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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播报·

相较于 “粉丝”，“饭
圈”是新生事物。 随着粉
丝经济发展，“饭圈”（粉丝
圈子 ）迅速形成 ，也催生
了不少网络乱象———

··关注··

主旋律创作叩响青春之声
养成正确的“偶像观”

·文苑微谈·

由北京和安徽两地合作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觉醒年代》》正
在热播，，其在社交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受到年轻观众的热议。。 近期，，一批主
旋律电视剧作品正在以与时俱进的审美表达，，唤醒年轻观众的共鸣——————

“对话”贵在真诚

由北京和安徽两地合作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正在热播，作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 其在社交网
络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赢得很高的口碑，豆
瓣评分高达 8.9 分。 根据视频网站的站内数据，《觉
醒年代》发布弹幕的人群中，90 后、95 后的占比是全
站基准值的 1.6 倍。

《觉醒年代》以 1915 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1921
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
了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
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
到分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
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
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 艺术
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
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的激情澎湃的岁月。

可以这样理解，《觉醒年代》 是一个百年前的热
血青年与当代青年“对话”的故事。 人物方面，《青年
杂志》创立的 1915 年，李大钊 26 岁，毛泽东 22 岁，
邓中夏 21 岁，周恩来 17 岁，陈延年 17 岁 ，赵世炎
14 岁，陈乔年 13 岁……他们是最早的共产党员，是
青春中国的青春担当。 当代青年可以从那个年代的
同龄人身上看到伟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坚韧不拔
的精神， 在心生敬仰的同时备受感召。 情节设置方
面，剧情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中国该往何处
去” 这一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 转化为不同个
体、不同理念的冲突和抉择。 不同理念的冲撞，产生
了一系列戏剧冲突。影视评论专家童加勃认为，创作
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表达宏大主题的同时， 避免
简单图解。 《觉醒年代》在台词处理，演员情绪的表
现，声音的张扬和平和，举止的细腻与粗犷等细节方
面非常讲究，从不用空喊口号、生硬说教的方式展示
人物形象与剧情走向。

影视评论专家邵明谈及电视剧 《山海情》 时认
为， 该剧以平视的目光忠实地再现了生活的本来面
目，使得蕴藏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的伟大、壮
阔与辉煌，以一种平常语说平常事的方式，自然而然
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进入了观众的心中。与我真诚
地“对话”，是年轻观众定义“爽剧”的首要条件。

怀宁“送戏进万村”活动启幕
日前，2021 年怀宁县 “送戏进万村” 活动在石牌

镇普济村拉开帷幕。 当天下午，传统大型古装黄梅戏
《金钗记》在普济村文化广场上演，周边群众聚拢在戏
台前，享受着精美的文化大餐。台上演员唱念做打，有
板有眼；台下观众热情专注，如痴如醉。 据了解，此次
活动是 2021 年怀宁县“送戏进万村”首场演出。 活动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由怀宁县黄梅戏剧团 、怀宁
县金义黄梅戏剧社、怀宁县京黄故里演艺有限公司 3
家文艺表演团体共同承担 ，计划演出 244 场 ，目的是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钱续坤 范星华 )

这份爱，珍藏一生
———《你好，李焕英》观后

■ 费英凡

我喜欢喜剧片，喜欢沈腾和贾玲这对“王
牌搭档”，所以从首张海报诞生，就只瞄准了贾
玲自编自导自演的这部《HI，MOM》（《你好，李
焕英》）。我为什么会先提它的英文名？mom“一
般用于过去式”的特别词性，与本片怀念的意
蕴贴合———这部影片就是贾玲写给她已故母

亲李焕英的“一封信”。 把一部喜剧拍成了笑中
带泪的剧情正片，贾玲用情很深。

今年是贾玲母亲去世 20 周年。 所以，她会
在心里这样亲切地叫道：嗨，妈妈。 你甚至可以
想像贾玲的表情：浅浅一笑，露出标志性的两
粒小酒窝，胖胖的脸上，有抹不完的泪、有思念
的不舍眼神、有回忆的深情凝望。 有人质疑贾
玲不应该在片名里直呼母亲的名字。 “她是妈
妈，但她首先是她自己。 ”贾玲在片中讲述的故
事，正是围绕“李焕英”她自己，围绕普天下所
有“妈妈”她们自己的“青春”“梦想”“追求”，她
们在自我执着中成为自己孩子的母亲。

本片的类型是穿越式的———贾晓玲妈妈

出了车祸，弥留之际，女儿晓玲趴在病床边哭
着睡着了，身体却穿越到了 1981 年，妈妈结婚
前的那一年。 她想改变妈妈的命运，比如抢在
爱出风头的王琴（妈妈的工厂同事）之前，助妈
妈成为厂里第一个买到电视机的人；比如鼓励
妈妈和工友们组队参加厂里的女排比赛，让妈
妈引起厂长注意；比如宁愿日后没有自己的存
在，也要全力撮合妈妈和厂长公子沈光林成一
对……她就想拯救妈妈日后不堪的生活轨迹，
不想让只会惹事的自己成为妈妈的“负担”。 可
她失败了！ 直到晓玲在穿越的梦里，突然醒悟：
妈妈是直到生了自己以后才会用卡通图案缝

补破衣裤的，可在 1981 年妈妈还没有结婚，就
帮助晓玲缝补好了破牛仔裤———原来，穿越的
故事里，年轻的李焕英也是妈妈的魂灵穿越过
来的。

女儿觉得自己窝囊， 没有能力保护好妈
妈，所以她穿越到妈妈年轻时期，想凭一己之
力改变妈妈的婚姻命运。 可穿越来的妈妈早

知道女儿的意图，一直在“配合”着女儿，可她
还是选择嫁给在厂锅炉房工作的小贾， 她就
是要成为晓玲的妈妈， 就想告诉女儿———我

追求的幸福才是幸福，无论上辈子下辈子，我
永远都是你的妈妈，女儿不一定要多有出息，
健康快乐，才是妈妈的心愿。这或许是天下所
有妈妈的共同心愿吧 。 两个小时的影片 ，有
100 分钟都是充满笑点的， 后 20 分钟会让你
在惊诧中安静地落泪， 跟着贾玲奔跑着不断
呼喊着“妈妈，妈妈”而感动不已，不停闪回的
镜头里，写满着母爱与妈妈不时欣喜的大笑；
大雪中送女儿上车，自己佯装坐车回家，却为
了省下车费，紧接着退票下车，蹒跚于雪中独
行的背影， 勾勒出妈妈独有的倔强与隐忍的
幸福感。

影片中各种小品段子的情节包袱，笑点密
集，那是贾玲式典型性幽默特质（我个人觉得
最幽默的段落是贾父乔杉的出现），后 20 分钟
才显露出电影性、戏剧性，尽管有些内容不太
合理，不能自圆其说，但影片朴素简洁的爱与

怀念的主题，着实令人感慨贾玲的认真和影片
的魔幻现实感。 我的女儿在电影结束后还坐在
座位上不愿离开，别的观众都散了，她问：没有
彩蛋了么？我说，可能没有了吧。其实影片中有
一个“彩蛋”：李焕英买的那台 12 英寸黑白电
视机，外包装上印着“合肥无线电二厂”，这与
咱们合肥观众拉近了距离。

这部片值得二刷、三刷，值得带着妈妈去
影院一起看，值得看完影片给妈妈打个电话，
说句关心的话，值得陪妈妈多聊聊天，听妈妈
讲小时候的故事。哪怕是不说话的陪伴，看着
妈妈忙碌的生活日常，也是一种幸福。 此刻，
我特别想抱抱我的妈妈 ，她 81 岁了 ，脸上全
是一道道深深纹路的皱印。可她也年轻过，她
18 岁从上海独自来到合肥的印刷厂工作 ，一
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 伴着她青春洋溢的身
影舞动，阳光下灿烂的笑容，定格在她白皙湿
润肉嘟嘟的面庞上， 花格子的裙子在风中不
停摆动， 跟随着湖面上小船木桨的划动———
心动着也想在梦里来一次说穿就穿的穿越 ，
做妈妈身边的 “小迷弟 ”，领略她的美好青春
岁月。 所以，我特别感谢贾玲，带我们回到了
迷人的八十年代或更久远的年代， 让我们看
到了自己母亲年轻时的俏模样， 把我们悄悄
推到了妈妈身边，走进她的心里，体悟到什么
才是彼此成长的陪伴、 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凡
母爱———此生为你母，永世为你母，她拼尽所
有，也不会改变初衷。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有没有“滤镜”，“倍速观看”，“减压放松”，关注作品的节奏、故事、演技，追剧时会评论留言、发送弹幕以及在视频平台打分……
这或许是大部分年轻观众观剧的思维模式。 近期播出的一批主旋律影视作品，让年轻群体从围观到感悟、畅谈，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主旋律影视作品如何吸引年轻观众？ 《山海情》里的“方言集锦”，《觉醒年代》里的《新青年》杂志，《跨过鸭绿江》里的战斗片段出处等
等，都是年轻观众们在网络上津津乐道的话题点，而他们也“由点及面”，开启了对剧作本身的深度理解。

芳草不曾歇：随着中国文化娱乐产业
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规模庞大
的“饭圈”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统计
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偶像市场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其中由粉丝情感化消费带来的收
入占比约 50%。 2020 年 6 月，《半月谈》对全
国 2 万多名 12 岁至 18 岁中学生开展“青少
年追星调查”， 有 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
开始了追星生活，有 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
在 3 年以上。 追星低龄化趋势显著。 青少年
有自己的“文化圈子”，这很正常。 但不管是
法律的底线还是道德底线，在底线之上文明
追星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唐豆 ： 追星是一种自我情感认同与
自我参照。 青少年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
的过程中可能会感到迷茫 ， 把偶像作为一
个理想的 “自我 ”去追寻或打造 ，完成另一
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 而偶像也能通过粉丝
的反馈，进一步确认自身价值。 如何携手共
进，是艺人和粉丝两方都要思考的问题。 一
夜爆红的艺人要保持清醒 ，在 “偶像光环 ”
之下 ，自身缺点 、短板都屏蔽了 ，很容易迷
失自我。 比保持“热度”更重要的是保持“艺
术水准 ”，青年艺人要严格要求自己 、提高
专业水平、真心敬畏艺术，才能成为青少年
心中真正的偶像。

风起流云 ：相较于 “粉丝 ”追星 ，“饭
圈” 是新生的事物 。 粉丝们为追星花钱越
多，涌入“饭圈”的钱就越多。 追星 ，似乎越
来越成为“一门不错的生意”。 “饭圈 ”产业
化 ，产生了职业粉丝 。 在粉丝经济 “滋养 ”
下，“饭圈”拥有了较高声量和一定话语权 ，
在与艺人的“对话”中，容易丢失分寸。 而一
些职业粉丝的进入 ，也使得 “饭圈 ”更加复
杂。 业内专家认为，职业粉丝虽然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 “饭圈 ”的产业化水平提高了 ，但
属于不应该被倡导的种类。

窗含西岭 ：以前 ，很多人认为 ，无聊
空虚的人才会需要追星来填充自己 ， 可事
实上，偶像的作用远远不是填补空缺 ，他们
确实能够激励粉丝去寻找更美好 、 更有意
义的生活。 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特殊的文
化景观，“饭圈文化”有其正面的、积极的一
面。 但随之而来的一些乱象值得关注，一些
打着 “追星 ”“应援 ”旗号 ，对网络环境和社
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可能对青少年

产生不良影响。 “饭圈”乱象需引起社会各
界的更多重视 ， 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正确的
“偶像观”。 专家同时指出，流量艺人也要进
一步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准与职业道德 ，担
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安庆中青年版画双年展展出
近日，由安庆市委宣传部、省文化馆、安庆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的安庆中青年版画双年展在安徽画廊展
出。 2019 年，安庆版画 60 年作品展成功举办，并巡展
于上海虹桥艺术中心和深圳中国版画博物馆， 得到中
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和沪深版画艺术家及广大观
众的高度好评，安庆版画成为安庆又一张名片。此次版
画双年展，共展出版画作品 50 件，其中中青年版画 35
件，特邀版画作品 15 件，有木版、铜版、丝网版和综合
版画。 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技法多变，很多作品是第一
次与观众见面。 （文讯）

“经典”考量审美

“年轻人为何喜欢扎堆在 B站看老剧？ ”中国青年
报曾做这个调查。 超过 58 万的追剧人数和 82 万条弹
幕，说明年轻观众拥抱经典的热情。 在诸多视频网站
上，爱看经典的年轻观众并非打完卡就走，而是认认
真真地留下来追看并讨论剧情。 换句话说，如果创作
者每一部作品都以做经典的创作态度来做，并不用担
心年轻人是否会爱看。

精品化符合年轻观众越发严苛的审美诉求。“电视剧
的色调令人感到舒服。 ”“除了细腻的镜头、 逼真的服化
道、精益求精的细节外，《觉醒年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
有它的意象表达。创作者多次使用隐喻手法，寄托他们对
历史最深沉的情感。让观众了解历史的同时，也能获得更
深层的审美感受。 ”“放在以前，我们可能不会喜欢看这种

题材的电视剧。在我们的印象中，靠着时代大背景讲述故
事，很容易忽略角色的移情和代入，人物缺乏可信度，但
是《大江大河 2》极力避免了这个问题。 ”在各类视频网站
上，关于主旋律剧集审美形式的讨论不绝于耳。

事实上，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
提升，当代青年人拥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他们乐意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中国所走过的不平凡
历程。 影像无疑是当下最能接近年轻观众的方式，影
视作品需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点， 用与
时俱进的审美表达，赋彩主旋律作品厚重的内涵、深
刻的意蕴，最终实现对年轻观众的精神引领。

“爽剧”强调看点

《大江大河 2》《山海情》《跨过鸭绿江》《觉醒年
代》等，近期播出的这些主旋律剧集 ，在收视与口碑
上均获得很大突破，突破往往是由一个个 “引爆点 ”
而来。 “《山海情》真土、真好看。 ”B 站弹幕上有网友
如此评价。 与一些浮夸的、不接地气的剧集相对照，
它的 “土 ”恰恰是真实的 、生动的 ，这样的情节当然
好看。

在豆瓣上的 《觉醒年代 》讨论区域 ，网友菊花陈
皮茶问 “怎么没人注意那些版画呢 ？ 感觉 《觉醒年
代 》里最吸引我的就是各种版画插图 ，原来看鲁迅
先生文选，里面也是很多版画，深刻的印记 ，诚如那
个年代的苦难深重。 ”吸引不同观众的 “看点 ”各有
不同 ，但每一个被观众 “看破 ”的 “亮点 ”，都是创作
者有心而为之。 网友 zero 小琦说 ：“看到十二集了 ，

我觉得《觉醒年代》是部爽剧，之前认为这部剧受众
面有局限，但我觉得这部剧一点都不沉闷反而看得
心潮澎湃， 没想到历史剧也可以拍得生动有趣 ，应
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看。 ”

看点的背后，都是营养。 不论是传统电视剧，还
是新兴网络剧，虽然传播方式不同 、题材内容不同 ，
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会改变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并
无先天的优劣之分。 邵明认为，近年来，作为在年轻
群体中乃至全社会范围内获得较高评价的剧集 ，无
论是主旋律题材，还是其他年代剧 、青春剧 、行业剧
等 ，共通之处是都以精益求精的情节 、活色生香的
人物形象来包裹价值观的内核 ，以贴近现实 、贴近
生活的艺术姿态 ，满足年轻观众充实内心 、愉悦视
听等多方面的内在需求。

·影视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