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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阳光已经开始照耀这
个世界了。在我们走进新的一年的时
候，有必要回过头盘点一下刚刚过去
的2017年，毕竟，我们的影子还徜徉
在旧时光，没有完全迈进新年的门槛。

回顾过去的一年，仍旧是纷繁芜
杂、照样的精彩纷呈，悲欢离合常有、
酸甜苦辣不变，假如能回到这一年的
起点，我们又该如何规划？然后临至
年终岁尾，借用马东与许知远的辩论
在这里发问，似乎颇为恰当：我们真的
可曾变得更好？

互联网娱乐的狂潮势头减弱

纵观2017年的影视综艺，第一印
象是一个癫狂了五六年的精神病人终
于开始有了安定的迹象。以往几年被
玩坏了的雷人影视、无底线恶搞综艺
热度下降，一些久违的声音开始回归。

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些精彩不容错
过：截至2017年11月20日，中国电影
票房终于突破了500亿元大关，同时全
国拥有银幕数量达到5万块，电影大国
实至名归；电视剧经过几年来的调控，
产量保持在万集左右，雷剧、神剧变得
越来越少，剧作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去
年9月发布的《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
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提出“对电视
剧、网络剧实行同一标准进行管理。
鼓励优秀电视剧制作机构积极投入网
络剧制作”。作为新生事物的网剧，终
于有了登堂入室的“名分”；同样经过
几年的摸索，对比电视综艺，网络综艺
节目也有了值得点赞的进步，有不少
网络原生的综艺节目，话题传播与市
场口碑双丰收。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出现了一大
批影视综艺佳作，让2017年的娱乐生
活更为丰富了一些。具体看来有以下
几个可喜之处：

一是现实题材的回暖，有了《人民
的名义》《鸡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
《老兽》《芳华》等佳作。拿反腐剧“破
冰之作”《人民的名义》来说，真正是话
题、口碑双炸裂，几十个老戏骨同场飙
戏，久违而又紧密结合当下的题材，让
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享受到了一场视
听盛宴。

二是主旋律题材的开创性努力，
从政治和艺术的角度努力整合资源，
出现了《建军大业》这种试图在革命历
史和当下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的优秀作
品。还有《战狼2》虽说内在表达上需
要商榷，但不用小鲜肉、不炒投资却能
创造票房奇迹，这本身就值得赞许。

三是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下，
出现了《朗读者》《见字如面》《国家宝
藏》等一批号称“荧屏清流”的文化综
艺节目。用人气明星来演绎文化故
事，这种略带跨界的形式，给观众带来
了不少新鲜感。文化可以走得更远，
明星自身也增加了文化标签，二者称
得上是互相成就。

互联网力量与传统力量正在融合

理解这种变化，需要先回顾一下
这几年影视娱乐行业的整体情况。与
各个行业一样，影视工业这几年也经
历了狂飙猛进的“互联网化”，阿里、腾
讯、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携优势
资本、人才和技术入场，迅速颠覆了原
有的影视剧制作模式。就在公众期待
着变革之后可以有前所未有的视听享
受的时候，“互联网+影视”用左一部右
一部的低劣之作打碎了梦想。

互联网公司都有资本市场的压
力，经营过程中必须要让财报好看，让
公司估值或市值保持高位。这种情境
决定了他们只能杀鸡取卵，仅关注影
视剧的商业价值，有意无意忽略其艺
术价值。在资本操盘下，深加工出了
一条以网络文学收费为基础衍生出影
视、动漫、游戏等版权开发的产业链
条，被冠之以“IP”的概念。在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加持下，从寻找选
题到挑选演员再到后期营销，都要尽
可能量化，关乎审美的影视艺术成了
掏空观众钱包的夹子，影视工业成了
数字游戏。

数字之外，这些公司还利用社交
媒体和市场炒作制造大量的流量明
星。缺乏艺术和阅历的小鲜肉、小鲜
花们忙于走秀、综艺等闪光灯密集产
业，演戏也成了走过场，根本没有时间
和精力去精研剧本、揣摩角色，角色通
过替身和后期抠图来合成，以至于“表
演成了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

其背后的资本仅通过套路化的公
关策略就可以让粉丝们如痴如狂，大
把大把掏钱去追星。有些粉丝可以自
发组织起来给自己的偶像呐喊助威，
应援会、见面会等活动有了网络的支
持，变得更加高效强大。家长、学校也
会时时感受到过度追星对孩子们的影
响。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宫斗、
家斗、玄幻、穿越等胡说歪说的作品层
出不穷，衡量演员优秀与否的标准不
再是作品，而是话题热度、片酬高低、
播放数据等与艺术关系不大的东西。
观众不再是被动等待观看影视，而是
主动参与到影视工业全流程中，以至
于出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映时
粉丝无视市场规律和契约精神，强行
锁场的闹剧。到底是这届演员不行还
是这届观众不行？有如天问。

国产影视本土化创意不足的问
题，这几年也放大不少。拿国产剧热
门类型古装剧来说，《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花千骨》《青云志》等作品虽市场
热度极高，但故事内在却缺少延展
性。在虚无缥缈的玛丽苏爱情面前，
从传统文化如《山海经》中搬来的元素
更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饰品，而《海上
牧云记》之类作品则有着明显的《权力
的游戏》《指环王》的痕迹。

“超级IP+流量明星+陌生化的人
物设定”的模式在2017年终于充分暴
露了弊端，整个链条开始发生新的变
化。前两年不受待见的题材开始回
归，被流量明星们遮蔽了形象的实力
派演员们纷纷就位，新的变化已然悄
悄来到。出现了不少以匠心打磨剧本
的精品剧集。

应该注意到的现象是，互联网力
量与传统力量在加速进行融合。不少
互联网影视制作机构，在新发布的项
目上，开始引入他们曾幻想着颠覆掉
的影视资源。比如某互联网影视公司
发布的新剧计划中，张黎、管虎等大咖

加盟，他们在这个行业浸淫多年的经
验，肯定会对互联网化的影视带来新
的可能。而一些熟练操控传统影视工
业模式的导演、制作人，也在注重吸纳
互联网因素，开始有选择性的对流量
明星进行“艺术驯化”，张艺谋的《长
城》虽说毁誉参半，但是在他的镜头
下，鹿晗、TFboys、景甜等流量明星能
与刘德华、张涵予、彭于晏等实力派同
场竞戏，整体上并不违和。在徐克的
镜头下，吴亦凡的表现就比其他片子
中出色得多。一旦所有的人都意识到
需要去接纳变革，那么，很快就会有新
的面貌出现。只是变革，有时候是润
物细无声般地到来，需要耐心。

未来，长路漫且阻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喜之处
虽多，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正视，困境的
根本原因在于佳作频出经典难现。它
们在整个市场格局中声音还是不大，
本身也有颇堪玩味之处。《人民的名
义》比起《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周
梅森往年同类题材作品，艺术价值并
非鳌头之作。

偏厚重的《大秦帝国》《军师联盟》
等作品堪称精品，但是故事内核却难
以匹配其在历史定论里再造荧屏传奇
的野心，挑战历史成见，需要更为耐心
的打磨。先人给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
明，也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和传说，期待
着能有更为精彩的作品出现，可以把
先人的智慧运用到位，也可以把波澜
壮阔的历史通过市场化运作呈现在观
众面前，超越西方同类作品。

文化综艺节目虽然博得了不少眼
球，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回报，但是却挡
不住背后的文化失效，不少文化节目
成为鸡汤集散地，经过设计的台词和
故事，缺少了一种对于知识和文化的
敬畏。如何避免用演技把文化节目做
成一场秀的嫌疑，是这类节目需要深
入探索的问题。对比网生的《吐槽大
会》这种脱口秀节目，用大量反讽、自
嘲的东西来解构明星的公众形象，反
其道而行之却能带来不一样的口碑效
果。调子定得太高的“装”，反而不如
放下身段的自黑来得诚实一些。

真正衡量一个国家影视工业强大
与否的重要指标还要看其在世界范围
内的影响力。同样，国产影视综艺如
何走出去，也是一个老生常态的话
题。国产影视剧影响力一直局限在港
台和东南亚地区，鲜见有世界级影响
力的作品。

2017年国产网剧《白夜追凶》被
Netflix买下海外发行权的消息颇为
提振人心。但要征战世界，一部《白夜
追凶》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我们的征途
是星辰大海。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好故
事讲给世界观众，能够做全世界的影
视生意。要有更多的影视制作力量能
与好莱坞、Netflix、HBO等一较高下。

这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更大的
耐心去整合国内外资源，才能具备实
力真正走出去。同样，综艺节目方面，
我们长期是输入欧美、日韩、港台的创
意，本土化的东西少之又少，能否有结
合传统的优秀创意产生，并且经过工
业化的锤炼，也可以对外输出。

孤寂，是另一种风景

前文述说了一个热闹的存在，娱乐
市场是“流淌着名与利的土地”，它们是
这个时代的主流，所以我也花了很大篇
幅来盘点。主流兴盛，离不开支流的陪
衬。一位位故去的文化老人，就是这众
多支流之一。娱乐市场有多么喧嚣，文
化老人们就有多么孤寂。

人总会老去，老去了并不代表就
失去了意义。触摸过去的方式多种多
样，通过老人们的讲述和物件可以直
观地建立在场感。文化老人们，蕴藏
的东西更为丰厚。

去年我们送别了很多文化老人，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就先后
有余光中与屠岸两位老先生辞世。再
往前追溯，世纪老人周有光、红学大
家冯其庸、电影学家周传基、电视剧
《西游记》导演杨洁、相声艺术家唐
杰忠、文艺学家钱谷融、经济学家萧
灼基、“阿Q先生”严顺开等，都在
这一年离开了我们。

每一位老人都有着杰出的成就，
没有周有光等人当年的努力，我们今
天不会享受到汉语拼音的种种便利；
没有周传基的开堂授课，张艺谋和陈
凯歌的艺术之路也许将更为漫长一
些；没有杨洁导演带领着摄制组筚路
蓝缕，几代人的暑假都会冷清不少吧；
没有钱谷融当年提倡“文学是人学”，
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之作也许会少一些
吧；没有萧灼基等人当年的奔走呼吁，
减免农业税等支农政策还要酝酿更久
吧；没有严顺开的精彩演绎，观众对鲁
迅先生笔下经典人物的影像化可能不
会如此清晰……

他们的离去对所在领域是熄灭了
一盏明灯。从文化角度来说，都值得
大书特书纪念一番。媒介不发达的年
代，纪念可能是在心底，或者像钱钟书
去世，很多人排队购买《围城》一样。
到了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如何纪念
竟然也变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本应该从他们的文化成就入手来进行
讨论、纪念的行为，变成了随手发朋友
圈、路过就表示一下哀悼的朋友圈祭
奠行为。

文化界的老人们生前都十分低调
或者被公众在记忆中边缘化，去世之
后，瞬间在微信、微博制造了缅怀“狂
欢”，这本身就带有几分反讽的意味。
可能在他们去世之后，大众才意识到

“原来××事竟然是他做的，某某作品
竟然是他的！”

高压力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大
部分人奔走于“五斗米”，“当下”和“未
来”的过度娱乐化，又让大众难以具备
探索未知世界的的兴趣和动力。结果
就是，我们离世界上真正有趣的东西
越来越远，而每日不得不面对文化消
费快餐品。可以想见，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仍旧会经历很多别离。为了减少
遗憾的发生，也为了避免所谓的消费
之嫌，不妨从现在拿起书，认真地读
上一些东西。

回顾这一年，可言谈、感慨之处
数不胜数，真正深入进去则会让人乱
花迷眼。已经掀开新的一页的2018
年不免惹人遐思：未来的每一天，会
更加美好还是更加复杂？让我们走着
瞧吧。

风景，从喧哗到宁静
——2017文化热点管窥

何殊我

2017年12月30日，位于北
京东安门大街的假日经典小剧场
歌声悠扬，笑语阵阵，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的演员和“小小代言
人”欢聚一堂，重温舞台上下的
美好时光，盘点2017年看过的连
台好戏。

据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介
绍，中国儿艺每年创作4至6部
新戏，演出600余场，为60余万
观众送去高品质的儿童剧演出。
竞选《宝船》代言人的刘麓泽小
朋友是中国儿艺的忠实小观众，
他在现场展示环节带来了一本厚
厚的“成长日记”，里面不仅有他
5年观看 300 部儿童剧的照片，
还有他参加中国儿艺组织的工作
坊、探班活动、夏令营等留下的
上千张照片。在中国儿童剧场

里，像刘麓泽这样的“铁杆粉
丝”很多，这也是“小小代言
人”评选活动的起因。“小小代言
人”评选活动旨在为少年儿童打
造一个艺术实践和展现自身风采
的舞台，也是中国儿艺搭建的与
观众交流的新平台。经过报名、
网络投票、现场展示、专家评选
等环节，34位小观众脱颖而出，
成为2018“小小代言人”.

在“跨年剧汇暨2018‘小小代
言人’颁奖礼”上，“小小代言人”携
手中国儿艺多位优秀青年演员陆
续登台，以《小公主》《小飞侠彼得·
潘》《小布头奇遇记》《马兰花》《卖
火柴的小女孩》《皮皮·长袜子》《时
间森林》《李尔王》《山羊不吃天堂
草》等儿童剧中的人物造型，为现
场观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小小代言人”盘点2017儿童剧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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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而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
书馆、人民网、腾讯网联合主办的

“汉语盘点2017”日前揭晓。活动
共收到网友推荐字词数千条，推荐
和投票点击量达 2 亿次。最终，

“享享”“初心初心”“智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
际字、国际词。

2017年的中国，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十九大提出不忘初心初心，牢
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新时代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全民奋进，共建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强国。“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便利生活，
向世界输出中国创造。共享享单车
遍及大街小巷，共享享经济打造美好
生活。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助力中国创新发展。云云存储拓
展人类智慧空间，中华文明岿然屹
立云云端。幼儿园幼儿园引起国人忧思关
切，学前教育亟须立法监管。愤然
互怼，谋求和而不同；欣然点赞赞，传
递善意与温暖。最终当选的年度
国内字词为“享”和“初心”。共享
单车的普及，共享经济的发展，带
给人看得见的实惠，阐释了共同富
裕的含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在前进的路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初心”既是原
点，又是目标，回望的是过去，指向
的是未来。

2017年的世界，风云变迁。美
国“退退群”，未来秩序待定；朝核危朝核危
机机，紧张局势加剧。独狼式恐袭袭，枪
声尚未停歇；独独立公投，引起国际争
议。“阿尔法狗阿尔法狗”升级，挑战人类智智
慧；“引力波引力波”探测，宇宙因此不同。
紫禁城里开门迎客，“习特会习特会”为中
美关系定下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人类命运共
同体同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最终，“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当
选国际字词。“能处事物为智。”人类
将自身的智慧注入机器，全球制造
业开始迈入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
产品不断推出。可以想见在不久的
未来，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智
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
一个世界。”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
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需
要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同舟
共济、同心协力是共建人类美好未
来的必由之路。

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
新词语、十大网络用语是国家语言
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基于大数据
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筛
取、评选出来的。这些热词新语真
实记录了中国主流媒体和民众的
关注点，呈现了汉语的发展趋势和
变化指征。2017年“汉语盘点”首
次 在 活 动 阶 段 施 行“ 三 大 发
布”——12月9日发布年度十大流
行语，12月14日发布年度十大新
词语，12月19日发布年度十大网
络用语，打造“汉语盘点月”。

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九十九
大大；；新时代新时代；；共享共享；；雄安新区雄安新区；；金砖国金砖国

家家；；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天天
舟一号舟一号；；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不忘初
心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2017年度十大新词语：雄安雄安
新区新区；；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共享充电宝共享充电宝；；通通
俄门俄门；；租购同权租购同权；；留置留置；；灰犀牛灰犀牛；；金金
砖砖++；；勒索病毒勒索病毒；；地条钢地条钢。。

2017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打打
callcall；；尬聊尬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惊不惊不
惊喜惊喜，，意不意外意不意外；；皮皮虾皮皮虾，，我们走我们走；；扎扎
心了心了，，老铁老铁；；还有这种操作还有这种操作；；怼怼；；你有你有
freestylefreestyle吗吗；；油腻油腻。。

年度流行语用词语概括了一
年中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事、世
情、民心，记录着世界的变化、
时代的变迁。“十九大”成为最受
关注的焦点，报告中的关键词

“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迅速流行开来。年度新词语
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脚步和人们
的心理变化历程，有政策层面的

“雄安新区”“留置”，有关乎民生的
“共有产权房”“租购同权”，也有反
映 国 际 局 势 的“ 通 俄 门 ”“ 金
砖+”。年度网络用语最受网友关
注，有来自游戏的“皮皮虾，我们
走”“还有这种操作”，有因综艺节
目爆红的“打 call”“你有 free-
style吗”。网络用语用简洁的语
言或描述了一种情境，或表达了
一种情绪，真切地反映了网友的
心态，符合语言的传播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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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代
言人”与儿艺
演员一起登台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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