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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微谈·

线上演唱会
不能只有“回忆杀”

■ 韩小乔

崔健、罗大佑、孙燕姿……近期，一场场线上演
唱会在各大社交网络上刷屏，引发网友集体怀旧。

疫情之下，文化与艺术行业深受影响，演唱会
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歌迷需
求的应急之举。隔着屏幕，没了璀璨耀眼的灯光、满
场挥舞的应援棒、全场共情的大合唱，少了身临其
境的现场感、氛围感，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但“云演出”带来的新变化值得关注。 歌星周
杰伦几年前的两场演唱会近日重新在网络直播，
总观看量将近一亿人次。 而他在 2013 年开启、耗
时 2 年 7 个月的“魔天伦”线下演唱会，累计观众
仅 180 万人次。 观众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选
择自己最舒适的状态观看线上演唱会。 网络的强
互动性，又从另外的维度增强观众参与感、拉近彼
此距离。 一些歌手线上“唱聊”、回复留言，成千上
万的歌迷们通过弹幕交流互动、抒发情感，彼此如
同久别重逢的老友，相互治愈和陪伴。

线上演唱会的火热， 一个重要原因是歌手们
“宝刀未老”，以歌声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某种
程度上说，人们不是在听歌，而是在怀恋曾经的青
葱岁月。 音乐背后承载的美好回忆，重燃一次又一
次的“集体狂欢”，这或许就是“回忆杀”的魅力。 加
之近年来流行乐坛领军歌手青黄不接、 歌曲传唱
度大不如前，助推了这股怀旧风潮。 但怀旧风不会
“屡试不爽”，当观众的怀旧需求充分释放，新鲜感
逐渐淡去，势必产生审美疲劳，线上演唱会又该何
去何从？

从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说， 线上演唱会不能
只有“回忆杀”。 如何想方设法增加线上演唱会的
“保质期”，正是从业者能否抓住线上机遇、危中求
生的关键。 紧扣“内容为王”，改变当下创作的贫
瘠， 以多元化、 品质化的内容满足观众个性化需
求，保持观众的新鲜感、惊喜感。 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 用镜头分屏、360 度视角等多样化方式增强观
众的体验感， 依托 VR、XR 等高科技手段提供更
接近现场的氛围感和真实感。

线下与线上，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不可能也
不需要被替代。 借由线上演唱会的普及和推广，吸
引新的观众走进演唱会。 借鉴线下演唱会的商业
运作，探索线上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 在生活逐渐
回归正轨的当下，因疫情催化而形成的全新关联，
正在开启全新的演艺市场。 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化
行业，必定能线上线下“一起沸腾”，加强人与人之
间的联结，持续引发公众共情共振。

·文化播报·

“典籍里的中国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阅读推广展”开展

6 月 13 日至 6 月 30 日，由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
学会主办，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学会承办的“典籍
里的中国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阅读推广展”
在省图书馆西北楼展厅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孕育出
的思想精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活水。《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图书的编纂和出版是由中宣部
委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
级重点文化工程。此展览通过解读典籍里的名句中所蕴含
的传统文化内核，引领公众走近名著，阅读经典，从中华文
化中汲取力量。 读者朋友们既可以到现场观展，也可以在
安徽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线上观展。 （文迅）

“南方———江西新干大洋洲
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亮相省博

由安徽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南方———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展”近日精彩亮相
安徽博物院。

1989 年，在长江以南的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大型商
代墓葬横空出世，墓中出土了千余件工艺精美、特色鲜明
的器物，这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
震惊世界的商代重大考古发现。 新干大墓的发现，打破了
公众对商代南方地区“蛮荒之地”的刻板认识，大大丰富了
长江以南区域商代青铜文化的内涵，再次证明 ,长江以南
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并行发展的青铜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
展” 选取 100余件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玉
器及原始瓷器、陶器，分为新干大墓、礼乐江南、精锐之师、
宜居之地、商之南疆五个部分，通过通俗易懂的展览语言、
多样的展示手法， 生动形象地向观众呈现 3000 年前长江
以南赣江流域一个拥有完备礼乐制度、强大军事实力及繁
荣社会经济的古老方国，为观众呈现一幅精彩的商代南方
文明图景。 (文讯)

··关注··

正义从未缺席
———网剧《对决》观后

■ 刘效仁

一辆面包车停留在罗元县公安局门口，将
一个装着负伤的拆迁工人的大麻袋推下来后，
便扬长而去。 接着，副市长朱庆云去搬运村谈
拆迁工作，竟遭狙击受伤……24 集刑侦题材网
络剧《对决》，以黑恶势力的公开示威桥段，拉
开了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忠诚与背叛、牺
牲与苟且相互对决的序幕。

故事充实、内容精炼、节奏明快的《对决》，讲
述在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背景下，省公安局刑
侦总队支队长文陆阳（王景春饰演）与县公安局

的年轻刑警武剑（欧豪饰演），围绕着搬运村拆迁
改造引发的一系列案件，抽丝剥茧、冲破迷局，一
举铲除陈氏兄弟集团黑势力及保护伞。凭借悬疑
推理的强情节、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题材，以及
文、武警察的智勇双雄，赋予了刑侦剧不一样的
内涵，不仅有时代价值，而且好看、耐寻味。

《对决》并没有回避黑恶势力凶险残暴的
虎狼本性。 他们巧取豪夺，无恶不作，这既是黑
恶势力的典型特征， 也是正气不彰的必然结
果。 《对决》正是通过“黑”“恶”的叙事，让百姓
明了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英明决策，以及
民心所向。

该剧分多条主线展开叙事。 其一，搬运村
村民、以光头为首的村霸与黑恶团伙陈氏兄弟
之间，既对抗又勾结、黑吃黑的灰黑江湖。 其
二，陈氏集团恃强凌弱，公开操控司法，做大做
强，最终却未能逃脱灰飞烟灭的命运。 还有一
条暗线，即庇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副市长朱
庆云以及警官老周、警察局副局长刘建军等出
卖良知、贪赃枉法的堕落暗线，让观众看到黑
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剧情如斯，扫黑除恶必
须打伞破网，铲除其经济基础，方能除恶务尽，
激浊扬清，给百姓一个蔚蓝的天。

而剧中“一老一少”的文陆阳、武剑，一个

内敛低调，另一个则热血孤勇，性格特点和行
事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在二者联手与犯罪团伙
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从互相猜忌到相
互信任的心路历程，其中穿插着充满刑侦智慧
与幽默诙谐的情节设置，让严肃悬疑的剧情氛
围多了些泪点和笑点，引发观众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对决》为第一部获得国家
广电总局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剧集，这意味
着网络电影、网络剧更加规范、更加严格的“网
标”时代业已来临。 《对决》中实力派演员联袂
呈现，制作精良，堪称网剧中的经典之作，不过
剧中一些人物角色的塑造，非黑即白，不够饱
满，难免显得有些“脸谱化”了。

瑕不掩瑜，总之，这是一部让人看了热血
沸腾又温情满满的剧作。 “正义从未缺席”的主
题贯穿整部作品，让观众时刻都能感受到公职
人员忠于职守、为民服务的正义之光，切实感
受到平凡日子的“岁月静好”“小确幸”，是由无
数人的默默付出换来的。

青春黄梅

··影视赏析··

““国潮””冲浪
师生同台黄

梅戏专场演出《扈
家庄》剧照。

许闯 摄

▲▲ 黄梅戏 《《不朽的骄杨 》》剧
照。。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程兆 摄

荩荩 师生同台黄梅戏专场演

出《《三岔口》》剧照。。
余江平 摄

■ 本报通讯员 胡惠 张蕾

戏曲“小白”的进阶之路

调适好机位和灯光， 完成妆发和造型，
坐在镜头前清嗓开唱， 这是梁颖录歌的日
常。 一首歌、一段曲录上三五遍都是常态，哪
怕是一个旋律，她也会反复琢磨演唱，直到
自己满意为止，她总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
听众。

2021 年，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表
演专业的梁颖凭借一副好嗓子在抖音平台
走红。 她以“卿思颖颖”为名翻唱了《黄梅戏》
《女驸马》《孟丽君》等黄梅戏经典曲目，收获
众多网友好评。 如今，黄梅戏在网络平台依
然热度不减，特别是梁颖与黄梅戏表演艺术
家们连线，艺术家专业的声线唱腔吸引了众
多年轻听众去走近黄梅戏。

其实， 梁颖在学习黄梅戏表演专业之
前，只是一个零基础、零经验的戏曲“小白”。
这让她不禁自我怀疑：“这样下去真的有未
来吗？ ”在不断地接触和学习中，她逐渐喜欢
上了这种传统文化。 每天 8 个小时的训练她
从不懈怠，独自一人在教室翻跟头、下腰、压
腿，疼到满头大汗是常态。 回想到那段时光，
梁颖笑着说：“每次上基本功课我都会哭。 也
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 ”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话是大学 4
年学习梁颖最深刻的感受。

像她一样的艺术苗株还有很多，黄健豪
就是其中之一。 “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基础来
制定学习计划。初学是
以模仿为主，老
师 一 个 动
作 一 句

念白地教，随着专业的进步，老师会讲解台
本剧情、人物内心活动，让学生自己独立把
握人物表演。 ”同样从大一才开始接触黄梅
戏，他一直视梁颖为榜样，“大一时听过学姐
唱歌，我以为她是从小学戏，后来才知道和
我一样大学才开始学，她真的很厉害。 ”黄健
豪在学习中不断提高，2020 年成功竞选为校
黄梅戏爱好者协会会长，与协会成员们一起
开展了多次黄梅戏身段、扮相教学和体验活
动，在校园中掀起了一股黄梅戏学习潮。 黄
健豪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来
之不易的地方剧种，改变人们对于戏曲的传
统观念。 ”

学戏 6 年的方梦婷也对梁颖的 “热度”
表示了认可：“随着时代的发展，黄梅戏需要
登录各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 ”方梦婷 2020
年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起初
凭借对黄梅戏曲的一番热爱踏上了学戏之
路，如今更加坚定了她的选择。

年轻的传承者们，对“热度”充满渴望，
努力在网上“走红”，但他们时刻牢记着责任

与使命———乘着国潮兴起的浪头，对接
新时代文化娱乐需求， 以大众喜

闻乐见、 生动活泼的方式展
现传统戏曲魅力，与年轻
人碰撞出艺术火花，凝
聚共情合鸣、 抵达
人心的力量 ，让
更多人爱上传
统文化。

源远流长的黄梅戏创新路

黄梅戏起源并发展壮大于安庆地区。清
末湖北省黄梅县一带的采茶调传入毗邻的
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 与当地民间艺术结
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
一个新的戏曲剧种。 它吸收了周边乡村的
茶歌 、山歌等民歌 ，以及鼓书 、琴书等民间
说唱音乐 ，并广泛汲取融合青阳腔 、高腔 、
徽调等音乐元素和联曲方法， 形成了花腔
和主调两大腔系。 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黄
梅戏成为安徽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和全国知
名的大剧种。

方梦婷记得老师说过，黄梅戏首次迎来
突破性发展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建国初
期，我国地方戏曲剧种有 360 多个，既彰显
了民众的创造力，也说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
对戏曲等文艺文化的需要。

1956 年，严凤英、王少舫等艺术家共同
演出的《天仙配》电影一经上映就引起轰动。
作品将电影与戏曲巧妙结合，并汲取二者优
势，让“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成为中国经典音
乐， 也让来自安徽的黄梅调走进了千家万
户。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韩再芬因主演黄梅戏电视连续剧 《郑小姣》
一举成名。 这些优美的经典唱段和传奇黄梅
故事，梁颖和同学们如数家珍。 令他们惊叹
的是，前辈们极具创新精神，作品体现了黄
梅戏音乐与现代化元素跨界融合的生命力，
既凸显了乡土气息浓厚和地域特色鲜明的
戏曲风格， 又融入了清新自然的现代品格，
如何在创新中发展这门艺术，成了学戏的年
轻人最感兴趣的焦点。

2005 年底，安庆市成立了安庆再芬黄梅
艺术剧院，由韩再芬担任院长。 在安庆市政
府的支持下，韩再芬创办了再芬黄梅公馆传
承基地，使其成为安庆市的“文旅会客厅”和

培养青年演员的舞台。在这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引领之

下， 年轻的传承者们有了
更多登台锻炼的机遇。

2021 年 11 月，传统
戏曲和现代艺术
表现手法再一
次 联 袂 呈
现。安庆再
芬黄梅艺
术 剧 院
推出的
大型原
创黄梅
戏 《不
朽的骄

杨》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韩再芬主演的
戏剧，更是她作为导演带领一批青年演员挑
战大戏，细腻精湛的表演获得了观众和专家
的一致好评。

当下， 随着快节奏的网络文化的兴起，
“慢节奏”的传统戏曲逐渐沉寂。 “只有我们
年轻人好好学、好好演，出更多‘角儿’，进行
更好地创新， 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看、
愿意听。 ”方梦婷说。

数字时代的新传播探索

16 年前，安庆师范大学成立了黄梅剧艺
术学院， 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黄梅戏
本科人才的高校，继京剧、昆曲之后，黄梅戏
成为第三个拥有大学本科专业的剧种。 2020
年 1 月，学校独立设置黄梅剧艺术学院。 目前
拥有黄梅戏表演、戏曲器乐表演、黄梅戏编导
三个本科专业方向， 以及艺术硕士戏曲专业
学位研究生授权点， 形成了从本科到研究生
层次的戏曲人才培养体系，为黄梅戏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与生机。

“播种”“扦插”“压条”……师生们将一名
合格的黄梅戏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比喻成农
田里的劳作。多年来，该校的黄梅戏学院给学
生成长搭建最好的舞台， 尽力让每个学生都
有出彩机会。 从教室到舞台、 从校内到校外
“双课堂”，立足行业办专业，深化与“再芬黄
梅”的校企合作，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创新教
育教学模式……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

黄梅戏艺术教育的学院化发展成果，引
发了“共鸣”。在安庆师范大学之后，中国戏曲
学院等学校也开始招收黄梅戏本科专业学
生。 黄梅戏的高等教育之路走得越来越宽。

周三的下午，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
一间教室里照常响起了郭霄珍老师的戏腔。
2013 年，国家一级演员、省级黄梅戏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郭霄珍到安庆师范大学教授黄
梅戏相关课程， 任教 10 余年间， 她言传身
教， 为学生们详细分析黄梅戏唱腔的特点，
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对于黄梅戏的热爱。

“要让学生认识到黄梅戏的文化价值 ，
沉下心去打磨前人留下的经典，才能更好传
承黄梅戏文化。 ”对于学生梁颖在抖音上的
走红，郭霄珍认为这是一种很可取的传播形
式，“在抖音上传唱黄梅戏能够扩大黄梅戏
的影响力，也希望观众用更包容的心态来看
待她的表演。 ”

梁颖在抖音上引发的年轻观众对于黄
梅戏的讨论、转发，一定程度展现黄梅戏的
魅力。抖音大数据显示，黄梅戏是近几年最
受观众喜欢的戏曲曲风之一， 这启示从业
者们，黄梅戏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不再仅仅
局限在线下，与互联网媒体相结合，利用网
络的特性加速戏曲文化的传播， 同时也用
优秀文化优质内容充实网络， 是互利双赢
之道。

2021 年， 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表演专业的梁颖凭借
一副好嗓子在抖音平台走红。 年轻的传承者们，对“热度”充满渴
望，但也时刻牢记着责任与使命———乘着国潮兴起的浪头，对接
新时代文化娱乐需求，以大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传
统戏曲魅力，与年轻人碰撞出艺术火花，凝聚共情合鸣、抵达人心
的力量，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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