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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一台单反、一部手机，来自四川深山的美食视频博
主李子柒让中国风田园生活席卷了全世界；《我和我的祖国》
《攀登者》等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完成了主旋律
叙事、全民共情和商业成功的典范结合；5G旋风骤起，文
化产业如何变革引发关注……回顾即将落幕的2019年，
我国的文化产业领域呈现出一系列新亮点、新趋势。

12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中国
艺术学理论学会主办的第二届紫金文
化产业论坛暨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委员会2019年年会在南京艺术学院
举行，国内外文化产业领域“最强大
脑”纷至沓来。论坛聚焦“变革与转
型：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它所回眸
的，是过去一年的产业发展亮点；它所
眺望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5G大规模商
用即将吹皱的“一池春水”。

5G已至，
数字+文化能有几多惊喜
今年8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和中
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联合发
布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
告》指出，以5G为代表的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可能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颠覆
性影响。

论坛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戴伟辉勾勒了一幅令人向往的未来图
景：阴雨绵绵的午后，你想听一曲音
乐，打开手机时发现音乐服务商已经
为你匹配好了雨天你爱听的旋律；心
情陷入低谷，它立刻贴心地为你准备
了甲壳虫乐队或周杰伦的歌曲；再戴
上 VR 眼镜，你会在下一秒沉浸于
MV的立体环绕中，暂时忘却现实的
烦扰……在和音乐学者共同完成的一
项关于“音乐的情感计算和消费者的
心智模式”的研究中，戴伟辉运用大数
据分析消费者的心智模式，研究人们
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喜欢听哪种音乐，
以及根据脑电波等神经学技术确定每
一首歌曲的情感参数，然后在两者间
进行精准匹配。毫无疑问，这样的算
法推荐将会“比你更懂自己”。

“5G的高带宽、低时延和全方位
的网络覆盖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
线、高品质地欣赏音乐，这将构成5G
时代重要的文化消费形式。”戴伟辉告
诉记者，“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神经学分析的算法推荐将
为优秀的音乐作品找到对的人，不仅作
品可以得到更好的营销，消费者也获得
了更满意的艺术享受和情感疗愈。”

任何一次跨时代的社会变革都伴
随着文化与科技的相遇与对话，文化
与科技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构成了人
类文明演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是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的观
点。科技与文化并非没有冲突，李凤
亮个人就不太喜欢近年来的一些晚
会风的舞台，认为“炫酷的技术损害
了舞台应有的纯粹”，但在另一些时
刻，数字技术的巧妙运用掀起了审美
的革命——

“正是有了纤毫毕现的‘数字真
人’，‘他’的每一寸肌肉的反应都细微
而及时，李安新片《双子杀手》才能生
动淋漓地表现‘我’与 20多年前的

‘我’的激烈角力。”李凤亮举例说，“同

样地，故宫用AR技术对王希孟《千里
江山图》进行移步换景的动效展示，山
间隐藏的瀑布、村舍人家的炊烟、江上
烟波、山间云雾一一清晰呈现出来，这
幅以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而著称的名作
展示出它‘咫尺有千里之趣’的特点。”

国庆档电影的成功，是2019年数
字文化产业领域的别样风景。在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看来，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
《决胜时刻》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影片，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
艺术突破和票房突破，再次证明了国
产电影的广阔前景。他赞同电影人黄
建新的看法，这批电影的成功在于唤
起了亿万观众内心深处的“理想价值
观”，同时也离不开更尊重创作规律的
叙事方式：“原来许多主旋律电影的主
人公是天然的奉献者，观众很难理解
其情感和行为动机，而今年这批电影
中的奉献则是人物在个体与使命之间
做出选择的结果，观众看到了奉献背
后的牺牲，故事就有了逻辑起点，观众
也生出了情感共鸣。”

尹鸿认为，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再
来看2019年国庆档的这些电影，会更
加深刻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艺术智慧
和商业智慧，“无论是电影文本还是背
后的生产机制，都是今天这个时代的
宝贵财富”。

文旅融合，
为游客重建生命的意义
这里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界

处，有最大的巴人文化遗址——罗家
坝遗址；这里绵亘着巴山夜雨的缠绵
情思，生长着原生态的青山绿野，蕴藉
着土家人灵性豁达的生命能量……过
去四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
主要做了一件事：回到故乡四川省达
州市宣汉县白马镇，以文创介入乡村
营造的模式，使破败闭塞的故乡焕发
新生。

在这里，每一处规划设计都精心
联结着新与旧：一间花田书院，延续着
巴地诗书耕读的文化传统；河滩营地、
篝火场、珍果采摘园，使游客得以体验
渔猎采集的先人生活；向勇家祖传老
屋则变身“花田间国际乡村创客营
地”，发展出课堂支教计划、创客驻村
计划、农夫体验计划、花田实验计划等
核心业态。向勇介绍，今年这里还举
办了首届大巴山花田艺穂节，通过艺
术家与村民的共生创作，以创意激活
当地的民俗文化、手工造物等文旅资
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格外关注当
地文化和人心的重建：“对村民来说，
故乡新生让他们去得了远方，也回得
了故乡；对游客来说，这样一场以充满
创意的乡村文旅之行，不只是旅行，更

是对地方价值的分享、与地方的情感
连接，以及生命意义的重新寻回。”

在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李炎看来，当下，大众文
旅消费正从表层的感知向深度体验转
变，从“悦耳悦目”的追求向“悦心悦
意”转变。在这个阶段，文化内涵不只
存在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中，还
蕴含在建筑、环境、人的生存方式、生
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对地方日常生活
的体验将取代奇山异川成为游客更青
睐的对象。在这背后，是游客消费心
理的悄然转变。

“怀旧正成为现代人重要的文化
心理。”李炎说，“现代性怀旧情结指向
的不再只是故乡、童年，还延伸到对从
前的文化身份、信仰、更纯粹的社会关
系和淳朴的道德观的怀念。现代旅游
者越来越希望从眼前的都市生活中短暂
地逃离，在对‘别样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的体验中，来获得关于生命的启示。”

在精心打造的城市文化空间里，
消费者触摸到的则是和乡村完全不同
的体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者李育
菁对我国台湾地区的书店展开了样本
分析：位于台湾大学的唐山书店在上世
纪70年代曾是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
如今，这里凌乱堆积的书籍、四处张贴
的小众电影与文艺活动海报，仍流露着
浓浓的学术和文艺氛围；雅痞书店则
刻意复现上世纪20年代巴黎大都会
那种慵懒、浪漫而惬意的氛围，一杯咖
啡、一道美食、一场沙龙，令读者宛如
置身巴黎文艺黄金年代的美好时光；
作为全台湾第一家专卖世界各国侦探
小说的“侦探书店”，从招牌到摆设充
满浓浓侦探风，在这样的环境里，随手
翻开架上的一本侦探小说，读者就能立
刻置身追求正义与真相的天堂。

“台湾书店的多样化发展启示我
们，今天的书店贩售的早已不是书籍
或同质化的服务，而是更加垂直细分
的风格、功能和体验，它们为当代城市
景观增添了充满活力的文化因子。”李
育菁说。

走向世界，
中国需要更多“李子柒”
有喜有忧、喜忧参半，这是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祁述裕
对“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
况的总体概括。这一时期，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 2015 年的
3.97%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4.30% ，
2016-2018年年均增速12.5%，突显
了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我国文化
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海量的
文化产品和精品、品牌匮乏之间的矛
盾仍然突出。

那么，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
“引擎”在哪里？李凤亮认为，数字技
术将成为最根本动力。他尤其强调关
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数字化为文化
资源的采集、保存、传播和消费提供了

无限的便利，有助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的便利化和均等化，提升文化产业等
级，打造地方文化形象。特别是在全球
化时代，数字化技术无疑是中国文化漂
洋过海最轻盈、也最有力的‘翅膀’。”

当下，5G风口已至，一如南京艺
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
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李向
民所指出的，“如果说，在3G、4G时代，
中国还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
成熟业态后起直追，那么，在中国引领
风骚的5G时代，我们需要依靠自己
的力量探索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
中，李向民强调释放民营科技企业的
创新能力：只有企业家创新，个体企业
释放活力，才能推动整个产业的强大。

除了庞大的消费群体、深厚的文
化资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还有没有
别的优势？当然有，那就是互联网。
在中国，网民每周上网时长高达27.9
小时，他们用网络看视频、听音乐、读
小说、进行线上支付和社交。在这个
过程中尹鸿发现，互联网正为文化产
业创造着新的市场半径和新型的消费
形态——任何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包
括打赏主播、购买爱豆周边产品，都可
以构成以文化为纽带的社交。尹鸿举
例说：“我们60后购买产品时关注性
价比，我们的下一代却倾向于‘购买我
们那群人购买的东西’，无论‘我们那
群人’是一个多么小众的圈层。因此，
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关注需
求有时比专注产品本身更重要：任何
一个细分人群的需求背后都是广阔的
蓝海，也只有任何一个需求都得到精
细化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渴盼才能变成现实。”

一个能在稻田里插秧、竹林里挖
笋、森林里纵马扬鞭的美食博主李子
柒，被央视新闻评论为“没有一个字夸
中国好”却“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
中国故事”。她的成功，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提供了启示。李凤亮认为，镜头
里的田园生活不只让外国人，也让生
活在中国城市里的我们感受到了扑面
而来的清新气息，李子柒勤奋励志的
成长经历，和视频里流露出的亲近自
然、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这些积极健
康美好的情感切中了每一个人内心深
处最纯洁的向往。

一如李向民所言，正义、勇敢、善
良以及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守护，永
远是联结起全人类的最隐秘、最强劲
的情感，也是人类文明中最具有可通
约性的符码。在由他担任编剧的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获奖动画片《大禹治
水》中，把禹和妻子的坚贞爱情，鲧禹
父子间从误解到涣然冰释的亲情历
程，以及父子并肩作战、心系苍生的治
水壮举融为一炉。李向民透露，这部
中国首部超4k高清动画片已经被美
国迪士尼购买了播放权，他相信，这是
一部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进外国观
众内心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冯圆芳

第二届紫金文化产业论坛眺望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

美好生活图景，这样徐徐展开

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锡剧“姚派”
艺术创始人、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锡剧代表性传承人
姚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
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姚澄，江阴人，1926年出生。家
境贫寒，12岁学戏，后加入江苏省锡
剧团，主攻青衣，兼演花旦，反串小
生。在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她塑
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设计、
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形
成了风格独特的“姚派”艺术，如《拔
兰花》中的王凤霞、《庵堂认母》中的
智贞、《双珠凤》中的文必正、《红楼
梦》中的贾宝玉、《女巡按》中的谢瑶
环、《孟丽君》中的孟丽君、《红色的种
子》中的华小凤等，培养了众多有较
高艺术造诣的锡剧艺术人才。她的
唱腔音色圆润清脆，咬字准确清晰，
优美动听，声情并茂，稳中求变，有

“锡剧皇后”的美誉。
提到姚澄的艺术成就，不得不提

及她的先生：叶至诚，叶圣陶的儿
子。“他在文化上影响我，帮我提高
了素养；他是我的活字典，我不懂不

会就问他。”姚澄生前常常说。儿子
叶兆言曾透露，自己的名字就是父
母爱情的产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
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
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
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
个字。”

在18日举行的追悼会上，叶兆言
深情悼亡母。

“过去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母亲
的一生。母亲生前经常跟我讲她的故
事，她的一生是幸运的，甚至可以说是
辉煌的，她喜欢锡剧，她赶上了锡剧事
业最美好的年头，并且非常幸运地为
之奋斗了一生。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历
史场景，我母亲一生的辉煌，她的荣
誉，她的欢乐，都与锡剧事业分不
开。”

在丝竹锣鼓的世界里，姚澄低吟
浅唱、顾盼生辉，用锡剧的语言，在举
手投足之中传达出令人动容的情感。
戏曲名家和戏迷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追
忆姚澄的艺术人生，对她的离去表示
惋惜和痛心。

“作为省锡剧团的第一代演员，她

在锡剧艺术的推广和传承上，功不可
没。”省锡剧团团长周东亮告诉记
者，过去南京并没有锡剧这个苏南
剧种的身影，1953年姚澄主演的锡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南京演出，
是南京观众第一次欣赏锡剧，从此
在南京的舞台上，锡剧有了更为广
阔的艺术天空。姚澄的很多代表性
剧目至今还在演出，而“姚派”弟子
也遍及各个剧团。“我和姚老师一样
坚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锡剧的观
众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年轻。”周
东亮说。

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倪同芳得知
姚澄病逝的消息后十分悲痛，“我是被
她带大的，喂饱的。”倪同芳回忆，虽然
自己不是师从姚澄，但15岁进团后耳
濡目染，受益良多。“她非常刻苦，要
求也极高，一个动作就要琢磨半天，
可以说潜移默化传给我们的都是无
价之宝。”在倪同芳看来，姚澄不仅
戏路宽，青衣、花旦、小生等都可以
演，没有局限，而且她的表演和唱腔
风格大气，特别讲究人物塑造。她
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复排姚澄的代

表剧目《红色的种子》，并大获成
功。“在排练场上，她手把手地教我，
我永远感激她。”

“来一段《拔兰花》给我看看，步
伐、演唱都要和在台上一样，我看看你
的分寸准不准！”提到恩师，锡剧演员
许美霞泣不成声。今年3月，60多岁
的她去探望90多岁的姚澄时，还被老
师当场“考”了一回。如今在戏校教学
生的许美霞，还时常回想起初次跟老
师学戏的情景。时值盛夏，酷热难耐，

当时已过耳顺之年的老师披着一条白
毛巾一遍遍给她示范动作，毛巾上满
是汗水，拧干后再来，直至满意。老师
还常常叮嘱他们，每演一个角色，不是
换套衣服那么简单，要拿捏出人物的
精髓，连音乐过门也要记住每一个音
符，精心设计动作。

一代名角远去，但她的声韵唱腔
早已穿透了岁月，回荡在锡
剧那方舞台上永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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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段《拔兰花》给我看看!
93岁“锡剧皇后”姚澄去世前还在“考”60岁学生

1959年姚澄去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资料图片）。 晓 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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