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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多元化 挖掘新视角

纪录片市场有望“更上层楼”

■本报记者张钢

《电视指南》杂志日前发布的《2020
年纪录片调研报告》显示，国内纪录片行
业正处于上升期，呈现出题材多元化、新
视角与新形式频出、盈利模式更为丰富
等特点。整体来看，国内纪录片吸纳的
观看人群在扩大，行业热度在增加，纪录
片市场2021年有望进一步提升。

美食、社会、医疗成“三大热门”
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美食

类题材成为近年来纪录片创作的热门，
先后出现《风味人间》《早餐中国》《川味》
等一批关注度较高的作品。2020年，

《江湖菜馆》《甜蜜中国》等崭新的特色美
食类纪录片持续涌现，进一步刺激着观
众的“味蕾”。社会类纪录片在题材选择
方面更为丰富，小到生活琐细，中到人物
成长，大到城市发展，都有优秀作品出
现，如关注养老的《生命里2：活到一百
岁》、关注城市管理的《城市梦》等作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2020年创作的
医疗类纪录片主题更为集中，除了《生
生》《生活的希望》《中国医生（第二季）》
等纯医疗纪录片外，《新冠肺炎防治教
学》《十二少年·武汉战疫故事》《新冠肺
炎：与魔鬼的战斗》《城市的温度》《钟南
山》等一批作品，都突出了对这一特殊主
题的深挖，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纪录片对
抗疫主题的表现张力。

纪录片挖掘出新视角、新形式
纪录片题材可粗略划分为自然类、

历史类、文化类、社会类，而在此基础上，
越来越多的细分题材正在充实这些门
类，向神秘探险、历史还原、社会焦点等
独家、深刻、新奇角度纵深挖掘。比如，
2020年腾讯视频出品的国内首档儿童
行为解密纪录片《小孩的神秘生活》，伴
随社会文化潮流趋势而创作的电竞纪录
片《来者何人》等。

随着短视频的快速发展，纪录片的
传统形式有所改变，一些纪实短片、微纪
录片、短视频纪录片相继出现。比如，人
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了微纪录片《我们都
是追梦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微纪
录片《永远的初心》等作品。纪录片“由
长变短”对艺术创作也提出全新要求，要
在尽量短的时间内集中讲述最精彩的故
事，与长视频纪录片相比，它并非追求宏
大叙事，而是抓住核心片段，用具有温度

与深度的镜头直抵受众心灵。

盈利模式更为丰富
长期以来，国产纪录片行业面临的

最大困境是盈利模式单一。纪录片行
业一直是高投入、高标准行业，但很多
项目在投入与盈利上往往不成正比，部
分知名优质项目虽赢得了赞誉，却处于
亏损状态。目前，除了电视台的财政拨
款支撑外，视频网站的商业投资保证了
纪录片的量产。2020年，多家纪录片
制作单位与视频平台合作，逐渐从以
“版权采购+播出为主”进入到“联合制
作+少量自制+独播为主”的状态。电
视平台作为制作与播出的主力，也寻求
自制版权作品的网络多平台发行，部分
作品“先台后网”或者“台网联播”。此
外，一些电视平台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制
纪录片的新媒体效应，借助融媒体多平
台矩阵铺设，已经逐步建立起在互联网
平台的播出阵地，通过对大量纪录片储
备资源的拆条分发与二度剪辑创作再
上线，吸纳了大量粉丝。

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2021年，纪
录片市场有望进一步提升。腾讯的《风
味人间》第三季、优酷的《江湖菜馆2》
《大地私宴2》、B站的《来宵夜吧》《第一
餐》《丰收中国》《新疆滋味》以及金鹰纪
实的《吃遍宋词》《真香食堂》等多部美
食类纪录片即将推出。为庆祝建党百
年而推出的党建题材作品亮点繁多，如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纪录片中心制作的
《初心起点》《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
山东纪录片中心的《邓恩铭》、B站的
《红色中国》等。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题材的《小康中国》《行进中的中国》
等也将在今年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刘茵）日前，天津博物
馆“奇异新风——天津博物馆馆藏扬州
八怪精品展”在宁波博物院开展。

扬州画派在花鸟画和人物画方面成
就最高，尤其是花鸟画作品脱略时俗，风
格多样。此次展览汇聚了天津博物馆馆
藏扬州画派陈撰、华嵒、高凤翰、边寿民、

汪士慎、李鱓、金农、郑板桥、黄慎、李方
膺、闵贞、罗聘等 13位画家的 103 件
（套）精彩作品。其中，清代郑板桥的《华
封三祝图》轴、清代李鱓的《秋葵图》轴等
同时期代表性作品均在此展亮相。

据天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
是天津博物馆馆藏“扬州八怪”画作最

大规模的整体赴外展览，意义非凡。参
展展品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
将“扬州八怪”的绘画风格展现得淋漓
尽致，有助于观众系统地了解“扬州八
怪”奔放自由的艺术追求和颇具创造力
和想象力的艺术风格。

展览展期将持续至3月16日。

“天博馆藏扬州八怪精品展”赴甬展出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有报道
称，受疫情防控以及40强赛的潜在影
响，2021中超联赛开幕时间有可能大
幅推迟。对于正在集训的中国队来
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调整全国竞技体育单项比赛
和职业比赛复赛工作方案的通知》，明

确提出“非必要不举办”等重要原则，
优先恢复东京2020年奥运会、北京
2022年冬奥会、杭州2022年亚运会、
陕西2021年全国运动会所设项目的
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和职业比赛，其他
赛事暂缓复赛。在这种情况下，中超
按照原来计划3月上旬开始已不现实。

受疫情防控影响，世预赛亚洲

区40强赛大概率将采用赛会制，3月
开赛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去年全队
没有进行任何正式比赛，备战时间也
有限，所以中国队主教练李铁仍希望
在本期集训结束后，40强赛开赛前至
少再安排一期集训。如果中超推迟启
动的话，中国队的备战工作可以更充
分一些。另据消息，中国足协正在抓
紧做同组另外四家足协的工作，力争
让中国队后面四场比赛全部主场作
战，预期较乐观。

根据之前的方案，中国队下一期集
训安排在4月份。如果中超3月下旬开
始的话，势必踢不了几轮就将进入间歇
期，同时还必须考虑到4月份开始的亚
冠比赛，所以也不是合适的时间节点。
究竟何时启动为妥，中国足协、职业联盟
筹备组也无法确定，包括中甲、中乙在内
的三级职业联赛启动的方案有很多套，
但只能是看一步、走一步。

一旦中超推迟启动，对于还没有
吹响“集结号”的天津津门虎来说也许
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冬训时间不
至于太短促。不过，备受关注的津门
虎面临的困境，某些情况比外界已知
的还复杂，本周五是中国足协要求各
俱乐部递交2020年一线队工资奖金全
额发放确认表的最后期限，津门虎须
和时间赛跑。

中超开幕恐大幅推迟 津门虎须和时间赛跑

再战40强赛国足或全主场

本报讯（记者申炜）尽管有蓝军名
宿的身份加持，但兰帕德糟糕的执教战
绩最终还是让切尔西高层不堪忍受。
昨天，切尔西宣布解雇主帅兰帕德。

兰帕德在切尔西的执教成绩相
当惨淡，球队在过往的8场联赛中输
掉了5场，联赛排名位居第9，距离榜
首的曼联相差了11分之多，这让切
尔西高层已经无法忍耐。去年夏天，
切尔西花费了 2.2 亿欧元的引援资
金，买下了哈弗茨、维尔纳等实力派
球员，但这些人加盟之后却没有发挥
出个人能力。很显然，兰帕德要为这
一切负责。

切尔西老板阿布在换帅的问题上
丝毫不讲情面，这似乎已经形成了蓝
军的一个惯性，一旦球队战绩不佳，主
教练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下课的危险。
兰帕德2019年4月上任切尔西主帅，
至今带队征战84场，战绩为44胜15
平25负。从战绩上来看，兰帕德的下
课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更重要的一点
是，兰帕德失去了更衣室的信任，无法
激励球员的斗志。

切尔西向来有换帅的传统，自从阿
布入主之后，球队已经经历了14任主
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蓝军在更换主
教练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冠军。接
下来，图赫尔将成为兰帕德的接班人。
而切尔西之所以选择图赫尔，主要原因
是他执教能力不俗，上赛季帮助巴黎圣
日尔曼打进了欧冠决赛。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自北京冬
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场馆筹办工作走
过了五年历程，从选址规划到周密设
计，从紧张建设到转入运行测试，两千
多个日夜风雨兼程，北京冬奥会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竞赛场馆日前
全面完工。国家速滑馆“丝带飞舞”、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游龙盘卧”、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如意亮相”，依托国家
现代化发展成果打造的北京冬奥会竞
赛场馆，着眼长远、秀外慧中，将科技、
智慧、绿色、节俭四大场馆建设关键词
体现得淋漓尽致。

北京赛区共有6个竞赛场馆，为
各赛区最多，其中首钢滑雪大跳台成
为北京冬奥会首个完工的新建竞赛场
馆，国家游泳中心成为首个完工的改
造场馆，五棵松体育馆实现“当年开工
并完工”的改造提升目标。国家速滑
馆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冰上竞赛

场馆，是目前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
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规模创下世界体
育馆之最，但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四
分之一。延庆赛区前期在没有水、没有
路、没有电、没有通讯的“四无”条件下建
设，位于该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建
设条件艰苦程度可见一斑，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主赛道在位于海拔2198米的延
庆小海陀山上。张家口赛区场馆建设在
“摸着石头过河”中打开局面。2020年
11月，国际雪联专家对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进行场地预认证时，赞叹它是世界独
一无二的跳台滑雪场馆。
“尽管2020年全球遭遇较为严重

的疫情，但北京冬奥会北京、延庆、张家
口三大赛区共计12个竞赛场馆均按照
筹办要求在2020年底如期交付。国际
奥委会和多个国际组织对此高度评价，
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北京冬奥组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诸暨1月25日电（记者 苏
娅辉）在今天下午的场地训练中，天
津先行者男篮大外援托多罗维奇开始
恢复性训练。这是他在1月9日晚对
阵四川队的比赛中受伤离场后，首次
随队出现在训练场上。

与四川队比赛中，托多罗维奇上
半场两度遭遇对方球员“垫脚”，膝盖
和脚踝受伤的他在中场休息时被送往
医院。他的缺阵对天津队造成很大影
响，他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心里着急但
也没有办法。这些天，他一直在积极
进行康复治疗，在腿部疼痛减轻后，开
始在酒店力量房保持上肢力量训练。
今天下午，他随队出现在训练场上。
训练场位于海亮外国语学校内，大巴
车停靠的区域，有学生们的绘画、手工
作品等展示。托多罗维奇凑近观看，
为孩子们的才艺点赞。自从升级当
爹，他对孩子的关注更多了一分。由
于膝伤尚未痊愈，托多罗维奇还无法
进行高强度训练，在进行身体拉伸后，
他开始投篮罚篮练习。“毕竟是第一次
恢复训练，主要是找找感觉，膝盖情况
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国际篮联窗口期下月开始，托多
罗维奇已经接到了黑山国家队的调
令。“作为黑山国家队队员是我的荣
幸，我也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第
一个窗口期时，我参加了，当时我们赢
了。第二个窗口期我错过了，球队输
了。这次的窗口期，要看我的伤病恢
复情况。”如果CBA中间不歇赛，托多
罗维奇很想留下为天津队征战CBA。
但他将面临着黑山国家队对他的处
罚，禁止参赛三个月。而他一旦去参
加窗口期比赛，按照目前相关防疫政

策，他重新回到中国时很可能将面临28
天的隔离观察。“隔离真是‘够够的了’，
我的国家队队友们都知道，我已经成了
‘隔离典型’了，一直处于隔离中。”

为提升命中率，主教练刘铁特意为
林庭谦、孟子凯、金鑫等球员加强移动和
定点投篮以及罚篮训练，命中100次为
一组。林庭谦表示：“强化投篮确实挺
累，但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锻炼机
会。感谢教练特训我们，强化我们的能
力，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教练一直在为
我们捡球很辛苦。”

天津男篮大外援恢复训练

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全面完工

切尔西解雇兰帕德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昨天，2021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官方表示，将
调整一系列热身赛赛程安排，以帮助
72名因隔离而无法正常训练的球员
更好备战澳网。

共有72名澳网参赛选手因所乘
坐的澳网包机上有人员被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而不得不在墨尔本的酒店中
强制隔离，这使他们的备战颇受影
响。因此，澳网组委会对一系列热身
赛做了重新安排，让正在隔离中的球
员有多一点时间去准备比赛，更好地
专注于训练。

据悉，澳网开赛前的WTA500赛
事将从原计划的两场增加到三场，前
两场仍于1月31日至2月6日举行，
但参赛球员人数有所减少，第三场新
增的比赛供无法参与训练的球员参
加，将于2月3日至7日举行。还有一
场原计划范围内的WTA250赛事仍
在澳网比赛期间举行。澳网开赛前的
两场ATP250赛事和第二届ATP杯
的开赛时间均延后一天，分别改到2
月1日和2日开赛。两场ATP250赛
事的参赛球员也各增加到56人。

澳网调整热身赛程

黄金频道

电视剧

荧屏遥控器

■《小娘惹》第14、15
集秀凤请来老娘惹牡丹婆
督导珍珠和玉珠学烹煮娘
惹菜。珍珠毫无兴趣，随
意应付，玉珠却认真地
学。珍珠偷懒，要月娘帮
她舂香料，月娘不得不
从。玉珠经月娘指导，更
加得心应手。月娘因自己
目不识丁，遂要求玉珠教
她英文，玉珠答应……

天津卫视19:30
■《远方的山楂树》第

37—39集 宋赫男来到民
政局，她要跟彭天翼解释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但彭
天翼不听她的解释。两人
进了民政局，却撞上了前
来离婚的蒋欣童。宋赫男
找借口对蒋欣童说，彭天
翼的离婚请求是有预谋
的，而这一切的巧合正说
明了彭天翼是个伪君子，
他要跟精神恢复正常的蒋
欣童结婚。宋赫男决定不
跟彭天翼离婚，她不会成
全彭天翼和蒋欣童……

天视2套 18:25

■《宜昌保卫战》第
3—6集 卢作孚前往码头
视察如期进行。而军统方
面，也想借此次视察，揪出
这个潜藏的日本特务。因
为胡宜生的干扰，日军狙
击手没有刺杀成功。在追
捕间谍过程中，江美云不
慎肩膀中枪。胡宜生和日
军狙击手展开对峙，生死
瞬间，胡宜生掷出江美云
的外套分散了狙击手的注
意，一枪将其击毙……

天视3套 19:20
■《憨妻的都市日记》

第22、23集 董芸因为被
公司外派出差，让周斯韦
将一诺带回家照顾，并叮
嘱他好好督促女儿学英
语。一诺来到父亲家，对
金多宝全家非常不满。
她我行我素，用沉默表
达抗议。金多宝为了欢
迎一诺，做了一桌丰盛的
菜，一诺却独自泡方便面
吃，周斯韦十分难堪。陈
娅菲得知牛胜利去了北
京，要接金多宝回来，意识
到她满心期待的爱情就要
付诸东流，决定发动致命
一击……

天视4套 21:10

■《艺品藏拍》第一
位持宝人端上来一件“山
石”瓷器，它到底是笔洗、
鱼缸、花盆还是饭盆呢？
第二件藏品是一个繁复的
“山石”笔筒，会客厅连连
叫绝，却被持宝人当作了
化妆刷筒，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第三位持宝人是一
位年轻的书画人，为大家
带来的是一幅“金灿灿”的
“山石”书画，我们要如何
欣赏山石之美呢？

天视2套 20:45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娘惹

（14、15）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远方的

山楂树 (37—39）20:45
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好妻子

(35、36)19:20剧场：宜昌
保 卫 战 (3—6)22:15 剧
场：雪海(13、14)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憨妻的

都市日记（22、23）
天视5套（106）
19:35 2019至2020

赛季全国女排联赛半决赛
第2场 北京VS天津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33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45—5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