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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杂谈

□本报记者 赵大明

近来，我国各省份陆续发出“春节期间
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也就是“就地过
年”。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新春佳节也必将
多出一些别样的味道。身在异乡，怎么过
年？还好，我们有书籍和电影相伴。

世界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
——对于热爱读书的人来说，这个假期虽
然少了些家人团圆、走亲访友的热闹年味，
但也不啻一个享受书香时光的良机。在省
会一家私企上班的潘小伟告诉记者，春节
期间，除了会抽出专门的时间在网上学习
相关职业培训课程，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
赶紧把一年来买的书看一遍，“平时工作
忙，一本书常常翻不了几页就晾下了，现在
总算逮着机会‘清理存货’了！”

当然，除了宅家，“书虫”们也可以泡一
泡公共图书馆或者走进书店过过瘾。以
往，不少书店春节期间要么打烊，要么缩短
营业时间。一家书店如能及时完善服务举
措、调整到“春节模式”，尽力为读者提供更
为便捷、舒心的阅读消费环境，也是主动履
行社会责任、助力打造书香社会的善举。
针对今年的特殊情况，省内一些书店已经
做好了准备，比如 2019年 8月创始于郑州
的文化空间品牌星栖己书屋。创始人李璐
介绍，彼时，书屋经营了四五个月就遇到新
冠疫情，不得不闭店三个多月，对经营造成
了很大打击。于是她和团队一起积极作出
调整，一方面将一部分线下活动转移到线
上，另一方面，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阅
读会、星女性成长社群、星少年成长营、城
市生活家、星剧场等垂直性社群相继落地，
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会员。

“虽然短视频、电子游戏等娱乐产品分
走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但人们对知识的需

求、对广阔世界的渴望仍然是越来越强烈
的。书籍作为一种‘看世界’的工具和触发
更多想象的媒介，市场一定会继续扩大。
在信息过剩的年代，培养阅读习惯和分辨
信息纯度的能力也十分重要。”李璐说，在
书屋常常遇到为了拍照而走进来的顾客，
但也经常能遇到很多纯粹是为了读书而来
的读者，一待就是一下午。

李璐向记者表示，春节期间，星栖己书
屋会适当增加一些主题类活动，比如以《小
王子》俄语版 IP为主题打造的灯影秀、剪
纸手作、亲子烘焙等活动，还有一系列与财
商相关的亲子读书沙龙，教孩子学习理财
知识等。同样“春节不打烊”的，还有坐落
于商丘市好人公园内的大河书局归德书
屋。店长王勤介绍，书屋平时的主要业务
之一是为市民提供免费阅读服务。今年春
节期间，除了主题图书推荐以及一些文创
产品展示，书屋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如联合当地书法协会为大家写春联、送春
联，作家协会成员送新春祝福等，力求读者
开心、暖心。

影迷们也不会孤单。一年来，虽然经
历了半年左右的停摆、业绩均不同程度地
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大多数影院已
经渐渐回到了正常轨道，《我和我的家乡》
《姜子牙》《夺冠》等影片的票房表现也让人
“提气”。郑州奥斯卡熙地港国际影城市场
部经理季志勇向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去
年7月 22日至 8月 13日，该影院的上座率
约 30%；8月 14日至 9月 25日，上座率达
到 50% ；9 月 26 日 至 今 ，上 座 率 接 近
75%。“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影院所在商
场的人流量本就有所下滑，连带着商业体
内的影城业绩不比往年。很多家庭出于对
孩子的关心，也暂时不来了。”季志勇说。
不过，他对未来还是很乐观的，“今年春节

档的影片非常值得期待，目前来看，《唐人
街探案3》的预售成绩是最好的。”

记者了解到，除了当初未能如期上映
的《唐人街探案 3》，《你好，李焕英》《刺杀
小说家》《熊出没·狂野大陆》等影片也将在
2月 12日（辛丑年正月初一）与观众见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疫情影响以及近
年来网络电影产业结构改革的不断推进，
去年网络电影票房过千万的作品超过 70
部，体现出网络电影整体盈利水平的提
升。这其中既包括 IP改编电影，也涵盖了
一系列原创电影，类型、题材渐趋多样化。
喜欢在家“拉片儿”的观众，可以关注相关
资讯。

读书观影，携手前行。祝愿我们在提
高防疫意识、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过一
个不一样的“文化年”。2

□魏益君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远天归
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唐代罗隐的这首《京
中正月七日立春》，大意是：就像是扳着手指头数
着一样，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到了世间万物焕发
生机的日子——远方的大雁度过了寒冬，正从遥远
的南方飞回来，成群结队地在云端翱翔；近处水塘里的鱼
破冰而出，透出水面呼吸新鲜的空气……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意味着万物闭
藏的时光已经过去，开始进入风和日暖的春季。这样一个
美好的节气，撩拨着古代文人的文思，留下了许多赏心悦
目的“立春诗”——

草木和水面似乎能够最先感知到春的气息，宋代张栻
的《立春偶成》写道：“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忽对林亭雪，瑶华处
处开。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
梅。东郊斋祭所，应见五神来。”唐代张九龄的这首《立春
日晨起对积雪》，写出了古人的迎春习俗，表达出对春来的
喜悦。南宋朱淑真的《立春古律》，更是把人们喜迎立春的
情形写得惟妙惟肖：“停杯不饮待春来，和气先春动六街。
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休论残腊千重恨，管
入新年百事谐。从此对花并对景，尽拘风月入诗怀。”挑生
菜、卷春饼、剪幡胜……好一派迎春景象。

立春，也可以代表一种情绪的排遣，唐代杜甫的《立
春》透着淡淡的忧伤：“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
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巫峡寒江那对
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
诗。”杜甫从立春日互相馈赠菜盘的风俗起兴，回忆起当
年梅花开时在两京（长安、洛阳）过立春日的盛况，感叹自
己远客在外，归期未定，说不尽的伤感。唐代岑参的《题
苜蓿峰寄家人》，表述的也是立春时节羁旅他乡的落寞：

“苜蓿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
不见沙场愁杀人。”立春时，诗人正在塞外行役，寒风凛
冽，冰川塞路，山峰河流静默，他不可能与家人团聚，只能
相思。明代于谦的《立春日感怀》则写道：“年去年来白发
新，匆匆马上又逢春。关河底事空留客？岁月无情不贷
人。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孤怀激烈难消
遣，漫把金盘簇五辛。”一年年过去，白头发越来越多，戎
马匆匆里，又一个春天来临了。为什么长久留我在边
塞？岁月太无情，时间从来不饶人。念念不忘的是一片
忠心报国，但想起尊亲来便泪流不止。孤独的情怀难以
排遣，就凑个五辛盘应景吧！

立春读书，更是一种人生的惬意，南宋杨万里的《十
二月二十一日迎春》写道：“星淡孤萤月一梳，迎春早起正
愁予。土牛只解催人老，春意自来何事渠。官柳野梅残
雪后，金幡玉胜晓光初。却思归跨青山犊，茧粟仍将挂汉
书。”在牛角上挂上《汉书》，一手着鞭，一手翻书，言其贫
穷而不废读书。

“冰丝玉缕簇青红，已逗花梢一信
风。梦到谢池新雪尽，暖烟含雨绿
匆匆。”让我们沉浸在古诗文的韵
脚里，用心去感知春风的抚慰
和春阳的暖意吧。7

□赵大明

1 月 29 日，《2019-2020 年度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电影学

院联合发布。《报告》从 4100 万条用户评论

大数据入手，经逾 20 位行业专家进行学术

研讨，最终从 2590 万份网络文学作品中筛

选出 46 个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相统一、用

户评价高、具备影视改编潜力的网络文学

IP，并总结出相关的改编成功经验。它以

“社会价值”和“艺术品质与体验”为标准构

建指标体系，量化研究网络文学 IP 进行影

视剧改编的关键因素，探索建立了一套关

于“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潜力”的评价

体系，旨在为影视行业提供既符合政策要

求又经过市场用户检验的网络文学 IP 筛

选指南，并为相关部门实施科学管理、影视

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报告》顾问周结表示：“网络文学 IP

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与日俱增，制作上越

来越精良，不仅占据着热门网剧的半壁江

山，而且也成为海外输出网络视听作品的

重要组成。”的确，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发

展，网络文学已经从一种新兴文化形式转

变为拥有海量用户的主流文化品类。中国

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网络文学用户已达 4.67 亿，约占中

国互联网总用户数量的一半。网络文学的

成长，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于文学生产方式

的认知和全球文学世界的图景，更使网络

文学拥有了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的消费群

体。加之网络文学所具有的互联网原生特

点和竞争力，其已演变为一种重要的文化

资源，也有“资格”成为影视行业主要创意

和 IP 的源头。《报告》课题组负责人孟中认

为，作为一种几乎是中国独有的互联网络

文学化形态，网络文学成为孕育中国故事

的新鲜土壤并已经实现对外文化输出。因

此，用科学手段探索、评估海量网络文学作

品的影视剧改编潜力，对于促进网络文学

与影视产业进一步融合、推动优质 IP 的持

续塑造与增值、打造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中

国文化符号具有重要作用。

《 报 告 》发 布 了 两 个 榜 单 ，一 是

2018-2019 年度网络文学 IP 改编影视剧用

户评论满意度排名，上榜 IP 共 12 个，前三

名分别为《庆余年》《天盛长歌》和《陈情

令》。以《庆余年》为例，自 2019 年 11 月开

播以来，该剧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双平台播

放量累计超过 160 亿次。多角色的成功塑

造，是其改编前后用户评论满意度评分提

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与之前网络文学多

靠“一号主角”吸引用户的手法不尽相同。

此外，网络文学强调“情节”，而影视剧强调

“剧情”，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也强调故

事核心的一致性，这与行业共识相一致，也

印证了当下行业对“回归内容”的呼吁以及

用户文化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另一个榜单则是 2019-2020 年度网络

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潜力预测，共 46 个 IP 入

榜，分为三个阶梯。其中，《诡秘之主》《第一

序列》《大国重工》《天梯》因“人气高”“符合

主流价值观”“符合行业趋势”而位列第一阶

梯，它们在现实题材以及幻想类新类型题材

上有突出特点和优势，具有较高市场潜力；

《表小姐》《问丹朱》等 21 个 IP 为第二阶梯，

其中可看到古代爱情、历史、玄幻等市场传

统优势题材；另有《嗨！我的消防员先生》等

21个 IP组成第三阶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

阶梯里的现实题材作品占比近六成，与影视

剧改编市场需求趋势贴合。

从现实题材的广受欢迎、新类型题材

的亮眼表现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的“新生

力军”已经崛起。“现在网络文学所能提供

的对现实的关照，在传统严肃文学中甚至

不一定能提供”，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巍

认为，未来若要实现网络文学 IP 的成功改

编，一方面作者应与编剧建立更紧密的沟

通，另一方面网络文学题材应当更加百花

齐放，让观众始终保持新鲜感。

对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的研究，本

质上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依托互联网，抓

住产业趋势，打造出更多优质的文艺作品，

更多地发掘与讲好中国故事，做大做强现

代文化产业，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强人

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中国的文化

自信与文化软实力。这就要求从业者既能

尊重“故事为王、情怀至上、角色担当”的影

视创作规律，也能关注网络文学 IP 的创作

源头，将网络文学的创意和创新与影视剧

的生动表达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社会价

值与艺术价值相统一的作品。7

□刘昌宇

洋溢着时代正能量
的 电 视 连 续 剧《山 海
情》，聚焦脱贫这一宏大
主题，再现了上世纪九
十年代宁夏西海固的移
民，在国家扶贫政策的
激励和福建的对口帮扶
下，攻坚克难、接续奋
斗，将黄沙弥漫的“干沙
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

“金沙滩”的动人故事。
本剧塑造了一系列

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急
百姓之急，想百姓之想”的基层扶贫干
部马得福，看似“贼精”但为了集体利益
敢于担当的村代理主任马喊水，为帮助
贫困村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而劳心劳
力的杨县长，性格倔强、敢于拼搏的“女
汉子”李水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山海情》对扶贫干部的刻画并未落入
程式化、脸谱化的窠臼：因农田灌溉之
争，马得福火急火燎地带着村民去上
访；杨县长因移民人心浮动，对移民主
任疾风暴雨式地一阵痛批……对这些
人物的个性化揭示既各具特色又圆润
饱满，充满了层次分明的艺术质感，无
疑增加了内在成色。

播出之后，《山海情》赢得了广泛好

评，“老中青”各阶层人士
无不交口称赞，除了唱
响主旋律、热情讴歌基
层扶贫干部的感人事迹
外，还用观众喜闻乐见
的表现形式着力还原出
火热的现实生活，这也
是本剧真正打动观众的
又一内因。演员朴素的
衣装、两腮上泛起的高
原红、地道的乡间土语
等设定不但完全契合人
物身份，凸显出扶贫之
坚、之难，而且让马得福
等一众扶贫干部从衣饰

到心灵都能真正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融
为一体。鲜活的“地气”辅以略带喜感的
轻度抒情，再加上黄轩、张嘉益、闫妮、热
依扎等一众演员的真情演绎，自然让《山
海情》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以毫无违
和感的畅意表达燃爆荧屏，也中气十足地
点燃了普罗大众追剧的热情。

主旋律影视是常演常新的时代母
题，如何让这类宏大题材演绎得更加深
入人心，是影视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
题。《山海情》的成功在带来启示意义的
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守正创
新，在任何时候都是保持艺术常青的不
竭动力。守住根本，才能铸牢我们的文
化根基。7

□李晓伟

近日，汝州作家孙利芳所著《素心芳语》
一书问世，本书分为《悠悠乡情》《人间真爱》
《感悟》《游记》四辑。作者采用现代视角，通
过细腻的文笔，深入地还原出生活本来的风
貌，让被时光遮盖的尘埃重新风发灵动，引
领读者倾听那带着温度的花开花落的真情
往事。就像那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一样，以前总觉得它浅显直白、平
淡如水，不觉得有多美好。但随着时间的沉
淀，细细品读之后未免感慨丛生，幽美难禁。

《迎春花开》《以父为镜》《雪夜书香》
《我是你的眼》《窈窕汴梁》……清新雅致的

语言、平淡真实的感悟、恣意的行文风格、
广博的古典学识，在作者笔下一一展现。
那一份朴实的诗意，在不经意间离我们越
来越近。循着作者的文字看下去，仿佛能
听到潺潺的水声，看到那离离的荷叶，还有
那烟雾氤氲中的顾盼流光。当我们用心去
阅读、理解、体会这本风格独特的散文随笔
时，会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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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IP：影视剧改编的新宝库最是清新“立春诗”

花开的温度

□刘奕昕

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
乱，也让人心潮澎湃。从“细胞”到整体、从
外在到内在，关于经营模式的一切都在变化
和升华。在变化与升华中，一个个财富传奇
被创造出来。虽是传奇，但并非不可把握，
新产业、新业态也有其内在规律可循。新近
出版的《授权经济》，就是力图把握“授权经
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内在规律的一本书。

本书从定义到效用、从发展历程到发
展前景，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授权经济的“模
样”，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动漫授权经济具体
案例的得与失，力图为读者普及授权经济
的具体操作办法。它所描绘的授权经济图
景，是法治轨道上从品牌授权起步的诚信
经济，也是互联网经济版图上连接一切的

朝阳经济，是经济与文化、古老与现代、IP
与衣食住行深度融合的广阔天地，也是创
业创新、创造财富的康庄大道。

作者杨守民是教授，也是动漫集团的
总经理；作者陈保青从业范围广泛，有着丰
富的实践经验。两位作者重理论更重实
践，让这本书既接得地气又上得青云。

想跟上时代变化，就得志存高远，保持
敏捷，加快自我革新。《授权经济》正是传达
出这样的理念，让人借大地发力，去开拓蓝
天一样广阔的发展空间。7

授权经济的“模样”
《授权经济》

作者：杨守民、陈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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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脱贫战场的奋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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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书店、进影院，过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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