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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演唱会

未来需要更多新花样

“怀旧风”席卷而来

“情怀”成为线上演唱
会的必杀技

5月 27日晚，“音乐教父”罗大
佑微信视频号线上演唱会和“亚洲
天后”孙燕姿抖音线上唱聊会同时
开演，两大实力唱将“隔空对垒”的
场面实属罕见，让粉丝大呼过瘾，也
为这个沉闷的夜晚带来了一份特殊
的回忆。

当一首首经典老歌再次在耳畔
响起，承载着无数人青春的回忆一
下子涌上心头，“爷青回”“泪奔”等
弹幕瞬时间刷满整个屏幕。你最爱
听罗大佑的哪首歌？当年和你一起
看孙燕姿演唱会的人现在还在你身
边吗？听到孙燕姿的《遇见》你会想
起谁？一时间由线上演唱会引发的
话题讨论铺天盖地席卷整个网络，
人们彼此分享着青春的故事，听着
熟悉的歌曲，音乐仿佛也在这一刻
治愈了每个人的心灵。据直播平台
数据显示，截至当晚直播结束，罗大
佑线上演唱会观看人数超过3000万
人，孙燕姿线上唱聊会结束时观看
次数达2.4亿次，线上演唱会的网络
影响力可见一斑。

就在不久前的5月20日和5月
21日，周杰伦“地表最强”“魔天伦”
两场演唱会线上重映更是将气氛带
入高潮。虽然两场演出并非线上直
播，却丝毫没有削弱它的影响力，两
场线上演唱会累计获得近亿次点击
量，朋友圈和微博也相继被刷屏。
虽然隔着冰冷的屏幕，无法真实地
感受到当年演唱会火热的现场气
氛，但当《稻香》《青花瓷》等歌曲响
起时，屏幕前的网友们还是会不由
自主地跟唱，并把跟唱的照片、视频
发到网上，跨越时间与空间距离的
“世纪大合唱”再次在网络上演。更
有网友晒出自己已延期了两年的周
杰伦演唱会门票，表达着自己对恢
复线下演唱会的期盼。

纵观近年来成功出圈的多场线
上演唱会，不难发现“情怀”成为了
线上演唱会的必杀技。从张国荣、
刘若英、西城男孩，到今年的崔健、
周杰伦、罗大佑、孙燕姿，曾经追过
的偶像重新出现在荧幕上，歌手与
歌迷更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通过
音乐诉说着彼此的境遇。

当人们开始逐渐接受和习惯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生活模式，音乐
或许可以起到治愈人心的作用。当
一首首留在几代歌迷心中的经典歌

曲被再次唱响，属于人们心中的那
份共同的回忆与思念被唤醒，那份
久违的感动也一下涌上心头。

各大平台凭借敏锐的嗅觉，将
一波波“回忆杀”奉献给观众，老牌
偶像的集体回归和中青年歌迷的怀
旧情结，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全民
狂欢，也将线上演唱会的频频破圈
变为现象级话题。但在乐评人龙平
看来，“怀旧”并不能成为线上演唱
会的制胜法宝，过于频繁地利用怀
旧这股风，只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
劳：“线上演唱会与线下演唱会有着
截然不同的特性，虽然艺人在演唱
会上往往会选择演唱经典歌曲，但
线下演唱会每次所呈现出的现场效
果和感受都不尽相同，并不会带给
观众过于重复的感觉，而线上则不
同，缺失的现场氛围感需要靠不断
创新的内容和形式来弥补，以带给
观众更为真实的视听体验，只有这
样才能保持线上演唱会的新鲜感和
惊喜感，这就需要从业者更为用心
地付出和努力。”

科技助力视听体验

线上演唱会也可以玩
出新花样

诚如上文所言，情怀仅仅是线
上演唱会成功破圈的一条捷径，一
味地消费观众的怀旧情怀只会带来
审美疲劳，无法成为线上演唱会长
久发展的保障，如何保持线上演唱
会的新鲜感和惊喜感是摆在业内人
士面前的又一难题。

近年来，随着4K超高清、5G网
络、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新
技术的出现，为线上演出场景的多样
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增强了线上
演唱会的临场感和交互性，带来了全
新的视听体验。

近日，一场靠美出圈的线上音
乐会火遍全网。6月2日，在世界海
洋日即将到来之际，腾讯音乐娱乐
集团（TME）与 LA MER海蓝之谜
联合奉献了“寻声蔚蓝 向海而生”
2022共愈新生线上公益音乐会。整
场音乐会以海洋为创作灵感，通过
光影打造出梦幻唯美的沉浸式海洋
世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大海之中，
在一片蔚蓝的包裹下逐渐找到心的
方向。

演唱会由“蔚蓝灵感”“蔚蓝倾
诉”“蔚蓝心动”“蔚蓝守护”四个篇
章组成，集结了毛不易、袁娅维、阿
云嘎、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等华语

乐坛优质歌手与音乐人，演唱会还
邀请了国际钢琴艺术家吴牧野、北
京当代芭蕾舞团、天使童声合唱
团。四组音乐人与国内顶级艺术
家、舞蹈家、天籁童声一起倾情演
绎，奉献给观众一场既出圈又治愈
的超自然沉浸式音乐之旅。

平静的海面上，毛不易乘孤帆
而来，清澈的声音与现场相得益
彰。“寄一片蔚蓝给眼底收藏，守护
我对纯真的那抹向往”——全新海
洋公益歌曲《蔚蓝新生》让更多人感
受到源自海洋的无尽新生能量，一
首《海上日记》更是治愈了那些为梦
想而漂泊在远方的人们。

沉浸海底，袁维娅用《月亮忘
了》《旅行中忘记》缓缓描述着大海
的美丽，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与海同
行；逆光而来，阿云嘎以一曲《心岛》
道尽大海与人类的羁绊；潮水涌动，
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在《HAILING
DRUMS》《SOUNDS FOR CELE-
BRATION》中诠释了大海澎湃的力
量，音乐自由的呐喊声仿佛可以冲
破天地，直击人心。

波光粼粼，国际青年钢琴艺术
家吴牧野化身“海上钢琴师”，以肖
邦谱写的钢琴独奏c小调练习曲《大
海》奏出“人与自然”最美的乐章；逐
月而来，与海共舞的北京当代芭蕾
舞团，用现代舞作品《烁》暗喻人类
与海洋的交织与共存，完成了中国
古人“天人合一”哲学艺术化、音乐
化地传达；至真至纯，天使童声合唱
团的孩子们用最纯净的声音合唱
《光亮》，唱出对海洋的向往。

整场演出虽然只有短短两个
半小时，却让观众完全沉浸其中，
直至结束仍意犹未尽。“仿佛真的
在这么一个纯粹的海洋世界里，都
不想回到现实了。”“真的太震撼
了，好久没去看过海了，在都快忘
了海有多美的时候，好在还有这样
一场音乐会提醒我，大海究竟多么
有魅力。”极致的视听盛宴带给人
们无尽地感动，而这样一场线上公
益音乐会之所以能够“美出圈”，其
关键在于它不仅美出了圈，更美进
了人心，这要得益于TME背后对
于音乐会在内容、情绪与共鸣上的
精准把握，在掌握流量密码的同
时，也兼具匠心与品质，只为带给
观众最好的视听感受。

以科技加持艺术已然成为演艺
行业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并做了很
多大胆的尝试。2021年张靓颖线上
演唱会“Future Retro”将国际顶尖
的XR技术运用于舞台场景搭建。
银河系、海洋、烟花等虚拟场景通过
科技呈现在荧幕之上，创造出沉浸

式的观赏体验，带给观众极强的视觉
冲击。在五月天“MAYDAY FLY
TO 2022五月天陪你跨年演唱会”上，
在五月天演唱《香水》时，伴随音乐现
场场景不断变化，埃菲尔铁塔和鸟巢
体育馆仿佛触手可及……

三川汇文旅体研究院研究员张雅
舒认为，演唱会从线下走到线上，是时
代的选择，也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
势。新技术的运用让时空的界限模糊
了，让观看的效果变好了，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视觉上的丰富体验，也是交互
方式上的潜在变化。技术不只是对演
唱会表象的一种简单升级，更是对演
唱会实质的一次深刻变革。

跳出传统极具特色

是线上演唱会长久发展
之道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
线下演出场次大幅度骤减，据相关数
据显示，2020年一整年，国内演唱会
线下演出总场次不到1000场，票房仅
8亿元左右。2021年，累计延期和取
消的线下音乐演出超过2万场，直接
损失将近20亿。为改变这一现状，各
大音乐平台和直播平台纷纷转战线
上，尝试新的发展方向，线上演唱会
也逐渐成为行业发展新的主流业态。

2020年，在疫情爆发初期，线上演
唱会以“卧室弹唱”的形式走入大众视
野，歌手艺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录制
音乐视频，以此来鼓舞全国人民战胜
疫情的决心。由微博、网易云音乐、大
麦等主办的“相信未来”线上义演首场
直播在线观看人数就达1.04亿人次，
四场演出累计在线观看人次达4.4亿，
王菲和常石磊为疫情而改编演唱的
《人间》，更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带给
很多人温暖。

2020年 3月，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全新推出全景音乐现场娱乐品牌——
TME live，旨在通过线下筹办+线上
直播以及纯线上呈现两种形式，利用
多场景、创新形态的演出模式与数字

影音技术，打造音乐娱乐演出线上线
下全景生态。两年内，TME共举办
120 场线上演出、已为孙燕姿、张靓
颖、袁娅维、萧敬腾等众多歌手打造
过线上音乐会；抖音也在同期推出直
播厂牌“DOULive”“DOULive沙发音
乐会”，两周共计超50位华语乐坛音
乐人参与其中，累计66场直播；同年
10月，网易云音乐也正式推出线上演
出品牌“云上LIVE”，举办了包括TF-
BOYS七周年演唱会、潘玮柏第12张
个人专辑《Mr.R＆Beats节奏先生》首
唱会、苏打绿分身乐团“鱼丁糸”出道
live等。

线上演唱会的爆发式发展，让业
内人士看到了行业转型的希望，不少
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是全新打造的直
播音乐会，还是经典现场的重映，只希
望可以通过线上演唱会这种形式令行
业焕发生机。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
可行的，而当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这
一领域，人们不禁开始思考，线上演唱
会的火爆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当线下
演出恢复后，线上演唱会还是否有存
在的必要？

日前，2022草莓音乐节官宣重启，
即将在7月分别在海南和哈尔滨拉开
帷幕。其中，海南场次的阵容已经公
布，新裤子、达达乐队、告五人、大波
浪、曾轶可等人气乐队和歌手加盟，整
体延续了此前2021年的配置，令歌迷
们充满期待。

但在相关从业者赵杰看来，线上
与线下其实并不冲突，人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喜欢的观演方式，线
上演唱会仍然有它存在的必要：“近
两年的不断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线上
演唱会未来所具备的巨大潜力，庞大
的网络用户就是潜在的受众，加之数
字技术的加持，线上演唱会已经完全
脱离了线下演唱会的枷锁，观众完全
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业内将会打
造出越来越多极具风格特色并具有强
烈视觉冲击的优质线上演出，这是线
下演出所无法达到的，我们也十分有
信心，在未来可以将线上与线下进行
更为紧密的结合，形成全新的行业发
展业态。”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追踪热点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线下演出纷纷停摆，网络逐渐成为

大众娱乐的主战场，线上演唱会应

时而生，凭借一股“怀旧风”成功出

圈，引发现象级传播，也为略显疲

态的演艺市场注入一丝新的活

力。如今，线上演唱会急速发展，

逐渐成为演艺行业发展的主流业

态，各大视频平台也争相入局，只

为分一杯羹。但少了荧光棒、大合

唱的演唱会还会是人们心中所期

待的演唱会吗？线上演唱会这股

“怀旧风”究竟还能刮多久？未来

的路又该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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