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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台

■歌手许丽丽与画家顾砚跨界合作

“半城山水一叶兰”画展即将开幕

追踪热点

传统文化如何面对现代传播语境？

中国故事的IP化道路如何走？

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符号是怎样生成的？

日前，第六届腾云峰会在上海举行，峰会以“生生不息”为主题，探

讨IP生态如何助力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和中国故事的影像表达。

本报记者 胡春萌

上世纪80年代，天津歌手许丽丽以
一曲《春光美》摘得央视第二届全国青年
歌手电视大奖赛冠军，成为家喻户晓的
明星。几十年过去，她转型专注于传统
文化，拜师学习京剧、鼓曲，多次登台表
演。年少时许丽丽曾在北宁公园畅观楼
做服务员，溥佐、慕凌飞、龚望等书画家
常到畅观楼交流作画，许丽丽也有机会
跟随溥佐之子毓震峰学画，对工笔花卉
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至今。

当年在畅观楼与许丽丽一起学画的
顾砚（爱新觉罗·恒岫），如今成长为知名
画家、津派宫廷画技法非遗传承人。6
月26 日，两人将重返北宁公园畅观楼，
举办“半城山水一叶兰”联合画展。顾砚
绘画功底深厚，除随毓震峰学画外，还得
到过启功、溥佐、王叔晖、溥佐弟子赵毅
等名家的指点，他的作品涵盖山水、花
鸟、鞍马、仕女图，意与景汇，景与情通，
既沿袭了清宫廷画高贵精致、中西合璧
的特质，也形成了笔法考究、内涵多元的
个人风格。他的静态山水画布局含蓄谨
严，格调苍劲典雅，笔墨精微多变，意境
悠远绵长，工整而无匠气。许丽丽的兰
草作品柔美婉约，藏露含蓄，润透雅逸，
给人以飘逸灵动之感，她说：“兰花被称
为‘国香’，象征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画
好兰花，人气质会变得更高雅。”特别的
人生经历，也让许丽丽的画作多了一份
收藏价值。

评：跨界让艺术有了更多可能性。

■“世界电子音乐奥斯卡”

7月北京开启全球海选

有“世界电子音乐奥斯卡”之称的第
四届丹尼奖国际电子音乐比赛(Denny
Awards)暨首届国际青年影音创意展新
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该比赛海选
将于7月1日开启，全球总决赛亦将于
今年在北京举行。
丹尼奖国际电子音乐比赛是丹佛国

际科技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目前已
成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电子音乐比
赛。从本届开始，该比赛将由中国传媒
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和美国科罗拉
多州丹佛分校联合主办，由中央音乐学
院作曲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加州大学等协
办，由ACG国际艺术教育集团作为赛
事独家承办方。
据知，丹尼奖意在鼓励青年人追

求卓越、超越自我的音乐创新与文化
创意精神，为全球原创音乐搭建国际
化的跨界交流平台。预选和决赛期
间，组委会将邀请北美、欧洲、亚太地
区顶尖的电子、流行音乐的作曲家、制
作人，以及影视导演和表演艺术家等
作为比赛评委。2021年全球总决赛将
在北京集中评选出世界电子音乐领域
的杰出音乐家和青年才俊。组委会将
于 2021年 10月 1日在官网公布决赛
入围名单。获奖选手将受邀参加丹尼
奖颁奖典礼及盛典活动，创意展获奖
作品将陆续以“国际青年影音创意展”
的形式在全世界巡展。
评：随着中国文化实力不断增强，越

来越多艺术类世界级赛事有了中国主办
方和选手的身影。

●新文创生态
探索中国故事的IP化道路

此次峰会上，国内外文化专家学
者和新文创实践者，集中展示了他们
在文化维度的思考与实践以及对新文
创的研究评论，探讨新文创如何助力
中华文化传下去、走出去。
十年前，腾讯开始探索中国故事

的IP化道路，并试水与超级IP联手推
动传统文化数字化和年轻化。2018
年，腾讯提出新文创战略：新文创，基
于互联网的共融共生，以IP构建为基
础手段，通过强化产业价值与文化价
值的相互赋能，创造具备全球影响力
的中国文化符号的文化生产方式。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

CEO、腾讯影业CEO程武说：“在这
个伟大的时代，有机会参与文化传承，
用热情和专业活化传统，是我们的使
命和荣光。”新文创作为数字时代的文
化生产新实验，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
程。这几年来，除了摸索各业务板块
的新打法，新文创不断追问的是：在宏
观价值层面上，“新文创要做什么，怎
么做，最终目的是什么？”
谈到新文创怎么做，程武指出，互

联网的开放，造就了今天百花齐放的
新图景；数字技术的进步，便捷了人类
充满个性的新表达。生生不息，既是
腾讯新文创发展的愿景，也包含了新
文创前进的方法论。生生以致不息，
生生方能不息。
他提出，腾讯将在生态圈的每个

层面，都对不同观念、人群、业态开
放；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坚持与
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赢；在面向未来
的每个节点，都要坚持开放的格局，
对新事物持包容态度，继续引进新伙
伴、新思想和新视角，创造丰富多彩
的精神文化产品。
谈及腾讯新文创的价值取向，程

武认为，作为一家科技+文化的公司，
腾讯一直坚持以技术赋能人，以服务
培育人，以作品滋养人。人的福祉，是
新文创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腾讯新
文创板块的共同使命，就是以好故事
致敬历史、讴歌时代、滋养心灵、激励
生活、温暖惠及所有人。”
过去一年，腾讯基于传统文化的

作品表现强劲。移动端上，云游敦煌
小程序独立用户数已突破900万，页
面总访问量近4000万人次。影视剧
中，电视剧《庆余年》播放量超过160
亿次，获得了中国电视剧最高奖“白玉
兰”奖；阅文IP改编剧《赘婿》一开播，
即成为现象级爆款剧。国际舞台上，
腾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学术机
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
（CIPSH）达成战略合作，传播数字文
化生产的中国经验，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分享中国智慧。

程武表示，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
中，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典籍里蕴含
的光辉，烛照我们前行的道路。在灿
烂而深沉的中华文化面前，我们始终
心怀敬畏，感念前行。腾讯新文创将
继续扎根传统文化，深耕本土IP，讲
好中国故事。“一路走来，我们和众多
合作伙伴一起，用数字技术让传统文
化以可知可感可观的新形式走入日常
生活，让传统文化活起来、酷起来、火
起来，让逐渐远去的艺术和美回到当
下，滋养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优秀IP改编
不同表现方式都承载人性渴望

近两年，由热门网络文学IP改编
的作品，如剧集、动漫、电影屡创收视
新高，更在后续游戏、线下实景娱乐、
IP衍生产品等方面拓展出多种商业
模式，网络文学 IP 的价值不断释
放。然而，在这样的改编过程中，也
出现了不少失败的案例，试错成本也
是很高的。专家学者也着眼于此进
行学术研究，以期找出问题根源，摸
索出较为规范的开发途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介绍：
当下，整个文化市场呈现出了全新的
格局，原来各自为政、相对封闭的各个
部门或者是各个板块，现在越来越多
地出现了越界、破壁、融合，在这个过
程当中，又不断推动这样子的传播、流
通，同时这个过程又互相刺激、相互催
化，结合出新的文化产品。

这背后有一些推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是科技，最明显的就是数字
影像，包括网络和流媒体的技术，这
个技术我认为就像一把钥匙或者某
种外来的动力。另一方面，相对应的
内在动力是什么？

外来的动力其实作用于我们以往
的、很传统的东西，包括一种人性，比
如我们渴望一些东西，我们想象一些
东西，这是深植于我们人性当中，自古
以来就有的，我们梦想的美好生活，我
们需要更另类的体验或者生活在别
处，或者我想体验另外一个“我”，我想
要看另外的世界，了解其他的一些人
生，这个是自古到今永恒的人性。

永恒的人性以往都有它的表现形
式，都有它的载体，比如文学、戏剧、绘

画、音乐甚至更传统的舞蹈。在以往
传统的媒介当中，它承载的就是这样
一种人性的渴望，但是不同媒介当
中，它的承载、它的表现方式都不一
样，而且每种媒介都有它的局限。今
天的IP改编、跨界融合，一定程度上
打破了这些局限。原来我们只能通
过一种想象或者朦朦胧胧的暗示、象
征、修辞，表达人性、梦想、希望、渴
望，今天我们都能够以一种更加具像
化的、活色生香的，甚至有气味、可触
摸的方式去表达。更重要的是原来
我们对文化产品就是被动接受，我就
是一个读者，作者给我什么就是什
么，可是今天读者、观众、用户越来越
活跃。我们用一个哲学词就是主体
性，当下是一个用户主体性活跃的时
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时
候就需要打破原来的界限，需要一种
文化的多样性。技术在这个过程当
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能让读者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甚至有更多创造，更多
参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读者也
获得更多的沉浸感。

在谈到一项成功的IP改编有哪
些关键要素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
昌勇表示：我觉得网络文学和相关IP
改编，仍然处于产业的状态。更多从
产业角度来看网络文学，在 IP改编
时，可能创作者或投资者更多是关注
一个IP有多少受众，从而评判它的价
值，而并没有从网络文学本身的文学
价值、艺术价值，去考量它有多少可转
化的价值。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矛盾，
可能我们未来要注意这样的错位。要
知道当作品转化以后，一个IP的最初
阅读者未必100%来看新作品，所以
更多还是要看它的内容，去科学地分
析其转化的可能性和它转化后作品的
受众和市场。

具体来说，网络文学一般都是海
量的，转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
需要大量的改编。如果是两个小时左
右的舞台剧，它的文字承载量是多
少？两万字足够了。两百万字甚至更
多的字怎么转化成这么少的内容？很
多制作机构单独邀请专业的剧作家改
编，由原作者改编也有，但是不一定都
能够做成功。

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如何选择
IP？如果让它真正的成功，还是要对
IP内容做研究,要研究转化后面对的
新受众群体。

●文化传承
经典需经历时代下的重生

在新的技术条件、新的时代下，科技
和人文如何携手来推动文化的发展、文
明的进步，相关与会专家也给出了自己
的见解。
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故宫特邀古

琴专家杨致俭表示：在今天这样的时
代，假如我们想要把古琴这个伟大的艺
术传承下去，科学技术能帮上什么忙？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要创造出属于这个
时代的作品。现在是数字化时代，给予
我们的工具、给予我们的力量、给予我
们的传播性、可行性，我觉得这是历史
上最大的机会。比如说古琴制作里，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唐代古琴照片
会因为镜头的焦距变形，现在有数字化
的东西，完全可以把内部结构看得清清
楚楚。过去的条件下，古琴里留下的文
字信息，用肉眼完全看不到，现在用内
窥镜都可以看到。更有甚者，有的古琴
在宋代的漆到了明代不行了，上面又覆
盖了新的漆，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完全
可以看到在明代或者清代的漆层下，宋
代的铭刻、文字到底是什么。对古琴的
材料、结构有全面数字化的基础来让人
们学习研究，我觉得对一些理论和实践
提炼是有巨大促进的，包括美学的统
一、音响学的统一、材料学的高度融合，
这是宋代人、唐代人、明代人完全没机
会做的事。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主任祝晓风谈到：目前，历史小说在网络
小说中占据的比重非常大，接受度非常
高，这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因
为中国的历史从时间上来说，是绵延不
断的；从内容上来说是博大精深的。历
史内容非常丰富，所以从创作者角度来
说，这是很大的宝库。不论是几百年、
上千年的文学创作，还是最近二十多年
网络小说的兴起，历史题材都是取之不
尽的宝库。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中国
文化的历史优势和文化优势。从读者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人从上到下，大
众一直有一个很深厚的历史情节，这种
历史情节在文学市场上有广阔的基础，
在不同的文学类型里，历史题材是非常
有市场的，历史题材类网络小说受大众
喜欢就很自然。

以前听评书，听什么？《三国演义》、
《岳飞传》等，这都是历史题材。像中国
第一流的作家鲁迅也写过很多历史小
说、比如《故事新编》，还有很多一流作家
都写过。人人都有一种参与历史的冲
动，但是一般人在面对历史、面对未来
时，大多人的参与度很有限。现在人们
找到这么一种形式：穿越。网络作家们
写明朝的事，写一些小人物，把自己代
入，写很多情节，和历史人物结合，改编
了历史的进程，一些历史的场景、历史流
程，用这种方式参与进去，是一种心理满
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受众以一种自
发的形式，把一些传统历史文化通过这
样一种参与传承下去。

阅文集团总编辑杨晨，在介绍阅文
这几年为传播传统文化所做的工作时
表示：一方面我会将各种有能力、有才
华的作家聚集到平台，为他们提供基
础服务。另一方面为他们的作品进行
包装、运营推广，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
优秀的作品，同时也会对这些作品进
行相关的衍生、开发和改编，让作品可
以有更多的形式跟更多的读者、观众
见面。我们一直觉得带有传统文化色
彩的作品特别值得提倡，所以我们对
于这样的作家一直以来都是特别重
视，我们也是一直秉承“把他们服务
好”的理念。一方面，我们会长期对这
些作家进行基本的扶持和激励。比如
说传统的一些作家福利，当作家新书
开题之后，每个月有1500元的全勤奖
励，这样可以在作家一开始收入比较
低的时候，帮助他们度过自己的低潮
期。还有非常规的福利，比如“文娱改
造”，针对足够优秀、足够精彩的特殊
作品，会给予额外的保底。特别是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比较正能量的作品
会给予额外的保底、买断政策，让这些
作家能够比较舒适地进行写作。像这
样的作品，我们会给予点击加成，平台
上本身有一套比较公平的推荐体系，
根据数据决定哪些书能够获得推荐资
源，对于这类作品会给予数据加权，让
他们更有机会获得资源，更有机会和
读者见面，一定程度上起到引领作用，
一方面是保护现有的作家，另一方面
是吸引更多的作家加入到这样的创作
队伍中。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层面上，
现在随着海外站的建设，越来越多的
作品会翻译成英文和大家见面。
“文化的传承并不是历史的重复，而

是时代下的重生。”杨晨最后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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