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3日 星期日

ECONOMIC DAILY

跃
上
跃
上
﹃﹃
云
端
云
端
﹄
，
﹄
，
传
统
文
化
更
灵
动

传
统
文
化
更
灵
动

经
济
日
报
·
中
国
经
济
网
记
者

姜
天
骄

责任编辑 刘 佳 许跃芝

郎 冰 刘 蓉

视觉统筹 高 妍

联系邮箱 jjrbzmk@163.com

仪式感

让生活更有滋味
□ 牛 瑾

仪式感把本来单调普通的事情、

平凡又琐碎的日子，用一种可感可触

的方式，变得不一样。因为这一点不

一样，时光从此有了生命，我们对时光

有了期待。

我们和文化可以建立怎样的连接？在没有互
联网的时代，也许是通过欣赏一部电影、去遥远的
地方旅行，也许是到博物馆感知历史、在书中寻找

“宝藏”……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与文化的连接不
再只是简单的输入和输出，而是融合与互动，传统
文化传承、传播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新内容、
新渠道、新趋势。

在探索中谋求新发展

2020年伊始，一场“B站晚会”走红网络。在
这场具有超高人气的bilibili跨年晚会上，国乐大
师方锦龙与虚拟偶像洛天依跨次元合奏的《茉莉
花》令人印象深刻，晚会的人气值超过8200万，用
户发送弹幕超过170万条。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引燃了“宅经济”，音乐
会、演唱会、晚会以及其他各类表演纷纷以多样
化、创新型的内容形式“登陆”互联网，谋求更为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传播渠道。

与此同时，电影行业传统商业模式也在变革，
传统观影模式在转变。今年的贺岁档中，多部电
影由院线上映转为网播。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
是，线上观影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主流的消费习
惯，与影院互为补充。

此外，越来越多的直播平台开始积极探索与
传统文化联姻，创新传播内容和表达方式。研究
昆曲十余年的北大教授陈均通过直播平台成了乡
村学校孩子们的老师，让昆曲第一次从北大走进
贵州、陕西、甘肃、河北、湖南、广西等16个省区市
的乡村小学。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文化新业态逆势上行，线
上文化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彰显出文化新业
态的巨大韧劲和发展潜力。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企业营业收入降幅明显收窄，向好态势逐步
显现。依托互联网、多媒体、网站开发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文化”碰撞出绚烂
的火花。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曾
繁文看来，随着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成为文化
消费的重要渠道，“互联网+文化”迎来了爆发式增
长。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为文化传播方式创新、传
播速度提升、传播范围延展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为
受众提供了一个实时交流互动的平台。另一方
面，新媒体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其开放的特性，打通
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并形成协同创新
合力，充分满足优质文化产品内容生
产所需的条件。

专家分析指出，“互联网＋文化”
并非简单改变文化的传播方式，而是
创造出原有模式之外的经济增量。“互
联网＋文化”是互联网对传统文化产

业的升级和创新，文化与互联网有着天然的亲和
力、强大的融合力。正如有人说：“我们已经难以
想象，未来文化发展可以离开互联网；我们同样难
以想象，互联网发展可以缺少文化的助力。”

在互动中提升影响力

今年3月1日，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首次通
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开展了一场与全国网友互动
交流的“云游世界屋脊的明珠”参观游览活动。

“这个石台上的图文是什么？对，这是距今有
着数千年历史的万字符。”……布达拉宫管理处讲
解员次仁卓嘎引导网友游览。100多万人涌入淘
宝直播间，布达拉宫在1小时内就接待了近乎以往
全年的客流量。

“这种直播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也大大激
发了隐藏在心底的游玩热情。”“这种足不出户、随
时随地‘出游’的感觉太有趣了。”网友边看直播边
交流，线上与线下互动交融极大地激发了文化产
业的内生动力。

“互联网＋文化”碰撞出的火花并非只是让线
下文娱消费内容在线上得到满足那么简单。用互
联网IP赋能，打造从观赏山水到打动心灵的人文
互动创新体验，为互联网时代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提供了更多路径。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
告诉记者，当前阶段，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使命还
是提升内容质量，提升原创能力，打造具有世界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IP，下一步，需要数字文化内部多
领域融合创新，同时也需要借助其他经济形态通
用的技术，实现基于新技术的内容创新。

程武认为，随着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兴
起，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接下
来，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共融共生的特性，在“产值
底盘”持续扩大的同时，思考如何在高度上也实现
产业升级，获得更为长效、丰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回报，助力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在开发中保护与传承

疫情之下，“云游”火了，其中，“云游敦煌”以
“创意+技术+社交”为支撑，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
文化体验。

在“云游敦煌”中，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观看“数
字供养人”H5，并随机获得“智慧锦囊”。“数字供
养人”是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共同发起的，旨在借助
互联网技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亲近传
统文化。“锦囊”是用敦煌壁画故事内容，结合现代
人熟悉的生活场景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形成
的一系列智慧妙语。

在这款H5上线前夕，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还在
为“智慧锦囊”的部分话语而激烈讨论。在敦煌老
师们看来，敦煌文化的核心是庄重，他们担心有些
流行语过于“轻佻”会伤害敦煌的文化表达。而年
轻的创意人则希望能在敦煌文化基础上，用新的
语言去表达，引发更多关注。

双方反复磨合后，保留了大部分创意，力求在
不破坏敦煌文化庄重感的同时，增加一些有趣的
创意元素。这种传统和流行的碰撞产生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H5上线2个小时就获得超过百万用户
关注，受到各种年龄层次的用户喜爱。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敦煌文化的核
心内涵是慈悲、智慧、美，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就是
希望用科技的方式展示这些内涵，把它们带到年
轻人面前。传统文化是当年的流行文化，现在的
流行文化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文化。

程武认为，对于敦煌、故宫、云冈、长城这些文
化古迹，用互联网思维对其进行文化开发，可以实
现更好地传承与活化。迄今，对于这些文化古迹
的开发，基本还停留于学术研究和旅游开发两个
途径，而互联网企业的加入，以更多元、灵活的形
式，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文化生产。

文化传承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通过加速
网络化建设，目前故宫博物院开发的“掌上故宫”

“每日故宫”“故宫展览”等每天点击量超过100万
次，更多的人通过网络领略故宫古建筑群的壮美；
字节跳动推出“国风计划”，在今日头条上增设“国
风频道”，通过一系列优质内容扶持传统国风文
化；陌陌直播以“直播+传统文化”的方式推出了非
遗、民族音乐、民间艺术等直播内容，让传统文化
直接、广泛与网络直播平台上的年轻用户接触，从
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
示，互联网给传统文化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同时也
带来转型升级的机会，因此，传统文化产业与互联
网对接需要模式创新。业界需要进一步探索互联
网与文化的加速融合，尝试利用互联网平台讲好
中国故事，将传统文化不断发扬传承，让文化活起
来、火起来。

河北省邯郸市
曲周县举办非遗展
演“云端”播系列活
动，组织四股弦、皮
影戏等非遗项目利
用视频直播、多媒
体录播等方式进行
线上展演，为观众
打造一场“云端”文
化盛宴。图为曲周
县四股弦剧团演员
在 进 行“ 云 端 ”
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图图①①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何所有书店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何所有书店，，工作人员准备录制图书推荐短视频。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图图②② 布达拉宫管理处布达拉宫管理处讲解员次仁卓嘎在进行直播。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图图③③ 一位茶一位茶艺师在福州春茶节表演茶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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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重新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银幕亮起
时，我都快哭了！”你的朋友圈是否也被这样的慨
叹刷屏？近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电影院获
准将放映厅的上座率从30%提高到50%，越来越
多的人能够走进电影院。

导演贾樟柯说，肩并肩坐在一起，是人类最美
的姿态。导演赖声川说，剧场的独特魅力，在于它
的现场性。腾讯影业CEO程武说，一群人走进一
个相对封闭的黑暗空间，通过一束光，找到娱乐、
温暖和感动，是电影最独特的价值。

他们说的，是一种叫做“仪式感”的东西。观
影的仪式感，让电影院不能被取代；而生活的仪式
感，则让生活成为了生活。

什么是仪式感？
古人云：“沐浴焚香，抚琴赏菊。”试想一下，金

秋时节，文人雅士沐浴焚香后，正襟危坐，对菊抚
琴，琴声悠扬，伴着菊香，何等美好庄重的仪式。
当你品读流传千年的文字就会发现，字里行间都
在体现他们对待生活的那一份独特心思。

童话《小王子》中，小王子提出了相同的问
题。“这也是那些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狐狸说，“就
是定下一个日子，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日子；定下一
个时间，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时间。”

是的，所谓仪式感，就是每一天都值得用心安
排。它把本来单调普通的事情、平凡又琐碎的日
子，用一种可感可触的方式，变得不一样。因为这
一点不一样，时光从此有了生命，我们对时光有了
期待。

每年必买日历，不为看日期，只为每日一撕；
周末来一餐慢条斯理的下午茶，在固定的日子给
远方的朋友挂一个电话……这些都是生活中的仪
式感。它是你迎接幸福的姿势，是你走向远方的
姿态，是你每一寸生活的精致。

不必华丽，也无需刻意，当有意识地感受某些
特殊时刻，轻轻地，仪式感就已经呈现，为生活增
加了重重的分量。

它是记忆的书签，撩起珍贵的往昔。那段年
少无知的时光，那些与亲人相处的瞬间，之所以在
若干年后还能被细致描绘，是因为一盒牛奶、一个
风铃、一朵樱花的仪式感，承载了那时的体验与情
感，为无数次的回想打开了道路。

它是生活的星火，点亮前进的微光。“把头发
剪短，换一种心情”“进入职场，就换掉学生时期的
衣服”“上班好累，泡个澡放松下”……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都像电影片场的打板器，“咔”一声，
今日戏份已杀青，请期待下一场。

它是心理的预设，制造枯燥的有趣。阿兰·德
波顿说，所谓工作，就是有尊严的疲惫。大多数人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职场，一天至少有8小时
在上班。工作中加入点仪式感，就是琐碎日常里
的调味品，能够对抗消极，给灵魂以香气。

记住该记住的，遗忘想遗忘的，瞄准要瞄准
的，这样沉甸甸的仪式感，激发了多少人的渴望！
登录微博，记录生活点滴的手账相关话题数超过
30个，单个最高点击数22.5亿次；打开小红书，热
门搜索栏永远被“每天吃出不一样的仪式感”等话
题占领……他们，已离不开仪式感。

真正的仪式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
给自己的，是自己清楚知道所做的一切都是心之
向往，都是在真切地感知生命、充满热忱地面对
生活。

自己觉得很重要，就是仪式感存在的理由。
正如《东邪西毒》中经典台词说的那样，每个人都
会为一些东西而坚持，其他人觉得是浪费时间，但
是她却觉得很重要。

春夏秋冬，一年的24个节气，是大自然的仪
式感；各种各样的节日，是一个国家的仪式感。

所以，去找寻自己的仪式感吧，给平凡琐碎的
日子添上绚烂的色彩，走进诗意的世界，找到不愿
将就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