪芹“不古风”，
还有人指责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主题曲歌词“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
旧”全靠堆砌辞藻、矫情而不知所云，不如喊
麦——很明显，此人并没读过李清照的《如
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也不知《知否》的剧名
同样出自这首词。

“冷门诗人李商隐，不够古风曹雪芹，辞
藻堆砌李清照”，这些历史鼎鼎有名的人物，
竟无一幸免被吐槽，中国五千年的璀璨文
化，都成了无知之辈口中的不入流，真是令
人唏嘘。

其实，经典并非不可挑刺，文艺作品的
鉴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这都需要相
当的水平和能力。

不难发现，近年来，不单是歌曲，国潮、
古风的各类产品已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
人群的心头好。越来越多人身着汉服走上
街头；故宫淘宝店坐拥 664万粉丝，联名款
口红一度成为话题焦点……中国风的流行
代表了年轻一代成长起来的文化自信。但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人热捧古风其实喜欢的
是那些古色古香的外表、装饰或者辞藻，却
对这些物件或者古语背后的含义知之甚
少。因此，在中国风流行的同时，如何加强
传统文化教育，让年轻人更多理解和关注传
统文化本身，提高其欣赏辨别能力显得尤为
重要。

拥有信息，但没有专业知识；拥有观点，
但没有文学积淀；拥有本能，但没有逻辑思
维，笔者以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
在于人们缺乏对经典作品进行系统、深层的
阅读训练，将自身浅层次的趣味爱好当成唯
一的审美标准。

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一个
没有经过经典洗礼的心灵不会是强健而丰
满的心灵。经典作品的阅读恰恰离不开慢
阅读、深阅读，只有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细
心琢磨文字背后的意味，只有多角度涉猎，
广泛搜寻掌握与经典作品相关的背景资料，
才有可能撩开经典的面纱，一窥中国传统文
化之大美。

要避免李商隐“冷门”“抄袭”之类的笑
柄，除了对经典阅读的系统训练，好的学习
方法也不可或缺。譬如，古诗词的正确打开
方式不能止于背诵，而应沿着昔人的生花妙
笔一路上溯，从字、词、意向等入手，层层递
进，扎实分析，理解经典背后的韵味。此外，
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学者们也应当编写一
些高质量的普及性著作，帮助年轻人更好地
拓展课外阅读。以知识底蕴为支撑，人们才
能真正分辨妍媸、充盈内心，收获精神愉
悦。腹有诗书，当然气自芳华。

但愿李商隐成“冷门”一去不复返。

即便是可以开门营业，但要想恢复往常
的水准，对于影院来说摆在面前的问题不算
少，影院人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

首先就是防疫有硬性规定，复映规模受
限。根据省电影局发布的文件要求，复工影
院的放映规模被严格限制，这其中就包括单
场次的上座率不得高于百分之三十，全天播
放场次缩减至往常的一半，放映影片时长控
制在两小时以内。这些要求的出台意味着
影院其实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运营，票房营收
有限，由此带来的是上游发行方对于排片的
谨慎。

“我们现在主要
是向影院提供一些
老片播放，如《战狼
2》和《哪吒之魔童降
世》，这个是无偿转
让不参与分账的，目
的还是为了暖场，让
观 众 回 到 电 影 院
来。”江西星河院线
副总经理冯涛表示，
当前上座率有限，即
便上半年各个档期

的电影陆续回归也不会选择扎堆放映，发行
方为院线和影院供片也会更多考虑当下的
防疫管控程度。

南昌中影数字国际影城的负责人文峰
则认为，供片市场的萎缩也是造成排片困境
的一个原因。当前市场供片一个月仅有 20
部，为正常时期的一半，占据全年票房一半
的海外进口大片也无法正常供应，如海外的
一些影片只能等到 2021年才能进入国内，
这也会影响一部分观众走进影院。

而对于现在所有影院选择的老片新播，
张正平则认为，影院应该对当前复工有清晰

认识，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稳步发展，慢慢恢
复观众观影习惯。

复工成本巨大，阵痛难免。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影院作为公共场所，养护成本是非
常大的，需要靠日常的运营来维持收支平
衡。疫情期间的停工使得影城失去收入来
源，停工期间的租金和物业费的缴纳则需要
在开业前影城与房东重新商谈，有些根据国
家规定的要求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有的影
城可能一天都没有免，前期工作的阻力也导
致影城开业时间的不一致。

几分欢乐几分愁。
在我省拥有30家影城的中影南方电影

新干线，总经理张海燕则表达出了一定的信
心。目前，他旗下的影院已排了7月20日至
8月 31日的片子，分别是《第一次离别》《风
声》《一条狗的使命》《超时空同居》《大鱼海
棠》等。张海燕认为，影院重启是一个必然，
没有影院的重启就没有整个产业的复苏，重
要的是影院如何抓好这个机会；相对影院来
讲，还是要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一定要确
保安全，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经营创收，这样
才能进一步提振观众观影的信心，将观众引
流到影院。另外，张海燕认为，所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影院的复苏核心是对整个全产业
链条的激活，打通产业链的闭环，影院开放，
就意味着有了现金流这个“活水”，给整个电
影产业链输入新鲜血液，带动产业链“活”起
来才是影院重启的意义所在。

影院“解冻”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钟秋兰钟秋兰 实习生实习生 曾全曾全 文文//图图

重燃光影之梦重燃光影之梦重燃光影之梦

2020年7月20日，历史将会记住中国电影的这个日子。
因新冠肺炎疫情，从2020年1月24日关门停业，到7月20日有序恢复，178天的等待，伴随着熟悉的“龙标”

旋律，我省影院大银幕重新开启。
电影院回来了！银幕之光重燃光影之梦。据江西省电影局数据，7月20日当天，全国电影院复业800余家、

有效放映场次8170场、观影人次15.42万人、票房收入超340万元；我省复业影院161家，有效放映场次300场、
观影人次5015人，到8月中下旬，我省所有影院将全部复工复业完成开放。

一张张重新亮起的大银幕背后是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一线影院工作人员的岗位坚持，是产业上下游电影人
的集体努力，更是观众生活步入正轨后对中国电影的不变情怀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我省影院有序复工的背后，离不开政
府的政策加持和各方大力帮助，如 21日开
业复工的经开区越幕影城，面对复工资金
和人力成本压力时，就获得了影院所在地
天虹商场和经开区政府的支持，是几方共
同努力才让影院正常运营起来的。

针对影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省在
疫情发生初期就积极介入出台一系列的措
施来应对，以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筹集省级电影专项资金 834 万元帮扶
影院抗疫及复工复产。5月22日，我省下发

《关于影院申报电影专项资金贷款贴息应
对疫情有关工作的通知》，帮助影院进行申
报贴息。

推进影院“文企贷”工作。省电影局与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等 4家单位联
合出台《江西省中小文化企业贷款风险补
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江西出版集团下
属的华章投资公司负责“文企贷”的具体实
施。省电影局将筹集的专项资金中 500万

元，融入“文企贷”方案，作为风险补偿金，
用于影院低息贷款担保，可授信额度达
5000万元。3月 19日省电影局向全省影院
进行贷款需求摸底调查，共收集113家影院
有贷款意向。经与合作的中国银行多次沟
通及共同审核，确定有 11家影院符合银行
贷款资格要求。7月16日，省电影局已将省
级电影专资 500 万元转入江西出版集团。
目前，影院正在按要求递交正式申报材料。

组织影院申报2020年中央补助我省电
影专项资金项目。2020年度中央补助我省
电影专项资金提前下达共1539万元。省电
影局及时下发《关于申报2020年中央补助江
西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
知》，组织影院申报中央补助我省电影专资
项目，共收到影院543家次申报材料。目前，
省电影局正在抓紧时间审核材料，制订分配
方案。

协调省总工会出台组织基层工会成员
观影政策。疫情发生初期，省电影局沟通

省总工会并得到大力支持，在省总工会出
台的《关于在全省职工中开展抗击疫情、助
力内需活动的通知》中明确：“基层工会可
以组织工会会员观看电影，年度总额最高
400元/人”，鼓励各地各单位工会组织职工
走进影院观影，促进电影市场回暖和稳
定。目前，省电影局与各设区市文广新旅
局进行对接，共同帮扶影院争取各单位工
会组织的支持，为单位工会会员购买电影
卡，鼓励观影消费。

正是有了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加
持，影院复业信心大增。21日，记者走访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金逸影城、万达影城等影
院，已经看到影院员工们正在紧张地进行
营业场所内的放映设备检修维护、防疫物
资配备保障、清洁消毒等工作，省内全部电
影场所在８月中下旬恢复营业全面开放，
可谓指日可待。

“终于等到你！”这一等，是一个行业
的重启复苏，也是行业从业者们工作生活
的再度扬帆。2020 年，不平凡的一年，影
院复工复产，是信心，也是拥抱希望的开
始。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国家电
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
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明确低风
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
到位的前提下，可于 7月 20日有序恢复
开放营业。

同日，江西省电影局迅速跟进，发布
相关通知，明确我省各地影院根据自身
条件可于 7月 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复工电影院实行交叉隔座售票，全部采
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引导
观众自主取票。影院要把防疫安全放在
第一位，完善消防和防控应急预案，开展
消防和防控应急演练；明确岗位职责，加
强员工健康状况监测，开展员工复业返
岗培训；加强防疫物资配备保障，提前做
好清洁消毒，做好放映设备检修维护等
工作。

消息甫出，上下沸腾。停摆了近半
年的影视行业重新开工，对于多数从业
者和消费者来说，都会由衷地道一声“好
久不见”。

我省各地市影院迅速行动起来。
赣州市于都中影嘉纳影城的店长张

正平介绍，影院在收到复工通知的第一
时间便着手开业申报，安排人员对影城
进行消杀和各类防疫物资购置。“我们在
积极复工的同时严格遵守防疫工作的要
求，在20日正式开门迎客。”张正平说。

而值得庆贺的是，7 月 20 日我省复
业影院 161家，有效放映场次 300场、观
影人次5015人，票房表现位列全国第8，
印证了我省电影市场的信心正在复苏。

而据相关部门统计，按照 2019年同
期水平，结合我省影院停业近半年的实
际情况，预计我省影院 8月至 12月票房
约 1 亿元左右，这对于下半年近８月份
才按下启动键的影院来讲，也算是曙光
在前。

来自猫眼研究院的调研信息显示，
在 2 月份，观众对于重回影院的期待指
数已达到54%。而到了3月份，这一数值
上升至 74%；5月份，期待重回影院的占
比达到88%，意味着影院开业后，有接近
9成的观众期待去影院观影。对影视行
业来说，更好的消息或许还是观众们的
观影意愿正在不断复苏。

银幕之光重
燃，影院安
全有序复工

21日，是南昌市经开区越幕影城复工第
一天。当晚，该影城共上映7部电影，《第一
次离别》为新上映电影，当天影院所有场次均
有观众购票，且晚上9时前的场次都达到了
最高上座率。“离开影院太久了，大屏幕带来
的视听效果、观影体验是小屏幕无法比拟的，
所以一听说影院开业了，我就在网上购票来
观影。”家住影城附近经开区英伦联邦小区的
市民李卫难掩激动心情。

影院开业是观众的呼声也是市场的要
求。由于疫情影响，全国都承受着关停期间不
能营业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目前，全省营业影院 377 家，受疫情影
响，影院“春节档”票房收入损失1.8亿元，其
他收入损失约 4500 万元。因受疫情影响，
我省影院已停业近6个月，按去年同期水平
估算，202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票房损失
达7亿元，影院直接收入损失达4亿元左右。

影院潜在的受影响减损情况也不乐观。
除以上显性的损失外，疫情对影城经营的潜
在影响不可忽视。比如，2020年全年特别是

第二、三季度的观影人数不容乐观，“清明档”
“五一档”颗粒无收，“暑假档”“国庆档”的票
房收入也受影响。制片出品方受疫情影响，
将院线大片转向线上网络播映，比如院线电
影《囧妈》原计划票房收入10亿，后以６亿元
金额卖给今日头条视频，这种优质影片资源
的流失，也将严重影响影院的生存。

另外，影院停业带来了广告、场租等多
种经营收入的损失，难以为继的影院老板、
员工，去摆摊卖卤鸡爪、送快递、当滴滴司机
等并不是网络玩笑，疫情期间从业人员和专
业人才流失等也为影院生存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全国大部分地区转
为低风险地区，堂食、酒吧、商场等渐次恢复
营业，影院也亟待解禁。江西省影视家协会

驻会负责人张跃明认为，当前影院的复工是
顺应电影行业与广大电影观众的需求，只要
符合防疫要求是可以全面开工的。另外，影
院复工下游的消费口被打开，对于产业上游
的影片制作方也是一个好消息，前期搁置未
上映或者中断拍摄的影片也将重新提上日
程。

“今年有几部电影在江西拍摄，相关负
责人都跟我取得联系洽谈好了协拍工作，但
因为疫情的影响有些电影都被迫延期或者
直接取消了。”我省青年导演章杰介绍，“电
影院陆续开放，影人们都感觉到春风又‘拂
面’了，因为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辛亥革
命 110周年，今年将会有很多这类题材的电
影拍摄项目来江西取景。影院复工是一个
信号，相信行业复苏可待。”

阔别多日，
影院亟待解禁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久别重逢，
“满血复活”还需时日

政策加持，助力影业复苏

影院工作人员正在做复工前准备影院工作人员正在做复工前准备

影院张贴的“防疫作战”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