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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可新 高雨

  近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称：人
艺） 70 周年院庆的一系列线上活动颇受瞩
目。自6月5 日起，《阮玲玉》《鸟人》《海
鸥》三部剧本的直播朗读，《雷雨》《蔡文
姬》《白鹿原》《哗变》《窝头会馆》等保
留剧目的轮番放送，将不少网友牢牢“钉”
在了人艺的直播间。 6 月 12 日，一场长达9小
时的特别直播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70 周年
院庆版《茶馆》在抖音、微信等平台8K 现场
直播，当日全网平台收看人次高达5000 万，
丰富的线上活动为“云观众”带来了极致的
艺术享受。
  这已经不是人艺第一次探索“云剧场”这
一形式了。 2020 年，疫情之下剧院演出困难
重重，首都剧场的大幕在云端拉开，首次尝试
用实时同步直播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当时的实
时观看人次达 500 万，试水“云剧场”第一
步，颇有成效。其后，人艺多番尝试线上展演
的新形式。如果说之前的“云剧场”只是小众
文化圈的狂欢，那今年的院庆活动可真真正正
地“出圈”了，传播范围不可谓不广，千万网
友数着节目单、蹲守在直播间，“坐”在可容

纳千万人的剧场欣赏《雷雨》的曲折离奇、惊
心动魄。而线上直播免费观看的模式，无形中
降低了看剧的门槛，观众和话剧可谓双向奔
赴。院庆线上直播活动精彩纷呈，不少网友因
为好奇等原因点开了直播间，却在里面看了几
个小时，“有机会一定到现场看看话剧，我相
信一定比线上更为震撼”，一位观众感叹。
  其实，“云剧场”的形式在国内外的剧院
皆有应用。戏剧文化盛行的英国，早早尝试通
过直播等方式传播戏剧，2009 年，英国国家
剧院开始推行“国家剧院现场”项目，以期通
过高清直播和转播的方式，让更多剧场外的人
群享受到精彩的艺术表演。如今，“国家剧院
现场”已经覆盖 60 多个国家的 2500 多个场
馆，《哈姆雷特》随之到达了更多地域，戏剧
这一艺术形式第一次面向如此广阔的人群。

  4K、 8K、VR、AR 等技术为戏剧、话
剧的更广传播带来便利，但好的演技、好的作
品才是长久留存的根本。一方舞台折叠时空，
三个时代的故事缓缓铺陈，小小一方茶馆见证
旧时代的残忍无常、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的风云
变幻，话剧《茶馆》的现实意义与艺术魅力使
其在时间长河中熠熠生辉。自1958 年3月29 日
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以来，《茶馆》先后有过
两批演员，最早的演员阵容包括于是之、蓝天
野、童超、郑榕、胡宗温、英若诚等一批老艺
术家，1992 年，第一版《茶馆》告别舞台，
直到1999 年，《茶馆》复排，“茶馆二代”
登台，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何冰等人挑
起大梁，这部经典剧目才得以重新呈现给大
众。 6 月12日当晚，人艺罕见地集合到1999 年
第二代《茶馆》全阵容，老观众表示“爷青

回”，但也有人不买账——— 头套没戴好、妆容
夸张、表演痕迹太过等，话剧表演的容错率本
就极低，8K 高清能将演员的微妙神态传达给
观众、多重机位的组合能捕捉到每个人物的细
小动作，这也给导演、演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时间打磨经典，却带走经典作品中的故
人。就在院庆活动前夕，人艺舞台的风云人
物、黄金一代的最后遗存蓝天野先生与世长
辞。他是第一版《茶馆》中的秦仲义，为演好
这一角色，他深入北京胡同，观察老北京人的
坐卧行止，对表演的不懈追求使他刻画了秦仲
义、姜子牙等经典形象。院庆活动结束后一
周，人艺的老院长任鸣猝然离世。在世期间，
他创作了九十多部戏剧作品，执导《北京大
爷》《玩家》等多部广受好评的话剧，“舞台
存知己，人艺有知音”，他在人艺建院70 周
年学术论坛上将这句话留给观众。三代人艺演
员，正是怀着“戏比天大”的信念，深耕表
演，才能为人艺赢得“人民的剧院 艺术的殿
堂”这一称号。
  时间倒退70 年，1952 年的一个晚上，北
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56 号院内，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正式宣告成立，从此掀开了人艺话剧艺
术之旅的序幕。一部部经典作品，一个个鲜活
人物，于方寸之间，显现众生相与时代相。而
今，创始一代相继离世，新生一代崭露头角，
话剧艺术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送别、一次次的相
遇背后不断传承、创新、发扬，焕发出经久不
衰的生命力。

《少有人走的路》

问鼎心理学热门图书榜

  日前，据豆瓣读书统计，美国心理治疗大师
M·斯科特·派克的成名作《少有人走的路》登心
理学热门图书榜榜首。《少有人走的路》是派克根
据自身从医经验创作而成，朴素的文字通过读者口
口相传走红，时至今日，该书已被翻译成23 种语
言，风靡全球，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常
青树。翻开此书，读者会自然地感受到派克自笔端
传递的包容和理解，他用温和平缓的叙述方式引导
读者勇敢正视自己的内心，承认其中的阴暗和脆
弱，同时叙述了灵活有效的心理调节方式，读者通
过自我疏导达到自我认知的新高度。“这是一本极
具诚意的书”，不少读者评价道，“派克一语道出
了我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我常常看几页就会停
下来深入思考一下。”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艾里希·
弗洛姆的代表作《爱的艺术》。弗洛姆是饱学之
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爱的艺术》流
畅文字下兼具睿智思辨，影响了数代人。戴维·迈
尔斯的《社会心理学》居榜单第三位。

《三好晚报》

居热播榜榜首
  据网易云音乐实时数据，脱口秀节目《三好晚
报》以超十万的收藏量居热播榜榜首。《三好晚
报》由“三好坏男孩”倾情打造，节目“官方语
言”是北京话，相当具有亲和力。团队中诸位主播
风格不一，各有特色。主播大肠是团队的灵魂人
物，掌控节目的主题定调，拥有深度的思维能力，
擅长在平凡的日常中爬梳多元价值取向，充分挖掘
庞杂人性的面向。超凡的语言处理能力，使其得以
将复杂的事件以幽默、调侃的语调缓缓道出，让人
不知不觉沉浸其间。此外，主播小明、高玄、老
何、小佛都具有极高的人气。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主播相征的节目《大内密
谈》。《大内密谈》自诩为“一个努力脱离低级趣
味的电台”，言下之意即他们的节目有趣生动而不
乏深度。节目至今已有近千集，内容涵盖面非常广
泛，主要就年轻人关注的时尚新鲜话题展开，观点
鲜活犀利，收获大批拥趸。
  脱口秀《日谈公园》居榜单第三位。与前面的
两档节目不同，《日谈公园》节目内容多为时尚生
活分享，趣味十足。

《漂流教室》

居香港地区热歌榜榜首
  日前，据QQ 音乐实时数据显示，《漂流教
室》实现反超，跃居最近一周香港地区热歌榜榜
首。《漂流教室》收录于古巨基 2004 年的专辑
《大雄》中，相较于《好想好想》《爱得太迟》
《必杀技》《情歌王》等“古氏情歌”，《漂流教
室》较为冷门。别出心裁的旋律设计、细腻动人的
歌词使其再度翻红。此次上榜的版本由古巨基与港
乐新人吕爵安合作演绎。吕爵安于2018 年选秀出
道，是男子偶像组合Mirror 的成员，在香港新生代
歌手中颇受瞩目。两人合作默契，吕爵安清透声线
的加入为此曲注入更为丰富的层次，大批歌迷留
言，惊呼自己差点错过了宝藏金曲。
  陈奕迅《BABY SONG 》（国语版）居榜单
第二位。《BABY SONG 》是陈奕迅送给爱女的
礼物，曲风纯净，歌词简单，温馨而深情，该曲一
经发布就获得极高的关注。李玟的《乐园Won-
der 》居榜单第三位。

《意外的旅程》

登综艺口碑榜榜首
  据豆瓣电影数据统计，韩国真人秀综艺《意外
的旅程》以 9 . 6 的超高分稳居综艺口碑榜榜首。
《意外的旅程》以美国洛杉矶为拍摄背景，主要成
员为罗暎锡、尹汝贞和李瑞镇。罗暎锡为韩国著名
综艺节目制作人，一手打造了《两天一夜》《新婚
日记》《花样爷爷》等高人气综艺，一举夺得韩国
影视界大奖“百想艺术大赏”中的“电视部门大
奖”。演员尹汝贞于20 世纪60 年代出道，因饰演
《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慧英”一角为中国观
众熟知，被粉丝们称为“可爱又幽默的老太太”，
在节目中与李瑞镇的互动温馨搞笑，治愈力拉满。
尹汝贞好友“静子阿姨”的出现也为节目增色不
少，静子与尹汝贞相识数十年，是彼此的灵魂知
己，两人的对谈妥帖而深刻。《意外的旅程》为
罗、尹、李三人继《尹食堂》之后的再度合作，相
较于《尹食堂》，此次综艺心灵层面的思考分享内
容明显增加，节奏更为舒缓，尤其适合独自观看。
  榜单第二位是罗暎锡打造的又一档真人秀《拉
面豆》。《卡戴珊家族》居榜单第三位。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整理）

话剧要传承也要传播

《茶馆》剧照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陈晶晶

  乡村短视频兴起，是当前网络上引人注
目的现象：李子柒、张同学、蜀中桃子姐、
康仔农人……一批记录乡村生活的博主相继
走红。在这些视频中，乡土生活的质朴、绿
水青山的风光、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让乡
村的美展露无遗，闲适、自在、慢节奏的乡
村生活，令人向往不已。
  有观点认为，短视频是“眼球经济”的
产物，一些短视频凭借刻意搭建的建筑、成
熟的制作方法，以一种纯粹想象的方式对乡
村生活进行过度美化。但这种包装后的乡村
短视频为何能不断拨动人的心弦、具有直抵
人心的感染力呢？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发掘中国文化最朴素的形式

  2020 年1月16日，“80后”福建小伙儿
彭传明在抖音上传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短视
频。朴素的穿着，老旧的土屋，因长期劳作
而通红肿胀的双手，右手的大拇指上还包裹
着有些发灰的创可贴，视频中的他不苟言
笑，潜心打磨手中的竹条——— 他希望能够将
这根竹条变成一个马克杯。
  在后来的视频中彭传明不仅仅止步于用
双手制作出常见的家庭用具，他用八分钟的
视频来呈现自己历时两年的古法制墨过程，
在十分钟的视频中复原了周期八个月的福建
古法竹子造纸术。从制作笔墨纸砚，到酿酒
煮茶，他用自己的努力践行着东方非遗传
承，用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华历史文化
名片，述尽乡土之美。
  两年零六个月后的今天，彭传明已经是
全网近千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而他仍一如
从前那个安静的小伙儿，不打广告，不做直
播，一门心思只在呈现福建乡村图景，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
更多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
  以彭传明为代表，学成之后回归农村从
事农业生产的年轻人，现在有个有趣的称
谓：新农人。彭传明、李子柒、张同学的作
品，呈现的内容千姿百态，体现出两种不同

的审美风格。
  “李子柒”一类的博主是古典主义唯美
风格，这类视频往往通过专业的器材、精良
的制作、艺术化的重构营造出充满诗意的唯
美效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
子柒在田间辛勤劳作、采摘果实、打扫屋
舍……每一帧都是一幅富有中国传统审美意
境的田园世界，充满视觉冲击力，激活了人
们脑海中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
  彭传明、张同学则是典型的“朴素现实
主义风格”。特别是彭传明的视频，没有太
多的拍摄技巧，就地取材，呈现出的是乡村
社会真实面貌。虽然，只是对自己的日常乡
村生活进行记录，但彭传明通过古法复刻笔
墨纸砚、用牛骨棒做口红、用猪胰腺做肥
皂，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乡村民众所拥有的独
特审美创造才华。
  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共同价值，在于
提供了一个了解农村、展示农村的窗口，
即使有所包装和美化，但依然发掘出了至
今还保留在乡村社会山水林间和日常生活
中的中国文化最朴素、最传统的形式，所
以有评价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
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
的缩影。”

乡村短视频为何能打败农村剧？

  电影、电视剧曾是乡村媒介影响与话语
的重要解读文本。不过，近几年农村题材影
视作品逐渐走到了文艺创作的边缘位置。即
使农村有着丰富的资源，但佳作凤毛麟角、
文化影响力减弱，农村剧的式微，让创作者
不再有动力去试水农村题材作品，相关领域
出现了不温不火的尴尬局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凭着独特审美
风格的乡村短视频一跃成为记录和书写农村
社会转型和农民心灵嬗变的重要媒介。为什
么同样是用影像记录，体现乡村之美的视频
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如此高的热度？不
少网友表示，和农村剧相比，没什么典型故
事情节的乡村短视频更好看，令人“上
头”，刷到停不下来。
  “乡村短视频以‘小叙事’的手法进一
步强调了小村民的小生活，个体的所见所
遇、所感所想走上舞台，通过及时性的、非
线性的、随意性的呈现方式，展示对乡村生
活的特殊体验。由于短视频的制作门槛低，

艺术要求不高，短视频也成为当下乡村较为
真实的表达，这就使它比诸多脱离实际的农
村剧更能打动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刘娜认为。
  另一方面，在社会舆论之中，“农村
人”长期成为“愚昧无知”“落后守旧”等
贬损之语的代名词。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
发展，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个体都被迫卷入
到加速世界之中，“ 007 ”“ 996 ”“内
卷”等新名词的产生，正是愈演愈烈的现代
性焦虑在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新变体。为了
对抗这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性焦虑，来自神秘
东方的传统乡村世界成为人们的情感依托，
城市人越来越向往更加恬静美好的乡村
生活。
  2008 年大火的“开心农场”开启了全民
偷菜的热潮，“认养一头牛”与“蚂蚁森
林”的爆红正是“久在樊笼里”的城市人
“复得返自然”的情感投射。短视频平台
的横空出世又恰好满足了“懒癌”患者的
娱乐心理，只需一台手机、划划手指，就
能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多姿多彩，李子柒、
蜀中桃子姐、彭传明等一批乡村视频博主
的生活呈现恰好满足了旅居城市的“ 60
后”“70 后”“80 后”网络用户的怀旧心
理，其视频中所蕴含的乡味与野趣，唤醒
了中年网络用户的童年记忆，激发“留住
乡愁”的审美，舒缓了他们的现代性焦
虑 ， 成 了 现 代 社 会 给 予 他 们 的 精 神 补
偿——— 这也是新农人胜出农村剧专业创作
者的优势所在。

乡村美学变现为实打实的效益

  “目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
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新的城乡差别已基本
形成。不过，这个差别是反过来的，近90%
的乡村人不愿意离开乡村，而50%多的城市
人希望住到乡村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杨守森表示，乡村，不只是人类的过
去，亦将是人类的未来。利用短视频这一媒
介，将乡村美学的理念传递，从头部美食博
主，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文化传承者，新
农人利用“视频出海”实现了这一转变。由
此，乡村美学变现为实打实的效益。
  最初，李子柒掀起了一股田园牧歌式、
东方写真审美的短视频热潮，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新农人加入其中。蜀中桃子姐在视频中

展现了乡村生活的人间烟火气、一股质朴的
美，爆火之后利用直播的方式为家乡农产品
带货，让四川美食销往全国各地。瑶山妹子
香古返乡创业，其抖音账号“远山的阿妹
（瑶浴传承人）”坐拥千万余粉丝，创立了
“香古瑶”品牌带领瑶乡群众增收致富。一
批批新鲜血液的注入和青年才俊的到来，使
得中国传统农业再次迎来了发展之春。
  要想真正促成乡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中
华传统文化的传播，除了优质的作品，还离
不开平台的支持与鼓励。自2020 年起，抖
音宣布推出“新农人计划”，计划投入 12
亿流量资源来扶持三农内容创作，从流量扶
持、运营培训、变现指导等方面全方位扶持
“三农”内容创作。 2021 年6月抖音公布的
首份三农数据报告显示，“三农”创作者中
54%为返乡创业青年，主要以城市白领、农
民工、大学生等几类人群为主，农村视频总
获赞量129 亿，创作者收入同比增长15倍，
欣欣向荣的短视频平台正逐步成为促进乡村
发展的“新农具”。
  而在上述报告中，山东的嘉祥县、寿
光市、郓城县上榜“抖音三农创作者最多
的十个县”，其中以黄牛养殖和农业器械
生产闻名的嘉祥县位列榜单第一。这仅呈
现出山东新农人风采的冰山一角。电商人
于海返乡成立威海万颗籽农业专业合作
社，带动父老乡亲们发展特色红薯种植；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薛丽娜携手丈夫返
乡成立泰安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近
年来，山东多地党政领导直抵市场一线，
助农直播，从大棚到果园，再到蔬菜基
地，没有绚烂的广告语和背景板，但最后
主播红了，农货火了，能被看见的全是实
打实的收益与成效。
  前不久，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济宁
召开，以孔府印阁、章丘铁锅、平度草
编、曹县汉服、临沭柳编、淄博陶瓷、泰
山玉器为代表的山东手造，以济南平阴温
泉康养旅游度假综合体、济宁嘉祥吉祥生
态康养文旅综合体、潍坊安丘正大现代农
业生态旅游景区等为代表的乡村精品文旅
项目，无不彰显悠久传承的生活美学与乡
村美学。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发展致使中国
传统乡村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
解，那么代代接续的新农人重新建构的一
幅新乡村图景，不失为乡村资源变现的新
路径。

乡村短视频，靠什么拨人心弦？

  李子柒、张同学、蜀中桃子姐等一批记录乡村生活的博主相继走红。有观点认为，这些短视频凭借刻

意搭建的建筑、成熟的制作方法，以一种纯粹想象的方式对乡村生活进行过度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