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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立群

作为在河南生活了近60年的“老河南”，今年看到了河南卫
视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四大传统节日期间推出的《唐宫夜宴》
《纸扇书生》《洛神水赋》等节目，受到人们的喜爱，非常兴奋。

这些节目，忠实贯彻了国家广电总局做好文化类节目、做好
“中国节日”、讲好中国故事的正确导向。

我只想讲三个词：敬畏、视野、创新。
第一个词：敬畏。

“中国节日”是传统农耕文化的节日。
四大“中国节日”皆源自农耕文明，而且大都来自“祭祀”。
春节源自传统中国社会的腊祭，端午源自龙图腾崇拜，清明

源自祖先信仰（祭祖）和春祭，中秋源自秋夕祭月。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在传统中国社会，国

家祭祀，是极为重大的事件。
没有敬畏，就没有尊重、没有弘扬。
做好以“中国节日”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首先需要敬畏我

们的传统文化。
这种敬畏必须发自内心，发自热爱，这对电视人是一次督

促、检查。
第二个词：视野。
做好文化类节目，需要非常广阔的文化视野。
什么是“文化视野”？
我理解的“文化视野”是一种文化的广泛，是深入的深刻认知。
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并

不限于诗、词、曲、赋、散文、骈文、戏曲、舞蹈、绘画、书法、宗教，
以及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里面蕴含着大量可供我们借鉴、使用的素材，已拍摄的场
景，为我们以“中国节日”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提供了极为丰富
的创作素材、创作灵感。

中国电视的文化类节目并非只有河南卫视“出圈”的这几种类
型。放在极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这只是万顷碧波中的一勺
清水，是浩瀚大海中的几朵浪花。更多的内容，更新的形式，将会在
这次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的重要会议之后，遍地开花。

我们期待着。
第三个词：创新。
做好文化类节目，特别是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创新。创

新是一种痛苦，创新又是一种快乐，创新是一个先苦后乐的过程。
创新带来的高度和重量级的关注度，决定于作品的原创性、

新颖性。原创和新颖来自灵感。
灵感来自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一幅画、一首诗、一篇赋，都可

能带来灵感。其中，大家应当关注平时不被特别关注的传统绘
画，它往往能给我们提供直观的人物、服饰、场景、故事，这是
构成一个节目的基本要素。

另外还要“融合”，融合古今，融合各种艺术表现手法，
融合阳刚和阴柔等等。③6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单霁翔

我长期从事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工作。工作
中，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搞好文化遗产保护，就不能将其
视为一项专业的、部门的、行业的、系统的工作，而必须要将文化
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全民共同的事业，让文化遗产走进人们的现
实生活，让人们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让人们爱上文化遗产，
加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列。只有使广大民众都能拥有文化遗
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才能让文化遗产资
源“活起来”。

去年我在山西壶口参加世界旅游联盟“大河文明旅游论坛”
时，一位埃及驻华使节在致辞中说，埃及有五千年文明，比中国早两
千年。当时我感到特别难受。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
者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已“满天星斗”般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
明，无论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是辽河流域、珠江流域每年都有
重大发现，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是
这位埃及驻华使节竟然不知道。这让我感到，传播中华文明、讲好
中国故事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文化传播才能得到世界的了解和认
同。

去年，我们组成了“布鞋男团”，通过在世界遗产中寻找、行
走、交流、体验、守望，讲好每一处世界遗产的突出价值，讲好鲜为
人知的世界遗产故事，讲好申报世界遗产的艰辛过程，讲好申报
成功以后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希望通过
这档节目使更多的朋友走近世界遗产，感受世界遗产的文化魅
力、爱上世界遗产。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基本达到了这些效果，也
有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地希望早日走进这档节目。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国家广电总局这些年来一直鼓励我们加
入文化类节目，对《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节目给予的悉
心指导，使这档节目成为独特的具有创新性的文化类节目。所谓
创新，就是要和年轻人的关注点相结合，通过年轻朋友喜欢的方
式，作出美的呈现。我想，《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的成功经验也
在于此。

作为一名在文化遗产领域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老兵”，
我有太多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古
国，无论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长城文明、大运河文明，还是丝
绸之路文明等，都可以讲出很多引人入胜的中国故事。现在我
也在和朋友们探讨拍摄 20世纪建筑遗产、历史文化名城、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节目题材。

今天我们身在的河南，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省，有洛
阳、开封、安阳、郑州等古都，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在这里汇聚，还
有 20世纪文化遗产红旗渠等，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想，我
们可以通过文化类节目讲好这些故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出去。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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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俞虹

我国媒体的文化节目自2013年就开始明显发力，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次河南卫视
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破圈突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在节目的表象与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认识、归纳、学习到什么
共性的可借鉴的经验，同时在当下文化节目传播中又存在着
哪些需要我们规避的问题呢？下面我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解析：为什么破圈儿？
总体上讲，“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能够立足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在叙事方式、形象呈现、艺术
形式、接受体验、传播渠道等多种角度，最大化地完成了吸引
并黏合观众的传播功能，特别对青年受众心理有所照应，从而
完美破局。其中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艺术形象角度——辨识度高。“唐宫小姐姐”形象特征鲜
明、时代烙印清晰、服饰符号典型、形体语言鲜活，是传统与现
代完美融合的影像艺术作品。

文化土壤角度——关联度强。河南是中原文化主要区
域，从开封、洛阳走出“唐宫小姐姐”是非常自然妥帖的。

审美角度——趣味性浓。“小姐姐”们步履细碎，表情丰
富，诙谐轻松而有趣，既有历史感怀感又有当下认同感，所以
可以产生大众情趣的共鸣与审美愉悦的共生。

传播策略角度——叠加力度大。主创将节目成组成系列
地创作播出，从春节《唐宫夜宴》舞蹈，到元宵节“唐宫小姐姐”
从博物馆穿越到洛阳应天门、明堂等；再到清明节、端午奇妙
游和《洛神水赋》，乃至策划准备中的七夕、中秋、重阳节目，以
一个审美意象串联起一个个传统节日，通过同一形象不同节
日背景的叙事重构、影像再造，在连续叠加创作、传播中，开拓
历史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从受众接受角度，也有了持续的

期待心理，且适合碎片化传播。
二、思考：启示与发展
1. 做出、做足引领性是主流媒体的担当、优势所在，也是

主流媒体突围的必由之路。融媒体时代，传播主体的责任意
识与担当，在融的思维模式里，一定更要有内容为王、价值引
领为首的文化自觉与担当。媒体融合要从着眼于渠道融合、
节目形态传播方式的变更，转换到对价值引领和优质节目的
创作中去。

2.要努力让节目被青年人关注。抓住青年就是抓住未
来。青年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未来发展的栋梁；是网络传播
中最活跃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因此通过文化节目影响、塑造
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审美品位，意义深远。

3.偶然性与必然性。爆红确实是很难预设的，是可遇难求
的。但是，所有的偶然都会有其必然因素，要提高偶然的概
率，是需要对必然因素有所认知的：其一，节目主创的媒体经
验与表演者具有非常好的专业支撑；其二，河南中原文化的厚
土；其三，近年来河南台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上做了大量工
作；其四，国家广电总局和相关部门一直以来对创新创优的引
导扶持。

4.创新与坚守。有底线、有分寸的创新，要处理好几组关
系：创作中的雅与俗、新与旧、美与丑、精与泛；成果中的大与
小、全与特、早与晚、远与近；工作中的急与慢、长远目标与近
期目标等。创作中要注意对不同内容与题材的节目呈现上的
独特性唯一性，增强辨识度，塑造个性。避免传统文化的阐释
手段较为单一，甚至不同节目都使用同样的视听修辞手段，导
致节目间的类型辨识度越来越低。同时，要加强方法论的训
练，让更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作为主导。

总之，一个好案例出来，需要通过认真研究分析，获得更
多的启迪，使之价值意义放大。③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冷凇

地方台创意文化类节目，建议以稀缺的独有的文化资源
开发为先。从《唐宫夜宴》到《洛神水赋》的火爆，河南卫视深
掘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历史文脉，将国风国潮
极致演绎，盘活了中原大地文化资源，赢得了口碑，也给出传
统卫视突围的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

对未来文化类节目的发展，想提几点建议。
一是要突破诸多局限与边界，发挥形态融合的优势。未

来，融合式的艺术形态会越来越多，有剧情类综艺，也会有纪
实类电视剧，微电影短视频都将进入电视领域，边界会越来越
模糊。建议不要在创意之初，就给文化类节目下类型定义，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突破了传统晚会的思路，本就是一次去
类型化的成功。

未来的文化类节目策划，建议具备场景思维、垂直思维、
极致思维与美学思维，突破传统电视形态认知的边界，突破以
演播室和户外论形式的局限。

另外，要在多美学品类中挖掘文化自信。《唐宫夜宴》在大
唐辉煌中呈现出诙谐与逗趣之美，《洛神水赋》展现了一种婉
约之柔美和想象力之美。一支舞蹈让我们品出中国美学，有
人文之美、服饰之美、色彩之美、神态之美，足见舞蹈艺术可挖
掘的空间。

二是要善用传播闭环讲好中国故事。河南卫视是传统电
视平台，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其处境几乎是所有电视台的缩
影。然而不断“出新”的河南卫视，借着中原丰富厚重的文化
资源优势，主动走入了媒体融合的传播闭环之中。

电视屏幕是超级宣推、精品创作、价值引领。视频网站是
前沿探索和圈层传播，为受众建构“细分影院”。微信微博是

舆论战场，社交媒体构建的虚拟公共场域是传播链条上的重
要中间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发酵”作用。

每逢佳节都是一个社交流量的重要入口，在朋友圈和微
博的同频共振中藏着最生动的中国故事与家国情怀。短视频
则开启了文化交流的全新模式，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体现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

三是要以文化觉醒带动产业崛起。借助文化类节目培养
正能量的人格化 IP。从《唐宫夜宴》中憨态可掬的“唐宫小姐
姐”到《洛神水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两个节
目中的“主人公”让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文物、记载于古籍
中的人物“活”了起来，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挖掘传统文
化的宝藏中，完全可以打造出超级 IP。

唐宫文创采取双端联动式开发的形式，一方面与盲盒、手
办、汉服、游戏等行业头部企业合作开发联名款系列手办，另一
方面与工艺美术大师联合进行原创开发，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四是要积极释放文旅产业叠加的双重效应。在亮相河南
春晚之后，《唐宫夜宴》等节目的舞者身着锦衣华服出现在郑
州东站、如意湖畔、炎黄广场等郑州地标打卡处，这种线上与
线下联动、典型人物与地标建筑结合的创新宣传方式带动了
河南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上，《唐宫夜宴》不仅带来了一场秀
逸韵致的国风舞蹈，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革新了传统文化的
宣传模式，而这种颠覆式的文化创新为“文化+旅游”带来显著
的“跨界”产业化赋能，让“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河南博
物院彻底“出圈”。

通过河南卫视对于传统节日的演绎，我们发现中华传统
文化是极度的浪漫，它既藏在浩瀚长河里，也藏在繁华烟火
中，我们希望在传承弘扬中能有更多带着浓浓“烟火气”的精
品佳作出圈。③6

创新·引领·发展

让更多有“烟火气”的精品出圈

□河南博物院院长 马萧林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
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传承文化精髓，为弘
扬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贡献更大力量。

我谈三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优秀文化产品能够极大地提升文化自信，对

社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
河南的《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一经播出即引爆网

络，引得不少网友惊呼：“原来古老的传统文化也可以这么时
尚！”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享受，也注入了河南发展的强
大正能量。它让海内外观众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出彩河南的精神风貌，也重新认识了河南发展的独特文化优
势，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新河南。

央视联合故宫博物院等推出的《国家宝藏》节目，“让收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赢得诸多年轻人感慨“此生无悔
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华家”“今生何其有幸，得炎黄赐名”，这是
何等的自豪自信！这不就是我们期盼的社会效益吗？

第二点体会，我们找到了使传统文化能够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在国家广电总局以“公益、文化、原创”为发展方
向的政策指引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类自主原创节目比重
日益加大，央视《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以及各省台创新
创优文化节目不断涌现，引发社会公众高度关注。

实践证明，优秀文化节目在多元文化盛行的今天，并非

“曲高和寡”，更不是“乏人问津”。传统文化所唤醒的旺盛文
化需求，折射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后，人民群众对

“精品文化”消费的新需求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这些
优秀文化节目的成功，正是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深挖内涵。在对传统文化深层内涵准确认识的基础
上，找准了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结合点，做到了传统与现实
的相容相通。

二是创新表达。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的表达方式，
就是建立在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还原、活化历史场景，从而
达到瞬间唤醒观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效果。

三是科技赋能。在科技的加持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技术的应用，为沉浸式体验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节目效
果变得真实可感。

四是跨界合作。文化、传媒、教育、科技、商业等多领域之
间的紧密合作与联动，博采众家之长，提升了节目的专业化、
精品化水平和新颖度。

第三点体会，优秀传统文化节目的播出，让曾经“高冷”的
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打卡地。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的持续热播，博物馆开始不
时成为新闻“爆款”。曾经“高冷”的博物馆，以越来越开放的思
维，越来越人性化的设置和服务，越来越强的互动感，更好地满
足公众的参观需求。博物馆人也从幕后走到台前，单霁翔等博
物馆“看门人”成为“网红”，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打卡地”。可
以说，广播电视台与博物馆的交流合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热络频繁，双方形成的良性互动，一定能够生产更多文化精品，
激励人们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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