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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经济”已然崛起，催生出一种悦己式消费追求———

“姐姐”营销的力与度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 璇

在日照市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许多海曲
汉墓出土的文物。这类器物品种丰富，很多带
有民间工艺色彩的日用品难得一见。其中一件
龟座凤形铜灯（左图）造型优美，是不可多得
的精品。因其具有的独特艺术造型，被国家文
物局编写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
采用为封面图片。

龟座凤形铜灯2002年出土于日照海曲汉
墓，被当地村民誉为“神灯”。铜灯由三部分
组成，顶部为浅圆盘形灯盏，中间为一展翅凤
鸟灯柱，以龟为座，凤鸟首顶灯盏，凤足踏龟
背。灯盏盘径10 . 6厘米，灯高18厘米。凤鸟昂
首翘尾，全身细刻羽毛，颈长伸而向后弯转，

凤首顶一浅圆盘形灯盘，凤足稳踏龟背之上。
神龟双目圆睁，也作仰首形，龟背刻纹清晰可
见。凤鸟展翅欲飞，神龟跃跃欲试，整个造型
充满动感与活力。

灯作为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照明用具，最
早起源于远古时期火的发现和照明的需要，凝
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最早的灯在春秋战国时
期出现，到两汉时已得到充分发展和广泛应
用。汉代灯具不但造型丰富多彩，而且设计构
造更加科学。龟座凤形铜灯，就是汉代灯具的
一个典型代表，其造型之奇特、设计之巧妙，
充分显示了我国两千多年前工匠们的精巧手艺
和高度智慧，是我国古代灯具中罕见的珍品。

中国古代的器物多数蕴含传统朴素的哲学
思想，龟座凤形铜灯也不例外，具有很深的文
化内涵。

凤凰鸟（朱雀）是南方之神，南方为火，
所以凤凰鸟象征火，作为灯而言，以朱雀做灯
柱，头顶着燃烧火焰的灯盏，自然具有帮助灯
火长明之意，取意“火长明不熄”；龟（玄
武）是北方之神，北方为水，所以龟象征着

水。对于人类来说，火既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又
容易带来灾难，即火灾。因此，以龟做底座，
应该具有以水灭火，防止火灾发生的寓意。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古人誉为天之
“四灵”，而金、木、水、火、土被古人称之
为“五行”。龟座凤形铜灯作为古代“阴阳五
行”哲学思想和“四灵”学说被物化为实用的
生活器具，不但反映了汉代人们对该学说的推
崇和重视，也表达了汉代人们朴素的世界观和
向往和谐美好生活的愿望。

海曲汉墓中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陶
器、铜器、玉器、漆器、木器、铁器、角器等
1200余件。这些珍宝再现了汉代日照地区的发
达与辉煌，为研究汉代墓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
提供了重要资料。此次发掘也因墓葬保存完
好，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埋葬封填方式独特，
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墓“神灯”
2021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

或将达416亿元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近日，艾媒咨询发布

《2 0 2 0年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影响力榜单解读报
告》。男频作家榜单中，猫腻、爱潜水的乌贼、老
鹰吃小鸡、唐家三少、会说话的肘子位列前五；天
下归元、吱吱、丁墨、囧囧有妖、Priest在女频作
家榜单稳居五甲。

此榜单基于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相关数
据，根据对作品影响力、作品销售力、作品可读
性、作品IP价值四个指标的考量，围绕作家的作品
销售情况、网络及社会影响力、文学和商业贡献等
维度，评选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男频作家影响力
TOP50及女频作家TOP50。

报告显示，随着网络文学内容创作者和消费者
的代际变迁，网文作家江山代有才人出，中生代作
家地位逐步稳固，新生代作家接连崛起；85后、90
后占据半壁江山，95后作家多位上榜；男频作品类
型多元，女频作品女性意识凸显，IP及书粉影响力
持续攀升。

据艾媒咨询测算，2021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将
达416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分析师
认为，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发展时间较长，具备较为
成熟的运作模式，作品及作者IP正成为网络文学平
台发展重要的商业价值。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紧急公关》热度不断攀升

行业剧不失真才能打破魔咒

据北京日报，都市行业剧《紧急公关》近期在
央视八套热播，和过去国产行业剧屡被吐槽不同，
这次《紧急公关》低调开播，却收获了不错的口
碑。《紧急公关》自1月16日在央视八套与优酷视
频开播以来，热度不断攀升，首日收视破1，三个
剧集话题荣登微博热搜榜前列。

过去公关剧经常出现的虚假悬浮问题，也在该
剧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公关行业本身的特殊性
必然会面对客户经济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权衡，
开篇所采用的航空公司案例，就集中反映了这一问
题。主角林中硕并没有大开金手指，解决问题的办
法并不是仰仗案例中的坏人突然变好，而是通过受
害人本身因为经济利益考量而放弃维权的现实选择
体现出来。这种选择显然将林中硕置于危机之中，
而导致他最终丢掉了大客户。在《紧急公关》后续
的剧情里，还会出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名人家庭
暴力、酒店安全事件、家庭情感教育等，剧集将在
公众熟悉的热点事件中，从新的角度挖掘人性的复
杂性。如果该剧能够按照第一案的效率来推进后续
的剧集，这部剧或许真的能够打破过去公关剧小儿
科、悬浮剧的陈疾，达到大众对于公关剧的期待。

桑梓写疏篱 回首已半生

愚石长篇小说合集

“乡望三题”出版

隋唐洛阳宫城玄武门

时隔千年“重现”
据新华社，经考古人员持续发掘，隋唐洛阳宫

城玄武门遗址日前初现全貌。该遗址的发现对了解
唐宋宫城的形制布局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研究中国
古代都城的形制变化和沿革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队
长石自社介绍，玄武门遗址为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重
要部分，目前已探明玄武门遗址的建筑形制、确切
位置和沿革变化，理清了应天门、玄武门等宫城建
筑群的空间关系，并发现隋唐至北宋时期宫城的形
制变化特点和遗址迁移方向。

目前，考古发掘出唐时期的门道、墩台、马
道、城垣遗迹。发掘显示，玄武门是单门道过梁式
建筑结构，门道宽6米，东西两侧为宽13 . 9米、进
深16 . 5米的墩台。墩台两侧与城墙相接，城墙南侧
有东西向直坡式马道，东侧马道长约40米，西侧马
道长约50 . 5米。

“玄武门是宫中军事事件的主要发生地，门
外有驻军守卫，对整个宫城起着重要保护作
用。”石自社说，该遗址的发掘为探索隋唐时期
宫城的形制布局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的迁移变
化为研究隋唐至北宋时期宫城的形制演变提供了
重要线索，同时也为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展示提
供了科学依据。

玄武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
隋唐时期洛阳宫城北门，与应天门相对。在玄武门
下，发生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周复唐事件———
“神龙政变”，女皇武则天自此退出历史舞台。此
后，唐中宗把玄武门改名为神武门，至北宋时期，
玄武门被废弃。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蔡明玉

新年伊始，“姐姐”们就忙了起来。
趁热打铁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乘风破浪》于1月22日开播，那英、杨钰
莹、左小青、金巧巧等艺人强势加盟，阵容
依旧强大。百度百科对节目的定义也从第一
季的“女团成长综艺节目”转变为“女性励
志综艺节目”，将更鲜明地推崇30岁+自强
独立女性意识。

由湖南卫视制作的熟龄女性觅爱社交原
创综艺《怦然再心动》也将于1月23日晚与
观众相约。节目聚焦“姐姐”们的感情追
求，五位熟龄女嘉宾王子文、王琳、黄奕、
白冰、蔡卓宜开启大胆征爱历程，与五位男
嘉宾进行21天的甜蜜约会。

继2020年火爆全网的剧集《三十而已》
和成团选拔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之
后，中生代女明星在各真人秀节目中越来
越活跃，30岁+女明星的商业价值被逐渐挖
掘出来，2020年也被人称为“姐姐元年”。
这些剧集、综艺对女性群体的年龄焦虑、
容貌焦虑、职场困境、家庭问题等都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也给女性群体理解与
温暖。可当“姐姐”们又一次结伴而来，
期待还在吗？

2020=“姐姐元年”？

演着演着就没戏可演了，曾经几乎是所
有中生代女演员面临的困境。

“请给我们成熟女演员几分钟。”在
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颁完奖
的海清，把姚晨、宋佳和梁静叫上台，发
表了一段“中生代女演员感言”。“我们
是一群非常努力，热衷表演的女演员，我
们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坚持，……我们非常
非常热爱电影，但是我想说一句实话，我
们大部分人是被动的，市场、题材、各种
局限，常常让我们远离一些优秀的作品，
甚至从创意之初，就把我们隔离在外。”
她感慨，岁月赋予了中生代女演员很多财
富——— 经验、皱纹、阅历，她们没有传说
中的那么不好合作，因为她们现在更加懂
得、更加爱电影，她们足够专业，希望大
家给她们更多的机会。

在《我就是演员》舞台上，女演员杨蓉
在表演结束后坦露心声：“演了那么多年的
戏，我现在已经是30+了，但在这个市场上
还在维持着一种少女人设，怕被淘汰。所
以，来这个舞台是想将它作为自己充电的机
会，作为自己的一个突破。也希望影视圈的
出品人们，多给30+、40+的女演员一些机
会”。

电视剧《甄嬛传》中饰演沈眉庄的艺人
斓曦，在走红后选择结婚生子，但当她试图
归来时，发现自己快被大众遗忘了。

中生代女演员出路问题一直是艺人群体
广泛讨论的话题，她们在岁月的打磨中积累
了经验，拥有比新生代演员更丰富的阅历，
但也在岁月中逐渐老去。受影视剧制作特点
的影响，中年女演员很少有机会演绎符合自
身年龄的剧集，因此她们变得“不敢老
去”。为了至少有戏可拍，女演员们不得不
努力维持“少女感”，寻求大众的认知与支
持，否则，她们能演的或许只有少男少女的
“妈妈”。

纵观影视和综艺行业的发展脉络，其
实，不少作品一直隐藏着对女性身份认知的
偏见和思想固化。“傻白甜”的少女形象一
度占据了荧屏的大半江山，这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部分女性价值观。但近年来，受国际
市场上大女主剧的影响，以及国内女性逐渐
苏醒的自我独立意识的要求，国内“大女
主”人设的影视剧愈发受到观众欢迎，宫廷
题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繁荣为女性形象的
塑造扩大了展现空间，国产剧频频出现甄
嬛、芈月、苏明玉、唐晶、罗子君、顾佳等

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针对这一现象，趋势营销专家、知萌咨

询机构创始人兼CEO肖明曾表示，现在女性
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是过去勤
俭持家“女主内”的形象，很多“90后”是
新生代妈妈群体，一边要照顾家庭，一边也
希望在事业上做好平衡，因此越来越追求独
立自主，这也让大女主剧和综艺节目，成为
她们内心的某种追求或精神上的连接。“90
后”2020年刚好30岁，这是女性的一道坎，
在很多女性看来，这个年龄是一个分水岭。
“60后”“70后”的父母觉得“90后”还没
长大，事实上，“90后”已经成为新的生产
力支柱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90后”女
性群体正在面临着人生角色的转换，既有身
份焦虑，也期待着自我身份的再次确认或者
焕新升级。

基于中生代女明星重新出圈的需求，结
合当下女性形象的更迭与独立意识的崛起，
催生出的“姐姐”真人秀，把那些曾经怒放
过的“大花们”重新呈现到观众面前。

“姐姐”营销遭质疑

2014年首播的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

年》就初露“姐姐”话题。该节目前两季邀
请的大多为女嘉宾，且年龄从30岁跨度到60
岁，形式是以老少搭配的模式开启旅行真人
秀。以第一季节目为例，嘉宾团队中最受关
注的就是许晴和刘涛。当时两人作为新晋中
年女性，在无作品时期沉寂很久后，以真人
秀的方式重回荧屏，唤起观众历史记忆，为
重新塑造公众形象提供有利条件。基于在节
目中的表现，观众对她们的再认知也定位于
“成熟、智慧、稳重”等特质。

2020年夏播出的真人秀《乘风破浪的姐
姐》，是“姐姐”营销模式最有力的诠释。
节目召集了30位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艺人，
对其进行训练和考核后，选出7位成员组成
女团。该节目首期播放量高达4 . 8亿，热度
空前。节目中，姐姐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丢掉年龄标签，重新塑造形象，使国内传统
艺人与新偶像产业模式相互碰撞，让观众和
业内人士共同看到了中生代女演员的另一种
可能。

不管是制作方还是中生代女明星本身，
都开始重视发挥年龄这一潜在生产力。由
《乘风破浪的姐姐》衍生出来的访谈节目
《定义》，展示了“姐姐”们各自的成长故
事，挖掘她们对于女性身份的理解和所持的

女性价值观，引起大量女性观众的情感共
鸣，传递着女性的力量。其他节目制作方也
紧跟热度，纷纷抓住营销成熟“姐姐”带来
的红利，《女人30+》第二季、《了不起的
姐姐》《她有情绪又怎样》等节目纷纷亮
相，众多品牌借此营销，姐姐们在各平台上
的曝光度暴涨，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但网友们对“姐姐”营销的评价褒贬
不一。有网友表示，“‘姐姐’们已经在
自己的领域大放异彩，却要来参加一个以
唱跳为主题的选秀节目，还要接受不同评
委的质疑声”。也有声音说，“这些‘姐
姐’虽然在节目里‘乘风破浪’，但大部
分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接不到戏，处于半隐
退状态，不过是依靠这个节目增加曝光度
罢了，姐姐们的唱跳水平是否真的可以成
团出道？”并且，这些以“正视自己岁月
雕琢美”为口号的“姐姐”们，其实在花
费巨资进行微整、保养，寻求冻龄，这与
“姐姐”节目的初衷背道而驰。

节目的初衷是让观众通过观看姐姐们的
真实状态，从而在面临自己人生的任何阶段
时，都可以像“姐姐”们一样勇敢出发，以
自信、向上、拼搏的姿态追求自己的梦想并
实现自己的价值。但节目进行过程中，规则
意识的体现微乎其微，几乎把舞台变成“姐
姐”宣传自己的阵地，这也让很多观众逐渐
失去关注的兴致，节目口碑大跌。

“惹不起”？“了不起”！

适度的营销会产生巨大的回报福利。
对姐姐们自身而言是事业的重生，改变当
下娱乐圈“年轻饭”的模式，通过沉淀岁
月的魅力发挥“老艺术家”的作用。从节
目制作方来看，这是一种形式与内容上的
创新。此类节目充分满足观众需求，“女
性不服输、永葆美丽、独立自由”的思想
成为普通受众圈里的共识，观众们欣赏崇
拜着“姐姐”们，也通过她们找到自信，
重新定位自身的价值。

元璟资本副总裁陈默默曾表示：“这些
电视剧、综艺主要的受众就是女性，这些女
性因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当前本身就处于
‘姐姐力’比较爆发的阶段，她们的需求不
是悦人，而是悦己，因此内容制作方一定会
根据受众的需求和痛点策划内容”。

与此同时，“姐姐经济”已然崛起，催
生出一种悦己式消费追求。30岁+、40岁+的女
性群体已经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她们有足
够的实力来支撑起自己的消费需求。艾媒咨
询数据曾大胆预测，2020年中国“她经济”市
场规模达到4 . 8万亿元。这体现出女性经济
实力和精神自由的不断提升，未来女性群体
的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的重磅组成部分。

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意在于总结自己过往不同阶段的
状态。

当时间的车轮滚到今天，“三十而立”
被不断消费，30岁也成为了很多当代都市女
性的焦虑之年。女儿、母亲、打工人的多重
身份使得30岁左右的女性面临各种压力。社
会对女性的要求逐渐提高，一方面要成为具
有社会贡献的独立工作者，一方面要相夫教
子，力求实现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平衡。因
此，自立自强成为新时代女性的精神之根。
综艺节目也抓住当今女性的这个共通性，不
断进行符合受众需求的制作。但源源不断的
“年龄”消费成为了过度营销，在宣扬独立
自主的女性价值观的同时，也是在向女性施
加潜在的压力，让她们感受到对“三十而
立”的无力抗拒。

《乘风破浪的姐姐》以年龄为营销点，
着重渲染成熟女性的色彩，将她们的人生
观、价值观输送给观众，表面上是高举独立
自主女性的旗帜，但也不乏营销后的一种过
度包装。如何在节目中卸掉对“姐姐”们的
盲目崇拜滤镜，形成真正的女性独立，让
“姐姐”们从“惹不起”的个性姐姐，升级
为“了不起”的独立姐姐，或许是节目进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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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综艺节目《怦然再心动》的“姐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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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峰 报道
本报宁阳讯 宁阳籍作家愚石的长篇小说合

集“乡望三题”，由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文艺
出版社推出，近日结集出版。“乡望三题”收录
了《乡志》《人子，人》和《天虫》，这三部长
篇小说先后被列为中国作协、山东省作协的年度
重点扶持和定点深入生活作品，出版后先后获山
东省精品工程奖、山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部优
秀鲁版图书、“中国梦”长篇小说一等奖等。

愚石原名石玉奎，现为宁阳县文化和旅旅局
局长、中国作协会员。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之初，
即构思规划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即乡志、
县事、家言，并据此将工作、生活和创作实践有
机结合，力争写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传承
的现实主义作品。从《乡志》开始创作的2008年算
起，至文集最后出版，已悄悄经过12年光阴的沉淀
与砥磨。正如愚石自己感慨的那样：桑梓写疏
篱，回首已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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