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wj@dzwww.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昨日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据上观新闻，7月1日，由刘江执导，并于上海
立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在
横店开机。前不久，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策
划、湖南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理想照耀中国》刚结
束创作推荐视频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建
党百年献礼剧的号角在全国陆续吹响。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消息，截至目
前，已经拍摄完成和正在创作生产中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题材电视剧作品近百部，形成“百年百
部”的创作生产格局。其中重点剧目50余部，将于
2021年初陆续播出。这批集结了国内一流创作阵营
的“红色剧目”将闪耀荧屏，用镜头语言回溯中国
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百年
献礼剧再度掀起创作高潮。“百年百部”电视剧
或以时间为序，将镜头对准漫漫历史长河的代表
性事件；或定格于人物，创造历史的“伟人”抑
或默默无闻的共产党员，皆是点亮百年党史的主
人公。若说这批“红色剧目”的共同点，那便是
用百年党史绘就恢弘画卷，聚焦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相较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纪录片可长可短，形式灵活，使其可以在短视频流行

的当下“异军突起”———

今天你“记录”了么？

□ 本报记者 齐静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央视共同策划
实施的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
三季落下帷幕。自6月13日开播以来，第三
季节目延续了前两季的好口碑，在豆瓣上
保持着9 . 5分的超高评价。“《如果国宝会
说话》等纪录片能持续走红，既离不开制
作者的大胆创新、匠心独运，也离不开我
们这个以‘记录’为潮流的时代背景。可
以说，纪录片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产物。”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
院院长胡凡刚说。

“我手拍我心”

时下，你可能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场
景：无论是在餐厅或商场，总有人拿手机
对着各类产品左拍右拍，口中念念有词。
对此，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已成为
年轻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会将拍
摄内容进行剪辑，然后上传到微博、抖音
等社交媒体平台，展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
事情。这种视频也被称为视频博客（英文
简写Vlog）。

视频博客起源于国外视频平台网站
YouTube。2012年，YouTube美妆博主詹姆
因为不愿重复回答网友提问，录制了一条
碎碎念式的问答视频，没想到意外火了，
自此视频博客开始在社交网络蔓延。许多
年轻人开始拿起手机拍下生活，并上传到
社交平台，以此表达自我。由于视频博客
多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其某些方面的特点
与“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特点不谋而合，
所以大家也将它认定为一种“新的纪录片
形式”。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
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来引
发人们思考。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
代，人们对于纪录片有种天然的陌生感，
认为它要由专业人士就某一主题进行采
录，并要通过复杂加工才能呈现。而现
在，大家只要拿着手机就能记录日常生
活，这让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被越来越多
人所理解与接受。”胡凡刚说，公众对视
频博客等纪实类视频的熟悉及喜爱，助推
了我国各类型纪录片的快速发展。

因为坚持制作并上传送外卖时拍摄的
视频，一位名叫吴君的外卖小哥在哔哩哔
哩（B站）拥有17 . 5万粉丝。“在Vlog里，
吴君会将送外卖时遇到的趣事记录下来，
也会向大家展示其他外卖小哥的生活状
态，我觉得这是我认识外卖小哥的最好渠
道之一。”青岛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赵森
说。赵森将吴君拍摄的视频视为一种“生
活纪录片”，而每次看完吴君的视频，他
还会搜索观看其他有关外卖行业的“专业
纪录片”，“两者视角不一样，算是一种
补充。”

除了“我手拍我心”的日渐流行，纪
实类视频的“简短”特点，也是颇受大众
追捧的原因之一。《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
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到8 . 2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
6 . 48亿，网民使用率为78 . 2%，同比上升了
4 . 1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即时通讯的第二
大应用类型。相较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
形式，纪录片可长可短，形式灵活，使其
可以在短视频流行的当下“异军突起”。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流行起来的首

要前提是大众的充分认知，而后才是认可
与认同。近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
到《人间世》再到《人生一串》，一系列
纪录片的火爆背后是大众关注视角的转
变，大家开始愿意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具
有纪实性的视频作品，而不仅是虚构类的
影视作品。”胡凡刚告诉记者，如今，纪
录片的定义正在不断被刷新，除视频博客
外，广告纪录片、微纪录片等新形式“纪
录片”同样层出不穷。纪录片的内容也从
历史、科学、军事等传统范围，走进美
食、旅游、宠物、科普等新领域。

“网感”带来更多可能

2016年1月，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
物》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当时反响平
平，但一个月后，这部纪录片却意外在网
络走红。在B站上，《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点击量接近200万，弹幕数超过6万条，一度
成为热点话题。同年12月，这部电视纪录片
被翻拍成纪录电影，在院线上映。“对于
纪录片，2016年更像是一个里程碑。从《舌
尖上的中国》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纪
录片的发展趋势又有了一种新的变化———
大家意识到互联网上不仅存在潜力巨大的
受众，也存在着种类更多的玩法，许多新
式的 、 更 具 网 感 的纪录 片 开始横 空 出
世。”曾参加多部纪录片拍摄的独立制片

人林子轩说。
林子轩告诉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以及年轻人对纪录片的“再发现”，这种
艺术形式不再仅限于小众人群。一组数据也
印证了林子轩的看法。《中国纪录片发展研
究报告2020》显示，我国纪录片产业规模从
2 0 0 9年的5亿元起步，逐步进入高速发展
期，十多年间增长了12倍。其中，2019年中
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50 . 36亿元，年生产
总值约66 . 6亿元，均比上一年有所增长。

“面对纪录片的广阔市场，从2017年开
始，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开始针对各自纪录
片频道的用户情况进行调整，大力引进国
外优质纪录片。但同时，这也造成他们在
独家版权上抢夺激烈，造成了巨大的版权
压力。”林子轩说，引进国外纪录片动辄
就要几千万元，而视频平台仅靠广告无法
盈利，这使得其纪录片频道的运营成本
高，盈利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网络视频
平台开始尝试自制纪录片，一方面可以有
效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差异化赢得更多用
户，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版权出售、反向输
出电视等渠道获得更多利润空间。

2017年末，B站首次宣布推出纪录片的
“寻找计划”，为纪录片人提供资金扶持、
平台运营、商业开发等全方位的帮助，在纪
录片领域从单一的播出平台变成了联合出品
方和版权购买者。2018年，腾讯视频提出了
全新的“泛纪录片”思路，与国内外顶级制

作团队合作，在推动传统纪录片品类焕发新
意同时，打开更年轻鲜活的“生活方式”与
“潮流文化”新品类。面向更年轻的网络视
频用户，由网络视频平台生产并发布，纪录
片由此迎来一次新生。

“如果说过去的纪录片更像专题片的
话，那么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纪录片更接地
气，与大众生活、兴趣点更为接近。”纪
录片爱好者黄岩曾参与了《我在故宫修文
物》纪录电影众筹，他认为“时长变短、
电影式画面、‘网红产品’植入等，是互
联网纪录片带给传统纪录片的新思路。”
面对中草药这个古老的话题，纪录片《本
草中华》团队把颇受年轻人喜欢的网红产
品“崂山百花蛇草水”纳入其中，还引用
了很多武侠小说中的草药。“这种年轻
化、流行化的视角，让纪录片拍摄呈现出
难得的‘时尚’与‘网感’。”黄岩说。

纪录片要有品牌意识

如果你经常观看国外纪录片，会发现
他们在有意识地打造纪录片品牌。从美国
探索频道的野外生存系列到日本NHK电视
台的世界文博系列，再到英国BBC的科普系
列，大家对这些纪录片的认知早已跳出单
个作品，而走向更深层的文化品牌。由于
这些创作团队成功构建了多种纪录片系
列，其自身品牌也具备了较大商业价值。

实际上，中国纪录片长期被认为更具
宣传性，而非商业化作品。制作纪录片难
以获得经济效益，这让制作团队低估甚至
忽视了纪录片的品牌价值。而随着《舌尖
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的走红，中国纪录
片缺乏品牌的局面才有了较大改观。据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回忆，《舌
尖上的中国》突然走红，创造了2亿多元的
商业利益，随后推出的《舌尖上的中国2》
仅广告费收入就达8000万元，这些让他重新
意识到纪录片的品牌价值。此后，国内纪
录片创作团队也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品牌。
如围绕文博主题，《如果国宝会说话》目
光跨越八千年，将分四季讲述100件文物的
背后故事；围绕“风味”主题，腾讯视频
陆续推出《风味人间》、《风味实验室》
以及《风味原产地》系列纪录片……

“尽管业界已经意识到品牌的巨大价
值，但当前国内纪录片整体的创作品质还难
以保证，无法形成持续的影响力。”中国传
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教师李宁说，一
个产业想持续发展，离不开不断成长的人
才，尤其是在纪录片观众趋向年轻化的背景
下，加快对年轻纪录片人才的培养培训是当
务之急。“目前，我国纪录片人才培养偏重
于视听技术培养，对纪录片制作整体把握能
力仍有欠缺。提升学生整体能力，关键要让
他们去实践、去操作。”

近年来，为鼓励广大创作者进行纪录
片创作，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给
予支持。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出
“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该
工程规划从2018年到2022年，确定100部重点
纪录片选题，扶持记录新时代、阐释新思
想、反映新成就、呈现新气象的优秀纪录
片项目，同时开展中国梦短纪录片创作，
每年扶持30名纪录片导演和爱好者，创作30
部反映中国人奋斗故事、展现中国人精神
风貌的现实题材短纪录片。

“现在，越来越多纪录片取得了流量
与口碑上的双丰收，再加上利好政策不断
出台，纪录片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林子
轩说。纪录片创作者不用再为资金、平台
等操心，唯一要做的就是创作更多优质作
品，让纪录片更长久地发展下去。

建党百年献礼剧号角吹响

“红色剧目”将闪耀荧屏

据北京日报，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其官
网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2020年6月
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根据《通知》所示，6月备案公示的剧
目中，七成都为当代题材。

《通知》显示，2020年6月，全国电视剧拍摄
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61部2019集。按题材划分，
当代题材43部1408集，分别占公示总数的70 . 49%和
69 . 74%。其中，当代军旅题材1部30集，当代都市
题材20部661集，当代农村题材14部485集，当代青
少题材1部8集，当代涉案题材4部128集，当代其他
题材3部96集。

此外，还有现代题材1部40集，分别占公示总
数的1 . 64%和1 . 98%。其中，现代都市题材1部40
集。近代题材 1 1部 3 9 4集，分别占公示总数的
18 . 03%和19 . 51%。其中，近代传奇题材3部111集，
近代革命题材4部148集，近代其他题材4部135集。
古代题材6部177集，分别占公示总数的9 . 84%和
8 . 77%。另外，批准立项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目
有2部，共76集。

6月电视剧备案公示
七成为当代题材

□ 王文珏

7月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发
言人赵立坚，怎么评论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
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这是一部在中日
两国都引发热议的影片，网络播放量超过2500
万次。该片通过深度采访10位普通武汉人，描
绘当前武汉市民和城市的状况，展现了武汉震
撼人心的抗疫努力与成果，也传递了武汉人民
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信心。

赵立坚回答：影片在中日两国引发了积极
反响。导演竹内亮先生通过实地走访，以普通
人的视角展现了武汉这座城市经历疫情创伤之
后的实景，以及武汉人民坚韧、豁达的精神。

这部纪录片中的很多内容感人至深，它之所以
能打动中日两国广大观众的心，关键在于它贴
近公众，朴实无华，透着真善美。

这部纪录片，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不是好
奇，而是之前一直不想看，怕忍不住眼泪，怕
回到时间的记忆里，有些排斥。疫情肆虐时，
总有网络短视频时不时撞击心灵。有个女孩站
在街头悲恸爆发：爸爸，我没了爸爸啊，我的
爸爸……旁边的人们无从安慰，空气中是暴烈
的悲伤。有位和女孩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人流
着泪走上前，把女孩揽在怀里，为她擦泪，拍
着她的背，他们一起痛哭着……人，视频内外
的人们，没有谁能抗住那嚎啕里悲伤的烈度，
而我一边跟着哭一边担心这位好心人会被传
染。不知道为什么，总想知道他后来的下
落——— 他有没有生病，有没有恢复正常的生
活，想知道善良的人有没有得到平安，平安后
的人们有没有走在阳光里。

感谢竹内亮的影片，他让我们看到——— 看
到无数武汉人今天的生活，看到最最平凡的人
们，怎样一边治愈自己一边咬牙努力走出悲
伤，看到一起捱过最难日子的人们，如何继续
相扶相携地走下去，用力生活。

10位普通的武汉人，有人在海鲜市场旁开
的餐饮店关了，有人参与雷神山医院十天十夜
的建设，有人染病在医院治疗，有人在医院做
护士，却一点也不想提及那段悲伤，宁愿仰头
笑着擦去那不断涌上来的泪……身份、经历各
自不同，我们却仿佛看到了所有人的武汉，看

到一座城再也无法忘却的过往，和别无选择唯
有昂起头勇敢的后来。

后来，那些最悲伤的事，和生死有关的
事，怎么样了？庄园，医院前台工作人员，从
小把她带大的外公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胖胖
圆脸的女孩儿，戴着圆眼镜和草帽，笑起来眉
眼弯弯，翻着外公最喜欢的日历牌，“他可喜
欢这个了，经常一天还没到，就要撕掉，盼着
下一天。”风吹过武汉老街绿绿暗暗的荫樾，
吹动日历牌上所有的日子，哗啦哗啦。“我常
想，被治愈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多我外
公一个呢？”庄园总是又哭又笑地讲着，笑是
因为说起那些过往，外公好像就生龙活虎地打
着麻将，哭是因为他已经真的不在了。庄园是
为数不多的亲属去世者，“我要把这一切记下
来，我怕自己有一天会忘了。”

后来，那些最阳光的勇气，怎么样了？李
杰，雷神山建设工地连轴干了三夜四天，“怕
肯定是有点怕的，但怎么说呢，一个是工资
高，再一个心里有种热情澎湃吧！当时自己也
觉得十天不可能，可是你看！”他带着导演绕
了一圈奇迹般的雷神山，里面有他的心血。拿
着给工友们一起做的纪念牌“最美逆行者”回
到乡下家里，他有点羞涩：“没有什么炫耀的
东西，留个纪念而已。”经济完全复苏还需时
日，李杰非常明白：“疫情后，很多人都想开
了，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能做什么就做
什么，尽力去做。”四处找活努力养家的他，
和建设雷神山的他，是好样的武汉男人。

后来，那些最温柔的守护，怎么样了？爱
跳舞的龚胜男护士，穿防护服舞蹈的短视频打
动了很多人。疫情过后，她学会了骑自行车，
和闺蜜一起穿越长江大桥，去黄鹤楼公园。凭
栏远眺，江城开阔，天高云远，“我们凭工卡
能免费呢”，她的开心那么简单。说起那段特
殊的日子，一直在笑的龚胜男仰头流下眼泪，
又不停地拭去……她特别抗拒在镜头前哭，不
愿让人觉得武汉人还在悲伤里走不出，“说一
点收获吧。没有疫情我可能今年就辞职了，之
前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之后我重新看待了自己
的职业。”武汉的小吃摊上，5元一份的热干
面，护士妹子吃得那么满足又开心。

用无人机记录武汉风景的女老师，100多
天没见面重新开始规划婚礼挑婚纱的情侣……
后来，太多的后来，都是人们特别想知道的后
来。在影片结尾，疫情期间最“闷”在家里的
大爷大妈们，重新开始江泳，他们像是武汉城
里最飒的人。

竹内亮的拍摄有日式纪录片的风格，用掰
开揉碎的纤维，去拆解生活最真实的肌理。这
样的真实最有生命力，也拥有最坦诚的说服
力，它不止讲述给我们，也讲述给整个世界。
故事里含着所有人的现在，能透视到之前的泪
水也能眺望到未来的光。一切其实还没有完全
康复，但这就是最真实的武汉和武汉人，一点
点找回烟火气的生活里，入夜热辣的小龙虾和
过早热腾腾的面，藏着那种始终能触摸到的
“韧”，硬邦邦的，永不认输，永不忘记。

《好久不见，武汉》：看见后来

文旅部征集2020年“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据中国旅游报，为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促进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合作，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征集2020年“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
际合作重点项目的通知。入选的重点项目将获得
多方面扶持。

通知明确了六个重点扶持方向，具体包括“拓
展数字文旅产业合作”“加强创意设计合作”“推
动旅游演艺合作”“促进文化和旅游投资合作”
“建设文旅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强化国际化
产业人才培养”。

通知指出，入选项目将纳入文化和旅游部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文化和旅游部将项目所属企业作为
产业国际合作工作重点联系企业，并给予投融资、
搭建平台、宣传推广、开拓渠道、人才培养等多方
面的支持和服务。

据中国旅游报，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
规定的通知》，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自
驾游进境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允许仅涉及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口的外籍邮轮运营多点挂
靠航线业务。

为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落地，国务院决定，
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进出口关
税条例、国际海运条例、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
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5部行政法规的有关
规定。

通知明确，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第
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进出口关税条例第四十二条的
有关规定，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自驾游
进境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暂时调整实施国际海运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
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允许仅涉及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港口的外籍邮轮运营多点挂靠航线业务。
基于海南海域情况及海南国际邮轮发展状况，在五
星红旗邮轮投入运营前，允许中资邮轮运输经营主
体在海南三亚、海口邮轮港开展中资方便旗邮轮海
上游业务。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海南自贸区内自驾游

进境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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