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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

不能再野蛮生长
□ 陈发明

骏马奔驰在草原上
本报记者 余 健

在武汉，饱览建筑科技之美
本报记者 柳 洁

9月6日，随着最后一声锣鼓点从“云端”传
播出去，为期一个月的“京剧的夏天——全国京
剧院团线上抗疫展演月”圆满落下帷幕。

从8月8日起，国家京剧院和湖北省京剧院
作为主办方，联合全国18家京剧院团，为观众奉
献了30场精彩的“云端”演出。

这是京剧院团首次联合以线上形式开展的
全国性展演直播，名团、名家、名选段汇聚，让观
众度过了一个饱含国韵的夏天。

与观众在“云端”相见

“为表达对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祝贺、传
递对抗疫英雄的敬意，同时丰富疫情常态化防控
期间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既保证剧场实体
演出，又依托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创新数字京剧
发展模式，我们策划了这次展演月。”国家京剧院
副院长张亚峰介绍，共有28部优秀剧目、2场名
家名段演唱会通过“学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官
网、“快手”“央视频”等平台线上直播，与广大观
众实现了“云端”相见。

“由于疫情原因，观众们很久没进剧院，演员
也很久没有上台表演，大家都憋坏了。我们的邀
请一发出，第二天就收到了院团的回应，大家都

想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观众奉献精彩的
演出。”本次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宋小

川说，8月初展演活动的消息发
出之后，前期未能加入的地

方京剧院团湖南省京剧
保护传承中心、河南省
京剧艺术中心还主
动要求为线上演
出贡献力量，展
演队伍从开始
的16家增加到
18家。

“京剧院
团 本 来 就 有

‘搭桌戏’‘义
演’的传统，这
次在抗击疫情

的大背景下，活动得到了各方支持。”本次活动的
另一策划人池浚说，院团虽有丰富的线下演出经
验，但线上演出和线下有很大不同，环节众多、头
绪复杂，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新鲜事物，需要团
队付出很多努力。

每家院团都拿出了极大的诚意。名角儿来
了：尚长荣、叶少兰、朱世慧、赵葆秀、谭孝曾、邓
沐玮、王平、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孟广禄、王
蓉蓉、杨赤、袁慧琴、迟小秋、史依弘……响当当
的人物云集一堂；节目精心挑选，既有《党的女
儿》《在路上》《赵一曼》《杨靖宇》《闻一多》《布依
女人》等现代京剧，又有《龙凤呈祥》《穆桂英挂
帅》《九江口》等优秀传统剧，以及《廉吏于成龙》
《大漠苏武》《成败萧何》等新编历史剧……

展演好不好，观众说了算。开幕式演出开播
10分钟，实时观看人数就达到了18万，点赞数突
破100万。开幕式总观看人数最终达到787万，
点赞数超560万。截至9月6日，展演月活动累
计观看人数逾7997万，点赞数超3036万。不少
观众在网上评论、转发，一位曾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医生留言：“在一线医院坚守7个月的我，感谢
最难最辛苦的冬夜有京剧艺术的支持与陪伴。
终于，我们一起迎来了京剧的夏天。”

小屏幕舞台独具魅力

国家京剧院演员杜喆此次参加了4场演出，
在这之前，因为疫情，他已经将近8个月没有排
练和演出了，“时隔这么久再次登上熟悉的舞台，
还真有点儿兴奋！”他坦言，刚开始线上直播，因
为看不见坐在剧场的观众，有点儿不习惯，后来
他慢慢找到了感觉。“在沉静状态下的演出，从技
巧上更容易出彩。”

舞台以外，杜喆还进入网络直播间，和观众
进行互动。他说，这种不同以往的新鲜体验，让
他与观众有了更多共鸣。朱世慧、袁慧琴、宋小
川等名家也曾多次进入直播间，张建国、袁慧琴、
李海燕还录制了《空城计》《杨门女将》《锁麟囊》
等唱段视频，在“梅兰芳大剧院”快手账号上邀请
观众共同演唱。张建国介绍，这些唱段都是观众
耳熟能详的，大家的参与度很高。

“直播形式虽然让演员与观众相隔屏幕，却
可实现更直接的互动交流，‘弹幕’等功能一改剧
场演出的单向输出模式，观众既可与名家互动，
也可与其他观众交流。”宋小川说，作为演员，这
种感觉很新鲜，相信这也为更多人接触京剧、了
解京剧打开了一扇窗。

池浚说，疫情虽限制了观众走进剧场的脚
步，却加快了京剧人开辟小屏幕舞台的进度，这

犹如为京剧的传播插上了新的翅膀。“我们没有
把这次活动的受众仅仅定位于戏迷、票友，而是
放开心态，尽可能吸引更多观众。”

为了吸引流量，活动尝试了各种时髦的宣传
推广方式，消息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
最终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般中等剧院可
以容纳1000多名观众，大型剧院可以容纳3000
多名观众。一开始，我们预计线上观众的数量最
多能达到几万、几十万。”不曾想，第一场线上演
出就迎来了开门红，这让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

“后面的演出，二三百万的观看量都是常态。”

线上线下长期共存

线上展演月的成功，让京剧人看到了网络的
聚集效应。欣喜之余，池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
识，“网络不是万能的，不是一搭载上网络平台就
会顺理成章的成功，探索京剧的线上传播，还需
要下功夫研究”。

他把这次的成功归纳为几个原因：首先，“居
高声自远”。演出立意好，聚焦团结抗疫的主题，
传播正能量；其次，国粹艺术的魅力被充分挖掘，
并借助网络平台传播得更广更远；第三，开放的
心态。“我们可以让新的平台为我所用，让传统艺
术站到时尚的潮头，多多出现在我们平常的生活
里，观众可以在线上看演唱会，看音乐会，为什么
不可以看京剧？”

首次“试水”过后，国家京剧院已经搭建起了
包括内容生产、技术保障、营销宣传在内的数字
艺术团队，今后，线上演出的方式将和剧院演出
长期并存。张亚峰介绍，国家京剧院将继续推进
数字艺术，做好戏曲传承发展工作，实现传统文
化与现代科技、剧场呈现与在线传播相得益彰。

今年国庆期间，国家京剧院将开启“致祖国
——京剧名家经典剧目展演”活动，采用线上、线
下同步直播的方式，继续探索观演互动、实时交
流的线上演出模式，推动戏曲艺术生产方式、演
出方式、传播方式升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

此外，剧院还将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典藏珍贵
资料进行转化修复、活态传承，摄录名家表演、传
艺过程，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据介绍，国家京剧院现存剧本600多部、曲
谱2000多册、照片4万多张，还有大量艺术文献
史料和老唱片、录音、录像带等音像资料。剧院
将对它们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对文献、文物、音像
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和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实施
精品资料出版计划，让沉睡的戏曲文物文献“活
起来”。

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国内首家以建筑
科技为主题的展馆——中国建筑科技馆近日
开馆。科技馆采取预约制参观，游客提前一
天预约，即可入馆全方面了解中国各时期的
建筑文化，畅游建筑科技的海洋。

该科技馆由中建三局投资建设并运营，
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由中国台湾著名建筑
师李祖原主持设计，旨在传承中国建筑文化、
促进建筑科技发展，打造中国建筑文博、展
览、科普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传播平台。

展馆展陈面积约6000平方米，包括常设
展、主题展、临展。其中常设展厅分为古代、
荆楚、现代及未来四大展厅，全面展现中国古
代建筑文化、荆楚建筑成就、现代建筑科技及
未来建筑。

走进馆内，仰头就能看到圆形穹顶中央
的《天文图》，标注着天文图像；脚下则是铜刻
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精度最高的地图《禹迹
图》。站在其中，仿佛穿越到千百年前的浩瀚
宇宙。“得知开馆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建
筑科技馆’公众号上预约，凭身份证就能进来

参观。”家住光谷的陈先生幸运地成了第一批
入馆的游客。

从序厅走进开阔明亮的公共大厅，透明
玻璃凤尾天窗让大厅更有空间感。大厅一侧
是临展厅，正在展出的是“两山医院”建设
纪实展览，展示在抗疫期间以中建三局为代
表的一支支逆行铁军汇聚起磅礴伟力共克时
艰的历程。展馆中还有各项深层技术解密，
如BIM智能化建造、污水处理等数十项先进
技术，全面解析介绍“中国速度”背后的

“中国科技”。
步入古代建筑展厅，映入眼帘的是镂空

的隔扇门，带着木质的古朴和清香。在这
里，观众可以切身体验古人智慧：能抵抗10
级地震顶天立地的斗拱榫卯结构、防水防潮
极尽奢华的琉璃瓦当、“中国第一塔”佛宫
寺释迦塔 （俗称应县木塔）都让人大饱眼
福。这些古代建筑体现着古人对美与质量的
极致追求，也体现了运营方中建三局的匠
心，中建三局在全国实地寻访优秀古建筑，
并请专业团队等比例缩放后制作，以期达到

最佳效果。
荆楚建筑展厅展示了自古至今荆楚大地

上诞生的建筑智慧，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
的建筑有融合四方的特点。这里陈列的江
汉关大楼模型精巧细致，承载着几代武汉人
的城市记忆。全息影像技术让观众对身边的
建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位于武汉汉口的古
德寺糅合了哥特式基督教教堂、罗马式天主
教教堂、拜占庭式东正教堂、伊斯兰风格的清
真寺风格，是典型的“中西杂糅”建筑。

现代建筑厅里，银白色墙壁与荧光LED
灯管构成未来科幻空间。现代建筑展厅集体
验感和互动性于一体，无论是手绘画板的设
置还是装饰设计的巧思，都能让逛展的观众
参与其中，过一把设计师的瘾。

在未来建筑展厅，7个巨大的银白色管道
从天顶坠下，站在管道下方，即可触发未来建
筑的影像。四周陈列着未来建筑理念模型，
空中城市、水中城市让人对未来的生活环境
产生了无尽遐想。“真好玩，我下次还要来。”4
岁的潘小名说：“我长大了要当建筑师。”

近年来，民宿作为旅游行业的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
在全国遍地开花，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对经营者来
说，民宿增加了就业岗位，盘活了闲置资源，拓宽了增收
渠道；于游客而言，民宿的兴起，增加了住宿供给，降低了
旅游成本，丰富了游玩选择。这种双赢的模式，成为其快
速发展的原动力。

数据证明了民宿蓬勃发展的态势。今年7月，国家
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20》中显示，
2019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约为225亿元，同比
增长36.4%。参与人数达2亿人，同比增长53.8%。其中
服务提供者人数约618万人，同比增长54.5%；房客人数
约1.9亿人，同比增长53.8%。

发展民宿的好处毋庸多言，但不容忽视的是，民宿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因管理机制不完善，准入门槛较低，也
显露出野蛮生长的迹象。

一方面，监管层面的漏洞和行业规则的缺位，让民宿
行业乱象丛生。我国《旅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城镇和
乡村居民利用自有住宅或者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
营，其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但是目前各
地在民宿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缺乏健全完善的行
业管理机制。从性质上看，民宿是介于酒店和出租屋两
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身份，让民宿
行业在日常运营中出现了不规范现象。比如，网络平台
上，房源图片与实际入住房屋条件不符；个别景区周边民
宿欺客宰客现象时有发生；住宅区内改装的民宿，经营者
与小区居民矛盾频现。

另一方面，经营层面的不成熟，让民宿同质化竞争激
烈，质量参差不齐。2019年7月，国家文旅部发布了《旅
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对民宿的等级和标志、基本要
求、等级划分条件和划分方法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
是在实际经营中，列入星级管理的民宿只是少数。有的
人将闲置房屋略加改动就入驻网络平台揽客，打着民宿
的招牌，实则为无证经营的家庭旅馆，存在安全隐患；有
的地方鼓励发展民宿，不惜投入专项资金补贴，导致民宿
供过于求，经营效益不佳；有的民宿华而不实，以豪华装
修为噱头卖出天价，缺少自然、人文特色和便捷性。

任何一项利国利民的新业态、新事物的诞生和成长，
都需要包容宽松的社会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撒手，
任其肆意成长。在共享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民宿行业作
为新的消费业态，其前景值得期许。但在其成长过程中，
不仅需要扶持和鼓励，更需要规范和标准。

日益火爆的民宿，既是经营者的新机遇、消费者的新
选择，也是管理者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一身白色骑士服，一匹棕色蒙古马，带领着800位骑
手和骏马驰骋在赛场上……近日，2020内蒙古马赛在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赛，骑手哈琳在开
赛仪式上“一马当先”的表演惊艳了所有观众。

哈琳告诉记者，她是蒙古族，对马有着特别深厚的感
情。“锡林郭勒大草原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草原和骏马
就像水和鱼一样不能分离。”

锡林郭勒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之一，马业
发展历史悠久，马文化底蕴深厚。2010年，中国马业协
会授予以锡林浩特市为核心的锡林郭勒盟“中国马都”称
号。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文旅深度融合为契机，跑出了

“中国马都”文旅融合发展的加速度。
锡林郭勒盟将核心区文化生态旅游景区项目打造成

马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2018年入选全国优选体育产业
项目。同时，各地相继建设了镶黄旗蒙古马文化博物馆、
多伦县蒙古马具博物馆、正镶白旗千马部落等20余处以
马文化为主题的景区，还在阿巴嘎旗建设了蒙古马产业
基地。

为提升“中国马都”的影响力，锡林郭勒盟每年举行
草原那达慕和草原赛马活动300多场次。阿巴嘎旗黑马
协会副会长贾美扬就是当地马文化传承的倡导者和实践
者。在贾美扬看来，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是传承马文化
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吸引广大牧民青年骑上马背，纵横
马场，让蒙古族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传承下去。”

在此次2020内蒙古马赛活动中，锡林郭勒盟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2020内蒙古马赛活动承办方之一，内蒙古
新华发行集团蒙新马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剑亮告诉记
者，马赛能够连接马旅游、马饲料、马医药、马用具等产
业，使之形成产业链，从而推动当地蒙古马的繁育、饲养
以及销售。

2020内蒙古马赛活动中，20公里长距离赛马项目正
在进行。 托日贝克摄（中经视觉）

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的镂空
隔扇门，带着木质的古朴和清香。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传统京剧
《龙 凤 呈 祥》
剧照。京剧院
团首次联合以
线上形式开展
的全国性展演
直播，名团、
名家、名选段
汇聚。

田文湛摄
（中经视觉）

京剧《穆桂英
挂帅》剧照，由京剧
名 家 李 胜 素 饰
演。 王 建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