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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昱

  在鲁迅先生著名短篇小说《社戏》
发表100周年之际，绍兴市越城区拟对
安桥头村“鲁迅外婆家”进行文旅开
发，还计划将鲁迅舅舅家所在地——— 皇
甫庄村，纳入水上旅游专项规划，研究
水上旅游线路落地可行性，将外婆和舅
舅家串联起来。
　　对此，有网友质疑，在打造文化旅
游时搞“裙带关系”，之后会不会涌现
出“老姥姥家”“大姑家”等项目，加
剧当地景区同质化内耗？在多地借着保
护旗号开发名人周边的当下，这样的质
疑声有其合理性。
　　毕竟，开发名人文化旅游项目背
后，是一笔复杂文化资源的博弈。对那
些自然景观不突出的地区，打造名人故
里式的文旅项目成了发展地方经济的香

饽饽，既绿色环保，又有文化格调，还
容易提高知名度、出政绩。
　　尤其是一些地方靠着“名人经
济”屡屡收割红利，让别处更加眼
红，急于抄作业。事实上，在现实中
“名人经济”是一笔复杂且风险高的
账目，亏损失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有的地方盲目消费名人，缺乏严谨专
业的研究，致使肆意修建山寨庭院和
仿古建筑，到处是雷同的名人街、名
人桥、名人酒店。
　　还有一些地方将虚拟名人抬出来，
如孙悟空、武大郎等。这类人物本身有
着一定的文化底蕴，可多地偏偏在缺乏
严格历史考证的情况下，穿凿附会，盲
目下历史论断，以致伪历史和假文化四
处流传。有的地方还请学者抱着预设四
处寻找“证据”，在这儿修个假模假式
的遗址，在那儿捏一点民间传说、出本

故事汇编，大多都是漏洞百出，旅游体
验感很差，游客们并不乐意买单。
　　耗资巨大的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不
买账，致使门庭冷落；规划宏伟的故里
项目，如同资金黑洞，致使各路投资中
途夭折，像“梁祝故里”景区和“孙大
圣故里”这样的教训发人深省。人们担
心该项目如同荆州关公像、贵州水司楼
等反复拆建的烂尾项目，空有文化旅游
之名，却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最终人财两空。
　　事实上，名人文化产业需要“小火
慢炖”。在尊重历史及人文内涵的前提
下，开发名人古迹及周边，不仅有纪
念、教育意义，还可以将名人身上折射
的特有的精神文化元素浸入城市肌理，
成为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别人学
不来、夺不走。就像在莫扎特的故乡萨
尔茨堡，到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

筑，音乐家的符号遍布城市的各个角
落。不仅如此，萨尔茨堡还开发了一系
列关联性文化产业，将“音乐”元素做
到了极致：一年之内的音乐节和文化节
多达上千场，《音乐之声》等多部电影
在当地热门旅游点取景。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莫扎特背后的文化
气息。
　　名人文化资源的转化，需要社会各
界遵循文化规律、共同合作。好在此次
“鲁迅姥姥家”的开发，没有捕风捉影
的附会与硬造。安桥头村村域面积1.43
平方公里，是典型的浙东平原水乡农
村。鲁迅外婆家故居系清代建筑，三间
两进，坐南朝北。童年时期，鲁迅曾在
外婆家钓虾、摇船、看社戏等。而且当
地有着丰富的名人文旅开发经验，愿其
能够打造一处自然与人文融合、让人去
了还想再去的“姥姥家”。

  □ 李梦馨

  最近，电视剧《卿卿日常》热度颇
高，一经开播就抢占了多个数据榜单的
榜首，成为爱奇艺史上热度最快破万的
剧集。乍一看，这部古装剧面目清新，
被不少观众形容为“电子榨菜”。但随
着剧情展开，争议越来越多。女性互助
的华丽外衣，细看爬满了虱子。
  《卿卿日常》中虽然男性角色还是
妻妾成群，但妻妾之间却是一派和气，
几乎不存在以往“宫斗剧”“宅斗剧”
中女性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雌竞”
桥段。分享观剧体验时，观众往往用舒
服、轻松、愉快等字样来形容。正如这
部剧的轻喜剧定位一样，情节编排是顺
着观众的性子来的，反派偶尔作恶但无
伤大雅，主角团斗智斗勇总能反败为
胜，再时不时穿插些密集笑点，力图把
观众逗乐。

  如果再具体一点，这里的观众主要
指向“女性观众”。眼下，女性题材扎
堆屏幕，凸显女性的独立意识、塑造女
性互助的美好关系已经成为创作者有意
识的选择，这既是一种观念觉醒，某种
程度上也是出于市场理性。毕竟，迎合
女性消费群体，投其所好，即便不能直
接地转化为高收视率、高播放量，也能
跻身“她剧集”，赚得好名声。
  但事实上，所谓女性独立、女性友
好、女性互助，落到具体的剧集中，基
本都沦为了幌子和口号。在《卿卿日
常》中，类似的桥段俯拾皆是：新川所
推崇的相夫教子的“女德”被女性角色
们嘲讽；A4腰、过午不食、二十一天减
肥法，也成了女性角色口中被舍弃的东
西……编剧想要塞进去的内容很多，野
心似乎不小，然而成效却实在可怜。
  的确，女性观众爱听什么话，网
络上有大把大把现成的素材。但编剧

的处理却简单得让人瞠目，观点并非
融入剧情，而是经由角色之口和盘托
出。对女性力量的理解和表达，停留
在单纯地喊喊口号上，也让这些桥段
的出现，显得过分刻意和割裂，像是
一群现代人穿上古装，说着一口时髦
话，不伦不类。
  吊诡的是，在与原著的对比下，这
种投机取巧显得更为轻飘飘。《卿卿日
常》改编自多木木多的网络小说《清穿
日常》，原著讲的是一个偶然穿越到清
代的女子，如何在时代的驯化下，现代
意识被磨灭殆尽，与封建制度同化的故
事。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原著的悲剧
感、沉重感挥之不见，编剧妄图用轻喜
剧的色彩涂抹中和掉在时代和制度下难
以被磨灭的悲怆底色，用几句互联网标
语彰显自己在女性书写上的努力。相形
之下，这样的努力实在没有说服力，也
显得想象力匮乏，思想力狭隘和空洞。

很难想象，这种美其名曰女性友好的片
段，除了充当剧方营销时挂出来的羊
头，作为一种短效的兴奋剂暂时麻醉一
下神经，还能对女性书写和表达有什么
作用。
  不过，也有一种声音这样反驳，称
《卿卿日常》只是一部轻喜剧，当“电
子榨菜”看看就好，不必较真。榨菜是
佐粥小菜，不能当主食，不必用正餐的
标准去要求它。这个理由实在也站不住
脚。若是真甘于做“电子榨菜”，为何
会在剧集中塞入如此多的价值观，试图
标榜女性群像剧为自己引流。可见，创
作者有此用心，真相却是无力呈现。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部剧集都承载多
么深刻的内容，但也不能轻视文化产品
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创作者始终人云
亦云，浮于表面，女性题材得不到有力
书写，那么过于泛滥的重复表述绝非一
种正向力量，反而可能是一种消耗。

  □ 泉子

  日前，由芒果TV制作的大型综艺
真人秀《披荆斩棘》第二季完播。收官
之战，苏有朋、陈小春等17人最终成
团，在网络平台引起不小的热度。但很
多观众和粉丝直言，本年度的《披荆斩
棘》有些拉胯。截至目前，其在豆瓣上
只获得了6.9分。与第一季相比较，观众
普遍感觉节目唱将少、氛围差，还缺少
真诚和纯粹。
  节目中类似“圆梦”的“情怀
杀”，一贯被制作单位青睐并放大渲
染。其中，“张智霖深情告白袁咏仪
并为之戴上亲手折成的纸戒指”这一
片段播出后，起初收到了不错的反
馈，也带动了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
搜。可时间不长，部分理性的观众的
记忆被唤醒，发觉“婚礼这一幕似曾

相识”。原来，这已经不是这对明星
夫妇第一次在节目中举办婚礼了。2015
年，两人就曾在综艺节目《一路上有
你》中说过没办过婚礼、没拍过结婚
照。随后在节目取景地首尔，张智霖
来了一次格外唯美的求婚，当时感动
了无数观众。此后他们还在老挝举办
了一场当地风俗的婚礼，依旧是一副
感动甜蜜的模样。而看完这期节目
后，“重拾回忆”的网友们顿感上
当，开始调侃节目组和这对明星夫
妇，“热度不行，婚礼来凑，复制粘
贴绝对够”“做真人秀，一定要带的
三件套，戒指、婚纱和眼泪”。
  为何这次观众普遍不买账了呢？一
方面，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婚姻是神圣
的，是不可儿戏的。这样庄重、圣洁的
大事，在综艺节目中反复上演，一次或
是感动，两次三次会导致观众审美疲

劳。另一方面，节目组和明星本人策划
的这场婚礼并非在爱情综艺中举行，而
是在一场比赛竞演中亮相，刻意营销、
恶意炒作的痕迹太过明显。被迫“串
戏”的观众，也产生了观感上的强烈不
适。这甚至还反噬了节目本身，令众多
沉浸在紧张激烈比拼中的观众，开始质
疑比赛机制的不合理性。毕竟，婚纱礼
服的冲击力，放到哪个表演中都是“王
炸”的效果，凭借这场“秀”，张智霖
在观众喜爱度投票中排名第一。这也从
另一个角度说明，此种竞演已经变了味
儿。节目组只重视觉冲击，一味造噱
头，原本最需要呈现的“竞赛”样态已
经被改得凌乱又花哨，节目质量浮夸而
浅薄。
  表达情怀本没有错。硬凹造型就
有些尴尬了。凡事过犹不及，一旦过
度，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一直以来，

“情怀杀”“煽情梗”几乎成了不少
竞演类综艺节目的“必杀技”。早年
的《星光大道》，后来的《中国好声
音》，甚至是《笑傲江湖》《欢乐喜
剧人》，都在节目后半程卖惨，以此
制造话题，赢得更广泛的关注。这其
实是本末倒置了。
  竞演类的节目中，绝非靠情怀就能
包打天下。比拼实力见真章，才能让节
目制作有水准、有品质。需要警惕的
是，怀揣追逐流量、点击率、收视率的
执念，可能会把真人秀的“真”搞丢
了。制作方、演出者费尽心思地找爆
点、造剧本、立人设，无休止地消耗自
身所谓的“故事”，强行进行情感消
费，最终只会把路人缘彻底败光。与其
如此，倒不如摒弃虚假的、浮夸的内
容，用真诚和才华打动观众，让综艺回
归美好的初衷。

  □ 朱子钰 李梦馨

  近日，知名教授储殷一句对董宇辉
的点评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件起因，储殷在社交媒体发文分
析新东方的董宇辉为什么能超越网红疯
狂小杨哥。他表示，“‘阳春白雪’的
董宇辉其实也就是90年代读者文摘的水
位，仅仅这个水位就让很多人哭了……
在一个野蛮成性的互联网时代里，文艺
青年的标准实际上大踏步后退了。”
  此番言论一出，立刻引起了董宇辉
粉丝的不满，他们认为储殷在贬低、侮

辱董宇辉，蹭其热度，“吃相难看”
“一股子酸溜溜醋味”“没有底线”。
因此，有粉丝冲进了储殷的直播间，为
董宇辉鸣不平，一时间，许多网友也加
入讨论支持董宇辉。
  仔细分析便能发现，董宇辉粉丝有
两个明显的误区。
  其一，储殷从学术的角度，说董宇
辉是读者文摘水平，粉丝们认为董宇辉
被低估进而对储殷展开攻击。那粉丝认
为董宇辉应该是什么水平呢？总不至于
一定要说他是最高水平才善罢甘休吧？
其实董宇辉的优势，就是知识与销售结

合得比较出色，但不能因为销售得好，
就非要推论出他的学问也是顶尖水平，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举个例子，两个汽
车经销商，一个专卖宝马，一个专卖桑
塔纳，但前者却有可能因为市场销售不
好，自己只能开着桑塔纳，而后者因为
顾客众多，产品大卖，自己的座驾却是
宝马。这时，我们就要分辨清楚，宝马
是好车，但却没法否认销售乏力的窘
境，同样，卖桑塔纳的也不能因为他卖
得好就说桑塔纳多么高档。储殷与董宇
辉两者的不同，就与此相类。现在粉丝
的做法，其实就是要把“桑塔纳”

封神。
  其二，粉丝攻击储殷，是因为觉得
他的发难是“心里酸溜溜”。有没有这
个可能呢？无从判断。不管他有没有这
个用心，其实都不重要，我们只需看他
说的话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道理。因
为不管出发点如何，只要发言符合实
际，那就有助于人们了解、思考，就有
助于促进社会的合理和进步。如果要以
动机来论，那什么话都可能找出不可告
人的动机，也就等于任何不同的意见，
都只能烂在肚子里了，因为一旦提出，
就会遭到质疑。

电子榨菜不是托词

名人文化产业得“小火慢炖”

“煽情梗”不能包打天下

董宇辉粉丝的两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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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攀岩队勇夺一金一银

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在2022 中国攀岩联赛总

决赛速度赛上，山东攀岩队勇夺一金一银，取得山
东攀岩项目在全国联赛上金牌零的突破！我省张丁
锋在男子速度项目上战胜了世界杯冠军龙金宝夺得
冠军。在女子速度项目上，山东4名女选手全部闯
进 16 强，最终刘爽爽夺得亚军，在比赛中取得
7 . 52 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作为新上奥运会项目的主
管单位山东省体育中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筹建
山东攀岩队，开创了我省攀岩运动新局面，竞技水
平名列全国前列。

2022 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山东健儿获3金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李洁 单传振 报道
本报讯 11 月 25 日，我省运动员在湖北黄石

举行的2022 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上勇夺3金。本
次冠军赛共设 19 个级别，全国有 330 名运动员参
加。山东 34 名运动员参赛， 17 人获得奖牌。其
中，男子75公斤级刘晓琨、 80 公斤级高明杰、 100
公斤以上级别唐怀安获得冠军，且山东包揽了100
公斤以上级别金银铜牌，另有12人获得第五名。

青少年英式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

山东勇夺三冠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郭伟 赵斐 报道
本报讯 日前，2022 年全国青少年U 系列英

式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宿迁市奥体中心举行，我
省参赛队伍成为本次赛会最大赢家。其中，山东
男、女队包揽了分量最重的男女子体校组冠军；我
省华侨中学取得了男子学校俱乐部组冠军。

山东泰山U13队、U15 队

一日双夺冠

□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11 月 26 日，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幸运日：在中超联赛第27 轮争夺中，山东泰山队
在主场大胜武汉长江队，上升到了积分榜榜首。与
此同时，在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U13 组、
U15 组总决赛的比赛中，山东泰山U13 队和山东泰
山U15队双双获得各自组别的冠军。

中国网球巡回赛安宁站

山东小将夺两金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郭伟 牟晓峰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网球巡回赛CTA1000

安宁站上，我省小将李泽楷夺得男单冠军。在25
日结束的中巡赛安宁站男双比赛中，李泽楷搭档同
样来自山东的金雨全夺得男双冠军，这也是两人的
中巡赛首冠。

2022 年全国青少年五子棋锦标赛

我省选手折桂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史文平 吴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我省青少年队员李锦尚在2022

年全国青少年五子棋锦标赛上获得少年女子组冠
军，成为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另外我省队员焦政
瑞获得青年男子组第三名。

山东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工作

□记者 于晓波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王强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体育公园建设工作现场

会在滨州召开，会议要求高效推进建设工作，确保
如期完成任务。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省体
育公园的建设指导目标是 74 个，已经分解到各
市。下一步，省发改委和省体育局将根据国家全民
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统计数据，随机抽查，在确保完
成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实现保质保量、符合标准。

2022 日照半程马拉松举行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宫尚文 高源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港口日照港·2022 日照半

程马拉松鸣枪开跑。最终男子组选手杨华获得冠
军。女子组的冠军由卢亚晶获得。

省街舞协会成立霹雳舞委员会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姜振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街舞协会霹雳舞委员会

成立仪式在济南举行。山东省街舞协会霹雳舞委员
会的成立标志着山东霹雳舞项目发展将迈上新
台阶。

泰安体彩表彰

“十年奋斗之星”获奖站点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刘征子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泰安体彩隆重举行“十年奋斗

之星”荣誉表彰仪式，向投身体彩公益事业的60
名一线销售人员颁发纪念奖杯，表彰他们为国家筹
集公益金作出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