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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泉子

  《五女拜寿》是越剧作品中的一
颗明珠。不久前，国家京剧院在梅兰
芳大剧院隆重推出了京剧版《五女拜
寿》，收获满堂彩。
  此次京剧版《五女拜寿》，可称
为年轻力量与传统经典的一次精彩碰
撞，该剧第一主角杨继康，由著名文
武老生田磊出演，而杨家的五个女儿
和女婿，则全部采用青年演员，新旧
搭配，“全梁上坝”的表演阵容，成功吸
引了各年龄层的京剧观众，著名导演杨
小青、剧作家张正贵的参与，则让该剧
在不失越剧特色的同时，融合了京剧的
表演风格。《五女拜寿》并非国家京剧
院第一次移植改编地方剧目，移植于

扬剧的《杨门女将》，移植于沪剧的
《红灯记》，都是京剧改编的代表之作，
在新时代，京剧也在与地方剧交流融合
的过程中，吸纳各流派之精华，以此唤
醒大众的“戏剧DNA”。
  这种改编并不简单。戏剧，作为
流传千年的经典艺术，各地差异化的
剧种都基于一方的风土文化，形成了
在唱腔、服装、人物特色上的特殊风
格。以戏曲《天仙配》为例，虽经过
无数版本改编，但最受老百姓欢迎
的，还是黄梅戏版本。有戏迷表示，
黄梅戏的唱腔婉转柔和，与《天仙
配》中书写的爱情故事最相配。杨小
青坦言，知道要执导京剧版《五女拜
寿》时，曾有所疑虑，后来才逐渐摸
清了思路：要在保持越剧原有生动鲜

活的舞台呈现的基础上，尊重京剧的
高度假定性、程式性。这意味着京剧
改编，不能先入为主，不顾一切摒弃
地方戏原有的精华，也不能违背京剧
基本的艺术规律和特色，在此基础
上，再以剧目为本，灵活进行元素的
融合。这其中任一环节的失衡，都有
可能让改编剧目走向“四不像”。
  如今，京剧戏迷中，对于新编
戏、地方改编戏的接受程度也不相
同。除国家大剧院外，各地剧团也未
停止对京剧改编的尝试，原因无二：
改编，为京剧创新发展提供了又一个
可能。除改编地方剧目外，京剧界也
开始尝试“跨界合作”，上海京剧院
排演的《王子复仇记》，就改编自莎
士比亚经典小说《哈姆雷特》，“生

存还是毁灭？”等精彩独白，经由京
剧唱腔演绎，让莎翁的魂与京剧的形
相遇，共同谱写了一个东方版莎士比
亚的故事。而与《王子复仇记》相
似，京剧版《悲惨世界》取材于雨果
的著名小说，用京剧的“生旦净末
丑”演绎小说中的人性善恶，东西方
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人性这一永恒命
题上找到了交会点。近年来，流行文
化元素也被搬上了京剧舞台，新编京
剧《荡寇志》用电吉他拨响梁山豪
情，将《睡莲》印上京剧戏服……当
然，结果如何，最终仍要交由市场检
验。在移植与改编的过程中，京剧创
作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宽，未来，这样
的尝试是否带来更多优秀的戏剧作
品，值得期待。

拓宽创作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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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臻儒

  就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
“冬季的草莓塔”伴随骤降的气温如期
而至。在各大社交平台，不乏网友晒出
亲朋好友买给自己的草莓塔，换取羡慕
声一片。有人说，冬天收到别人送的草
莓塔，尝一口便甜在了心里。
  草莓塔能够俘获广大年轻人的
心，并不意外。作为一种新式甜品，
草莓塔创造性地将草莓串在四根竹签
上，并在周围挤上奶油，立起来就成
了塔的形状。此时正逢草莓上市，又
遇上寒冷冬季中火热的圣诞和元旦，
草莓的红色与奶油的白色相映成趣，
搭配缎带等装饰物，给消费者带来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应景只是一方面，
草莓塔走红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创新。
草莓塔能够迅速与浪漫挂钩，主要在
于其样式“醒目”——— 大庭广众之

下，有人抱着一簇火红的草莓塔穿过
人群，向你走来，换作谁，都会心生
几分感动。以鲜花、化妆品套盒为代
表的节日热销商品中流传着不成文的
送礼规矩——— 礼物越大，心意越大。
草莓塔，正成为体面的冬季礼物。
  随 着 甜 品 店 蜂 拥 而 至 “ 蹭 热
点”，购买草莓塔的消费者也多了起
来，在清一色的炫耀式分享之间，逐
渐多了吐槽的声音；也有一些甜品店
在面对顾客高涨的购买热情时坚决表
示，不会考虑制作和出售草莓塔。原
因何在？
  一方面，实用性和卫生是最根本
的问题。竹签过长、过细导致草莓塔
的固定性较差，有网友分享了倒塌的
草莓塔，倾倒的奶油将地面、桌面糊
得惨不忍睹，也让其他人看到了光鲜
亮丽的草莓塔“中看不中用”的一
面。在分享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很多

店家售卖时不加外罩保护，大量的奶
油在空气中长时间停留，且相对于其
他甜品而言，草莓塔不可食用的装饰
物有过量之嫌，不免让人猜测其中是
否存在卫生规范问题。一些商家选择
放弃跟风，实属权衡之后的理智之
举，既能保持店铺美誉度，也不会因
为不必要的争端惹上麻烦。
  另一方面，成本和品质也让部分
潜在消费者望而却步。仔细计算商家
的成本和利润，目前市场上最顶级的
丹东草莓，一斤进价至多70 元，就算
加上配料、加工费、配送费， 128 、
158 元的售价仍有利可图，更何况，实
际情况中大部分店铺的用料以普通草
莓和植物奶油为主，实际成本或许不
到售价的1/3；在新闻报道中，不乏商
家使用尚未成熟的青色草莓以次充
好，为压缩成本竭尽所能。很多吹捧
者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草莓塔不过是

“智商税”的新品种。
  如此看来，草莓塔之甜，更多甜
在了商家心里。产品营销中，和爱情
挂钩是屡试不爽的方法；随着浪漫的
定义被不断扩大，亲情和友情也开始
成为华丽礼品的等价物。“让别人
送”成了这类营销最高频的词汇，商
家用甜言蜜语的营销满足消费者追求
仪式感、营造浪漫的心理。有需求就
有市场，就算没有草莓塔，在这样特
别又重要的时刻，花样翻新的商家也
势必奉献其他产品给急需表达情感的
消费者。
  草莓塔被消费者关注，商家借势
营销，无可非议，这样的创新既能成
就一桩桩美事，也不妨碍商家获得进
账。但选择参与热点的商家也该多花
心思提升商品质量，而不是未准备便
急于跟风，否则只会出力不讨好，败
坏了自己的名声。

草莓塔甜了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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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梦馨

  老话题倍速追剧最近又火了，起
因是“为什么《卿卿日常》不适合倍
速看”“《点燃我温暖你》舍不得倍
速”等热搜词条的出现。“某某剧不
适合倍速看”成了一种新的剧集营销
方式。早先，《人世间》的编剧在接
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观众用倍速
看《人世间》，那肯定是我写得不够
好”。观众是否倍速追剧，渐渐成为
衡量一部剧好坏的标准之一。
  侧面能看出，倍速这种看剧行为
该有多普及。 1 . 25 倍速、 1 . 5 倍速、 2
倍速甚至还不觉得快，如今的视频播
放平台已经进化到最快四倍速。倍速

追剧，往往被视为当代人过于浮躁、
没有耐心，但随着其成为一种越来越
常见的追剧方式，逐渐被默认其存在
的合理性。最近，人民网调查显示，
76% 的年轻人在看剧时会使用倍速功
能。一项关于倍速追剧原因的投票
中，10 万人中有7 万多人归结于电视
剧内容节奏太慢。
  的确，如今的电视剧动辄几十
集，注水严重，情节拖沓，制作粗
糙。即便开启倍速观看，也不会影响
追剧的效果，在情节能基本掌握的情
况下，花最少的时间看最多的剧。习
惯了倍速看剧的观众，接受信息的速
度也跟着提升，适应了1 . 25 倍速后，
渐渐提速到1 . 5 倍速和2倍速，也能跟

得上剧情发展。因此，倍速追剧有了
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即能比较快速地
筛选掉无用信息，提升效率。
  对于是否选择倍速追剧，观众存
在明显的取舍。对于那些一眨眼就可
能错失掉某些重要细节和伏笔的剧
集，观众当然舍不得倍速。比如被网
友盘出包浆的《甄嬛传》，不仅不会
倍速，还会“拿着放大镜看”，时不
时地拉回进度条，琢磨画面中隐藏着
那些此前未留意的细节、演员的眼神
表情变化、值得细细品味的台词，甚
至还有跟角色性格匹配的服化道等。
而对于信息含量明显不足、制作水准
也有欠缺的剧集，浮光掠影地看过，
不会有什么损失。疑问随之而来，既

然都要倍速观看了，为什么观众还要
容忍继续看下去。这其实是个无奈的
选择。毕竟，好剧的存量是有限的，
一遍遍地重复观看也不能成为常态，
想获得更多看剧机会，倍速追剧只能
成为观众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或许意识到观众存在这样的心
态，倍速追剧反而成为倒逼创作者反
省内容制作的一个机会。不少编剧都
在采访中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只要观
众不开倍速，我觉得就算成功了。从
内容供给侧开始自省并有意识地进行
调整和改变，提供更多不需要倍速的
好剧，倍速追剧的频次才会降低。

倍速追剧 关键不在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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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子钰

  眼下，《爱的二八定律》《风吹
半夏》《卿卿日常》等多部影视作品
热播。在微博上，与剧情有关的热搜
时常霸屏，动辄斩获上亿阅读量。
“李薇改口喊和夫人母亲”“李峋拼
命工作晕倒”“阳华没考到硕士的原
因”……粉丝在词条下赞美偶像演技，
输出剧评。另一边，“不明真相”的路人
被疑似新闻的词条吸引，点进去发现是
电视剧的宣传，颇有“上当”之感，但
侧面为词条贡献了浏览量。
  不知从何时起，微博热搜成了衡
量一部剧“爆不爆”的重要标准。一
部剧集收官后，制作方立刻会甩出一
张“数据战报”，统计上榜热搜话题
的个数和阅读量，很显然，这些密密
麻麻的数据彰显了该剧的实力与人

气。几百个热搜话题，几十亿的阅读
量，无疑是“爆剧”的标配。不管评
价如何，剧方乐见其成，在他们眼
中，这些都是热度的体现，能够为作
品增光添彩。
  源头的认知决定了剧集的营销方
式以及粉丝的行为准则，在剧集定
档、预热、开播的各个时段，微博热
搜“画风”突变，各式各样的热搜层
出不穷。一位影视公司宣传负责人透
露，其公司新剧播出期间，基本每天
都要保证上一条微博热搜，在这方面
会花费较高。参演明星粉丝也会自发
组织为词条发博文宣传，增加热度。
由此可见。剧集的微博营销已形成了
专业化、流水线流程。
  这样的评价标准横行，一部剧没
有热搜或者数量过少，很容易被定义
为“扑街”或者“无水花”。对微博

热搜的过于重视，却导致了另一种极
端情形——— 无底线造热搜。最典型的
是在词条上用上一点“小心思”，利
用演员或者剧中角色造句，误导大
众。电视剧《天下长河》热播期间，
“罗晋新剧老婆被群嘲”的热搜阅读
次数达到了4 . 1 亿。虽然获得了庞大的
流量及关注度，可许多网友表示，自
己被“骗”进了词条，词条含糊不清
的说法，让人误解该“老婆”是演员
现实生活中的妻子唐嫣。此外，将热
搜词条伪装成社会新闻也是剧目营销
的惯用伎俩。热搜词条“男子找喜欢
的人要自拍却收到X 光”“李峋是去备
孕了吧”，外表像颇具冲突性的新闻，诱
发网友的猎奇心理，产生点击行为，实
际上只是某部电视剧中的情节。
  以热搜论成败，制作方挖空心思
在热搜上大做文章，剧集的品质可以

“拉胯”，铺天盖地的热搜必须是
“标配”。看起来相当热闹，路人被
“强行安利”，在热搜上追完了剧。
最近，某知名女星的新剧上线，自开
播以来热搜不断，堪称“住在”热
搜，充斥了粉丝控评。居高不下的人
气并没有换来实际效果，反倒招致反
噬。从热搜去看剧的观众发现“剧情
没逻辑，演员演技雷点多”等诸多问
题，最终 9 万多名观众给此剧打出了
5 . 8 的低分，一星占比 22 . 5% ，虽有
“水花”，口碑却真正“扑了街”。
可见，再多的微博热搜以及自说自话
的营销，或许赢得了一时的流量，终
究掩盖不了“作品不够硬”的本质，
观众评价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作品本
身。想要靠微博热搜占据先机，没有
好作品傍身，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
空”。

不以热搜论成败
全国女排U18锦标赛

我省青年女排夺冠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宋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2 年全国青少年U18 女子排

球锦标赛在漳州落下帷幕。本届全国青少年U18女

子排球锦标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共有来自全国的15支队伍266 名运动员、教练

员参加。本次比赛最终成绩由身体素质、技评、比赛

三项按比例构成。在决赛中，山东青年女排以3比1

战胜上海青年女排，以135.5 的总分斩获本次全锦赛

的冠军。

第八届亚洲雪橇锦标赛

我省选手王佳雪夺冠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王强 报道

本报讯 12 月 17 日，在第八届亚洲雪橇锦标赛

上，我省王佳雪以48.940 秒的成绩获得女子成年组

单人赛冠军，这是她的首个国际大赛冠军。亚洲雪

橇锦标赛是该项目在亚洲区域最高级别赛事，中国

队此役派出10 名队员分别参加成年组和青年组的

比赛。比赛当天，王佳雪虽然身体不适，不在最佳状

态，但她在两次滑行中，都滑出了理想成绩，获得总

成绩第一名，她的两名队友分列二、三位，中国队包

揽了该项目金银铜牌。

2022 赛季中国超三联赛收官

日照迈动总积分全国第二

德州德达入围八强
隔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12 月16 日，2022 赛季中国超三联赛圆

满落下帷幕。在“收官之战”赛场上，日照迈动山外

篮球俱乐部在与大连雄狮队的较量当中，三局取得

全胜！至此，日照迈动山外篮球俱乐部以总积分115

分、场均得分19.54 分的出色成绩位列本赛季全国总

积分榜第二。同时，在场均得分、场均助攻、场均投

篮命中率等8项赛事数据当中领跑！

另外，山东德州德达在主力随国家队出征的情

况下，以年轻阵容进入八强。

中国临淄蹴鞠队

走进卡塔尔世界杯
隔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世界杯期间，中国蹴鞠通过多种形式

亮相卡塔尔。作为 2022 年“探访足球起源文化之

旅”对外交流推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卡塔

尔青少年蹴鞠交流体验活动在卡塔尔多哈足球训练

中心举行。中国临淄蹴鞠队的第七代传承人李伟鹏

进行了“白打蹴鞠”表演并展示蹴鞠比赛的花样和技

巧。来自中国的11 名足球少年和卡塔尔当地青训

机构的小球员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卡塔尔青少年友

谊赛。其间， “探访足球起源文化之旅”还走进国

际足联官方球迷节现场，举行蹴鞠文化展示推广活

动，向全世界球迷展示蹴鞠文化魅力。

省直机关夕阳红健身运动会

亮点纷呈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史文平 张曼 报道

本报讯 山东省省直机关夕阳红健身运动会，

是我省老年体育的品牌赛事之一，今年的第九届夕

阳红健身运动会历时8 个多月，来自省直机关各个

厅局的8000 余名老年人参加。本届运动会设置田

径、乒乓球、柔力球、游泳等25 个比赛项目，这些项

目设置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趣味爱好，

适合老年人参与，集安全性、趣味性、娱乐性、竞技性

于一体。老年人在参与运动会的同时，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展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体彩“德美山东”

文化作品大赛评选揭晓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朱华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第七届山东体彩“德美山东”文

化作品大赛评选揭晓。2022 年度大赛共征集摄影作

品6600 余张。该赛事是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联合有关单位举办的一项品牌赛事，从2015 年起连

续举办了7 届，已经成为具有山东特色，广受关注、

影响深远的品牌赛事，累计征集作品5万多件，参与

人数4万多人次，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大手牵小手”爱心活动

临沂体彩向一学校

赠送体育器材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茹婉儿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冒着寒风，省体彩临沂分中心主

任吴玉龙带领分中心党员志愿者和河东区体彩互助

组业主代表一行，来到临沂凤凰实验学校南校区，向

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羽毛球网架、乒乓球拍、乒乓

球、篮排球、沙包、秒表等价值近2万元的体育器材，

丰富学校体育活动内容，让孩子们感受体育运动带

来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