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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2020年中国流行文艺,
相比一部部爆款激起层层热浪,
一拨拨青年创作人的崛起，更让
人兴奋：紫金陈的“悬疑推理三
部曲”（《无证之罪》《隐秘的角
落》《沉默的真相》）带动了悬疑
片“迷雾剧场”热，继《长安十二
时辰》后，马伯庸十来部作品“过
电”；在人民日报、央视等视频产
品中反复出现的高燃歌曲、2020
年最火 BGM《你的答案》，演唱
者阿冗时年25岁；2020年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TOP10中，6席由青
年导演参与创作……青年踏浪，
水花四溅，汇聚成文艺繁荣的磅
礴交响曲。

时代是浪，青年创作人乘浪
而上。

群体的发展，离不开身处的
时代。今天，人类积攒了几千年
的财富和智慧被层层打开，带给
文艺良性发展，青年有了更优质
的“入圈”机会，作品有了更广阔
的表达空间。“随着国内影视产
业的跨界融合加速，以‘80后’新
一代编导为主体的创作团队，正
在开创属于他们的大时代。”尽
管这些“后浪”地域不同、背景不
一，但他们以多元的创作、新鲜
的风格，形成集团军，铿锵向前。

去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评
选中，有一位新人导演收获颇
丰，不仅获得“最佳新人奖”提
名，执导的两部作品还分别获最
佳影片奖、优秀影片奖,他就是文
牧野。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33 岁时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长
片《我不是药神》，影片一飞冲
天，引发了现实题材电影的回
归。之后，他与陈凯歌、管虎等

“前浪”共同创作的《我和我的祖
国》，再次成为爆款 。

一次专访中，文牧野忆起曾
经，十分激动：“时代是浪，我们乘

浪而行。”他之所以扎根光影世
界，得益于宁浩发起的“坏猴子72
变电影计划”，而宁浩创作《疯狂
的石头》脱颖而出，又得益于十多
年前的“亚洲新星导演计划”。

有幸得到扶植计划挖掘，被
时代成就的新人，还有很多：歌
手阿冗曾是一名普通上班族，兴
趣是弹吉他和尤克里里，因网络
音乐平台的培育，他走向舞台、
放声歌唱；去年的金鸡电影创投
大会上，青年导演王丽娜的《村
庄 音乐》获评委会优胜项目，这
是她继处女作《第一次的离别》
后，再次获助远航……

心怀传统、面朝未来，青年
创作人踏浪而歌，那是属于他们
的歌。

“相比被‘续集’统治的美国
电影市场，被动漫 IP统治的日本
电影市场，青年导演的创新精神
为中国市场源源不断注入活
力。”年轻的头脑，容得下更多元
的文化、审美和价值观，拒绝跟
风，冲破禁锢，是青年创作人的
追求。在“国漫崛起”大潮中，

《姜子牙》是又一部青年人的“不
羁”之作：导演程腾、王昕是大洋
彼岸归来的新人，其他主创中，
有许多是刚毕业，或者尚未毕业
的大学生。不同以往“老干部”
形象，该片中的姜子牙被塑造成
神界“异类”：“对一个神来说，
善，只囿于眼前一人，就是罪过，
舍一人而救苍生，便是神的宿
命”，当年师尊劝狐族合作，加速
灭亡朝歌，可事成之后师尊未信
守承诺，反将狐族灭族。姜子牙

得知真相，冒死与师尊对峙：“不
救一人，怎么救苍生？”“一人如
露水，苍生如江海，一人、苍生，
并无分别，是神是妖是人，不可
欺，不可不救。”

从心出发，敢于直面权威，
大胆呈现世界的其他切面，是

《姜子牙》的青春表达，而《一点
就到家》则将时尚与传统融合，
喊出了“年轻就要寻找自己的风
口”：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3
个年轻人怀着各自的梦想回到
云南古寨，他们打破成见、合伙
创业，把普洱与咖啡融合，打造
出独树一帜的普洱咖啡，销往海
内外……

“我们确实想用茶代表传
统，咖啡代表年轻，但这两个东
西并不指代过去和未来。普洱、
咖啡从同一片土壤生长出来，是
可以融合的。”如青年导演许宏
宇所言，传统是根、未来是向。
站在新的起点，青年电影人有新
潮的技法，也有传统的皈依，“有
自我表达的作者追求，也有大众
共情的市场要求”。

…………
潮起东方，青年创作人风华

正茂，把心中热望化为一部部作
品。因为他们，传统的正在变成现
代的，民族的正在变成世界的：在
YouTube，许多外国人热议歌曲

《你的答案》；去年10月16日，《我
不是药神》在日本上映；继《大圣归
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后，彩条屋
又在谋划《姜子牙》海外上映……
奔涌吧，后浪，向未来出发，拍岸
如雷、激荡时代。

2020年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受
年初疫情影响，所有封闭式娱乐场所都关上大门，
影院作为电影产业链的终端、影片直接面向观众
的传播窗口，人员密集、环境封闭，受到了最直接
的冲击，按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暂停键。

好在，国内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终于，
2020年7月16日，国家电影局下发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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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电影行业
带来了复苏的希望：电影爱好者翘首以盼，各大影
城纷纷重启。随着新片陆续上映，排片量节节攀
升，经历了疫情“寒冬”的中国电影市场终于在暑期
档迎来了迟到的“春天”。10月15日，中国电影市
场以129.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超越北美，首膺
全球第一票仓。

疫情的有效防控为电影行业复工奠定了基
础，提供了保障。在影院重启的短短一个月内，全
国院线复工率便超过了 83%；在上座率控制在
75%的前提下，《八佰》作为疫情之后第一部上映
大片，以首月票房 28.83亿元，总票房 31.1亿元的
亮眼成绩问鼎2020年度票房全球冠军，打响了影
院复工“开门红”的第一炮。其傲人的票房成绩大
大提振了尚在观望的电影行业的信心。随后，国
产电影持续发力，《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夺
冠》等大体量影片纷纷锁定国庆档，并在10月3日
助力中国电影票房一举突破了100亿元大关。

利好局面持续打开，2020年全国电影票房达
204.17 亿元。其中，83.72%的贡献来自国产电
影。在电影行业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国产电影类
型多元、品种丰富，且大多数品质精良，赢得票房
与口碑双丰收。

盘点2020年的大银幕，既有热血战争题材的
《八佰》《金刚川》，也有反映时代、状写脱贫攻坚伟
大成就的《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还有弘
扬女排拼搏精神的《夺冠》，另外，还有动画电影、
动作电影、侦破推理电影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在
这些电影中“小人物”的命运成为焦点，以普通人
的命运来观照大时代。比如，《八佰》的故事就是
由几个普通人误入四行仓库，继而被编入国民革
命军第八十八师“524 团”这一“乌龙事件”展开
的。这些人里有只想进城看看繁华大都市的乡下
青年，有所在队伍全军覆没、投靠无门被当成逃兵
的军人，也有贪生怕死的老兵油子。这些有着不
同社会背景、道德标准和人生经历的普通人被命
运的车轮驱赶着卷入这场战争，并在国家生死存
亡之际、民族大义面前觉悟、成长，绽放出他们在
此前的人生中连自己都未曾发觉的人性的光芒。
同样，《我和我的家乡》作为一部国庆献礼片，也是
通过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展现出脱贫攻坚背
景下最真实的当代中国形象。这样的视角和叙事
方式与传统主旋律电影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被
称为“新主旋律”电影的作品在传递爱国主义、英
雄主义等价值观的同时，巧妙融入了能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元素和技术，
真正做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实现
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020年 9月，来自好莱坞知名导演克里斯托
弗·诺兰的《信条》在国内院线开画，并以4.56亿元
票房排在中国电影票房榜单的第 8 位。在此之
前，《信条》一度被视作《八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而现实是，诺兰此次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观众
不再迷信震撼的画面效果，转而更加挑剔作品的
内容主旨、叙事逻辑、情感温度等等。

进口大片动辄票房破10亿元的现象在2020年
并未上演。无论是迪士尼经典 IP《花木兰》真人版，
还是好莱坞超级英雄系列 IP《神奇女侠1984》，均未
在中国市场收获理想的票房成绩。可以看出，国内
观众对进口大片的盲目崇拜正在减弱。

2020年的最后几天，几部贺岁电影取得了不
俗预售成绩：温暖坚定的抗癌题材电影《送你一朵
小红花》和诙谐温馨的喜剧电影《温暖的抱抱》助力
中国电影市场冲刺全年票房200亿元的目标。

在这样特殊的一年里，中国电影行业经历了停
滞、复苏，再到稳步前进、再创辉煌的过程，带给无数
观众温暖和感动。

2020年过去了，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里，每一
个中国人都值得一个温暖的抱抱和一朵小红花。
中国电影，当然，我们也要为她送上一朵小红花。

2020年，这届的文艺创作有点“难”。毕
竟因疫情所有都被按下暂停键后，反映现实
的文艺作品也不能“空中作业”。

这是非常时期给出的一记“闷棍”，所幸，
陷入短暂停顿后，文艺界快速反应，以作品真
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芜杂的纹理。

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
抗疫、扶贫、革命历史等彰显国家记忆的

主旋律创作，在2020年数量与质量齐飞，覆盖
影视、音乐、文学、戏剧全领域。

这些作品是时光记录器，像一滴水滴到
水中，荡开的波纹耐看且让人意犹未尽。

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在一起》、纪录片
《冬去春归》《英雄之城》等是这个特殊年份的
特殊记号。无论是文艺的再创作，还是纪录
片，它们都真实反映了疫情之下的中国。

这些抗疫作品都是“小切口、小人物、大
情怀、大主题”，以“真实、鲜活、温暖”为创作
基调，以 2020年史无前例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题材，用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
伟大抗疫精神。

他们是全民抗疫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他们的故事真实、贴近生活，赋予了作品吸引
力和感染力。举国同心、命运与共，更多的普
通人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迸发的力量与温
情，诠释了“这就是中国”。

扶贫题材的电视剧《金色索玛花》《枫叶
红了》《一个都不能少》等，是脱贫攻坚伟大事

业下的具象反映。他们是扶贫干部，是希望
改变现状的普通村民，是人与人之间的点滴
碰撞与努力生活，是身边看得见的故事。这
些作品真实而鲜活地描绘了一幅广大民众砥
砺前行的历史画卷。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横跨大江南北的五
个故事，以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记忆、共同经
历的现实、共同期待的未来，温暖和振奋人
心，凝造出“四海同心”“天涯共此时”的家国
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电影《一点就到家》来回于城市和乡村，
是乡村振兴、青年创业、电商网购，是两代人
的观念冲突又夹带着人情味，这里有快递行
业现状，还有普通青年的选择、压力、失败、梦
想……

改革题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２》，战争
题材的电影《八佰》《金刚川》，是“国”中有

“我”，小我又背负着历史的车轮往前。
2020开年给了所有人并不好看的表情，

欣慰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就此陷入哭泣，这些
作品所呈现的韧性和精神无不让人动容。

而我省的文艺创作也有声有响。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革命

历史题材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成为爆款，演
出超百场，它“冷峻、温暖、庄重”，让我们“暂
离现实的绚丽嘈杂，去接受历史洗礼”。

扶贫题材话剧《108个赞》，采用轻松、幽
默的喜剧形式，用女性的独特视角，刻画了一
个鲜活接地气的第一书记形象。大型原创现

代南昌采茶戏《抚河三道湾》，讲述的是以南
昌县为背景的扶贫故事，充分展现了南昌采
茶戏特有的艺术魅力，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作为文旅部全国抗疫题材重点舞台作
品，话剧《大疫之春》给了每一个参与抗疫的
人最大的敬意。该剧以南昌某小区内一普通
家庭为基点，通过家庭里每位成员在疫情下
点滴生活描述，展现平常百姓在自身工作、生
活状态下，爱岗敬业、团结互助、自尊自爱、服
从大局的所作所为。

“不知道你是谁，但知道你为了谁”。大疫
之下，你是怎样的人？歌曲《你是怎样的人》

“一声哨响就逆风前行”“一句‘我上’便奋不顾
身”，歌唱了那些勇敢冲在抗疫一线不退缩的
英雄。歌词最后一句“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则替代了万语千言，揭示出歌词的“潜台词”，
成功自然地表达了作品强烈的情感倾向。

唯有深情似暖阳。好的文艺作品，无论
处在多么宏大的时代及叙事背景下，都能找
到“回家的路”。

我们对世间美好有更深的渴望，文艺创
作则以它直通人心的形式满足了我们的想象
和渴望。

2020 这表情丰富的一年，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饮尽时光这杯酒，冬去春来，
结束也意味着开始，让我们感谢这些平实而
伟大的创作，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找到了温
情与力量，同时也找到了前行的慰藉与答
案。

云，若隐若现的远方，神秘、变幻。2020年，疫情暴发，一片片
“云”千姿百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日常“生活品”。云共享，情共
振：剧院观影逐渐被“云观影”取代，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了“云”游
天下，综艺节目采用了“云录制”，亿万网友成为“云监工”，进行着

“云守护”，各大院团和明星开启了“云演出”……似乎一夜间，各行
各业都升上“云”端，用“云模式”解锁新“玩法”。

“云直播”存在情势所迫的无奈，但也开启了新的“宅”文化。布
达拉宫迎来1388年来的首度官方直播，展示了以往不开放的金顶群
以及馆藏经书，身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同一时间走进了一千多年
前的布达拉宫，用眼睛“聆听”它的过往；距离地球420公里外的国际
空间站，通过抖音进行直播“云旅游”，吸引了超过80万观众收看；夜
幕降临，湘西州芙蓉镇·红石林度假区架起篝火，搭起直播间，鼓声
阵阵，摆手舞、土王出巡、梯玛祭祀等精彩上演。网友们透过手机屏
幕，夜游芙蓉镇，与土家阿哥阿妹“云”端互动……得益于5G技术的
广泛运用，“云直播”让相隔千里的人，也能一屏观天下，一起迈入同
一个时空，看见同一份感动。

疫情，给热热闹闹的综艺节目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避免聚
集走动，各种娱乐节目开始尝试“云录制”，淡化了大舞台热闹刺激
的气氛，多了回归生活后的朴实与恬静。如湖南卫视首先采用
Vlog+视频连线的模式制作了《嘿！你在干嘛呢》。节目中主持人拍
摄Vlog，分享自己的居家生活、柴米油盐的琐事，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和艺人朋友互动，将疫情居家生活展现给观众，营造了一种“大家一
起宅”的陪伴和安慰。“云录制”原生态、纯记录、去奢华，与生活观察
类节目的宗旨完美贴合。之后，湖南卫视《我家那闺女》等综艺节目
也陆续启动“云录制”。去年 2月 29日，潘斌龙、许君聪相继在抖音

“欢乐DOU包袱”开播，畅聊喜剧人的工作生活，将互动元素融入喜
剧，演员和观众相互依托，营造出屏幕里外皆有笑声的场景。这样
的“云喜剧”包容性更强，还融入了京剧、相声等传统文化，较符合当
今观众的审美。

2020 年，舞台演出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云演出”逐渐成为常
态。各大院团将线下演出转为线上直播，通过微信公众号、QQ直
播等平台推出“云演出”，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深圳交响乐团就
举办了40余场“云音乐会”，乐章在“云”端流淌，不仅拓宽了传播渠
道，更扩大了高雅艺术走进寻常老百姓的覆盖面，让人们在家中就
能纵享闲适时光、品味经典。深圳市粤剧团则推出了原创抗疫粤剧
小戏《逆行者》等，把生活中的感人抗疫故事搬上舞台，丰富了人们
的日常生活，也为全民抗疫凝聚了信心和力量。无独有偶，面对疫
情，明星们的“云端演唱会”也拉开了序幕。2020年五月天的演唱会
就以线上的模式和广大粉丝见面，“云端演唱会”不再是一票难求，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入场”倾听。在最后一首歌曲《倔强》中，我们仿
佛看到，倔强的精神光芒正在驱散疫情笼罩下的阴霾，黑夜终将过
去，黎明终会到来。而此前，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公益组织共同
打造的“One Word：Together At Home”公益音乐会华丽开播，上
百名世界知名艺人鼎力加盟，大家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此刻，唱
响了同一首旋律，为全球抗疫凝聚力量。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感知模式的延伸”，“云模式”以“陪伴
性、交互性、鼓舞性、持续性”等特点，延伸的不仅是知觉，提升了“我
们在场”的参与感，还延伸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触角，让我们获得情
感的交流、共振。“云模式”真正地把人的触角，360度无死角地伸向
各个角落。从起初的手足无措、先行先试，到现在的愈发成熟，渐入
佳境，相信在将来，“云模式”定能有更多彩的发展空间。

中国电中国电中国电影影影，，，
送你一送你一朵小红花朵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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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温暖，诉说国家记忆
□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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