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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郑州 2月 17 日电（记者翟濯）
“2021 河南省春晚的《唐宫夜宴》是我心
中的最佳节目”“甩出王炸”“支棱起来了”

“青铜变王者”……
　　 2021 年的春晚大餐，一向低调的河
南春晚凭借着硬核的节目内容，竟然“C
位出圈”。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网民纷纷
留言，对河南春晚赞誉有加。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2021 河南
省春晚缘何被赞“出圈”？新华社记者带你
一探究竟。

互联网思维突破流量“怪圈”

　　互联网时代，春晚舞台是否必须请来
一线大牌，才能带来流量加持？河南春晚用
实际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没有浮夸的宣传，整台晚会制作成本
不足千万，略显朴素的河南春晚却在网络
上赢得了百万网民在线“打 call”。节目视
频播放量超 20 亿，微博主话题阅读量 4.9
亿次，多次登上各平台热搜榜单……一时
间，河南春晚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
　　 2021 河南省春晚总导演陈雷认为，从
节目编排到后期宣发，主动拥抱互联网思维
是河南春晚取得成功的关键。“互联网思维
的核心是用户思维。大家会不会来看？为什
么要看？看点在哪？在整台晚会的制作上，我
们始终带着这些问题去实践和思考。”
　　陈雷说，河南春晚是让表演者去服务
节目内容，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节
目观赏中取得情感共鸣。
　　以节目《我们能》为例，以小见大式的
故事化表达和精美的歌舞编排，再现了各
行各业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奉献与付出。
小女孩与年轻母亲的隔空拥抱，把人们再
次拉回到抗疫记忆的同时，也触发了不少
人的泪点。
　　“把每个人共同的生活经历融入作品
之中，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我们的节目才
能打动人心，才能被认可。”2021 河南省
春晚艺术总监李暄说。

创新表达唤醒文化自信

　　今年的河南春晚，爆款节目非《唐宫夜
宴》莫属。
　　这支 5 分钟的舞蹈，将大唐风华融于

少女的嬉笑怒骂，时而严肃，时而活泼。背
景配以“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

“捣练图”“簪花仕女图”等诸多“宝物”，为
观众呈现了一个活起来的博物馆奇妙夜。
　　“如果只是单纯的舞蹈表演，《唐宫夜
宴》的影响力肯定没有这么大。我们运用虚
拟现实技术，通过时间、地点的变化，把整
段舞蹈分段切换，并结合了中国山水等一
系列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李暄认为，正
是表达方式的创新，才重新唤醒了传统文
化原本就具有的巨大魅力。
　　“舞蹈里有国宝，有国风，还有国潮。国
宝带国风，国风造国潮，用传统文化引领潮
流之风，是传统文化重焕生命力的重要手
段。”李暄说。
　　网民评价《唐宫夜宴》让自己看到了熟
悉的陌生感，“那些小女孩的身影，不就是
这个时代正在赶上班早高峰的我们吗？”古
今时间线上的关联，也是陈雷认为《唐宫夜
宴》的成功之处。
　　“把趣味性的古代场景还原成今天每

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让古玩和每个现代
人的心灵发生碰撞。我觉得这是让传统文
化、古代文物活起来的好办法。”陈雷说。

  “出圈”背后彰显民众文化审

美提升

　　一系列创新之举，让曾经并未受广泛关
注的河南春晚成功“出圈”。对此，2021 河南
省春晚执行策划徐娜认为，“出圈”背后反映
了民众对文化类产品审美水平的提升。
　　“文化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在视野、
格局、深度上的引领。河南春晚能打出‘王
炸’，依托的是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
副‘好牌’。‘出圈’的表面是我们在坚持做
文化，背后却是寻找文化的观众找到了我
们。”徐娜说。
　　陈雷也坦言，最开心的不是听到别人
对节目质量的夸赞，而是听到有人看完节
目后，确实想去博物馆转一转。“这恰恰体
现了每个人身上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根

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只是需要我们通
过创新手段去唤醒。”
　　实际上，全国多地博物院正在通过各
种创新手段，激活传统文化活力，满足更多
游客“转一转”的文化消费需求。
　　河南博物院将馆内珍宝打造为“考古
盲盒”，还附赠考古钻探工具“洛阳铲”；北
京故宫博物院打造了“故宫生活”等系列文
创产品；三星堆博物馆将收藏的青铜大立
人、铜戴冠纵目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等文物设计成玩偶模型，深受游客喜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去受疫情影
响的 2020 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居民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年消费支出持续上涨，
2019 年达到 2513 元，增长 12.9%，占人
均年消费支出的 11.7%。
　　陈雷认为，河南春晚的“出圈”现象，在
给予文艺工作者信心的同时，也对当前文
艺创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好题材、
用好形式、讲好故事，是文化类节目和产品
创新的关键。（参与记者：牛少杰、李文哲）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
2021 河南省春晚缘何被赞“出圈”？

这是河南省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录制时的画面（2 月 1 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李建平、
王松、强勇）“咔咔咔”的铲冰声从百
年历史的哈尔滨兆麟公园飘出，那
是“冰灯匠人”在雕刻严寒。“千万别
急，慢工出细活。”60 岁的冰雪艺术
民间工艺大师朱晓东在零下 20 多
摄氏度的低温中挥舞着冰铲，嘴里
呼出的哈气在眉上凝成冰霜。
　　哈尔滨是中国冰雪艺术的摇
篮。从最初“一个冰罩、一根蜡烛”制
成的“冰灯笼”，到如今走向世界的
中国冰雪奇葩，冰灯似镜子，映出一
个蒸蒸日上的中国。

万人空巷的“冰雪夜宴”

　　“就像盼着看春晚一样。”每年
逛冰灯游园会是朱晓东儿时最期待
的事情之一。但那时，他想不到自己
有朝一日会成为哈尔滨冰灯游园会
总设计师。
　　哈尔滨被称为“冰城”。“过去，
冬天除了冰就是雪，城市一片冷清，
市民生活单调，都躲在家里‘猫
冬’。”朱晓东回忆。
　　为改变这一情况，1963 年哈尔
滨市借鉴“冰灯笼”这一民间智慧，
在兆麟公园举办了首届冰灯游园
会。八九百名园林职工用脸盆、水桶
作模具制造冰灯。他们把装有电灯
泡或蜡烛的冰灯扣在山坡上，摆在
墙垛上或挂在树枝上展示。
　　没想到，这一件件小冰景，却使
哈尔滨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首届冰灯游园会门票为大人
5 分钱、儿童 3 分钱，农历正月十四夜晚，兆麟公园一下涌
入近 5 万人，潮水般的人群险些挤坏公园大门。
　　“哈尔滨冰灯成为中国现代冰灯艺术的开端。”朱晓东
说，从此，冰灯游园会一发不可收拾，爱琢磨的哈尔滨人把
才智用到了冰雪上。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哈尔滨“全民制灯”的鼎盛时期，大
学美术专业毕业的朱晓东被分配到哈尔滨市冰灯办，成为
一名冰灯设计者。“那是让人羡慕的职业。”朱晓东笑着说，
他和许多艺术家一起，见证了冰灯从原始到现代的演变。
　　首次采用松花江天然冰、首次出现彩色浮雕冰屏、首次
运用舞台灯光和彩色白炽灯……数不清的“首次”里，冰灯
游园会规模不断扩大，技艺持续提高。
　　“比如，早期冰灯经常把一束束鲜花放到盛水的桶里，
冰冻成彩色的鲜花冰景。但现在，我们已经能自如地雕刻出
各种复杂图案。”朱晓东说。
　　如今的冰灯已发展为集雕刻、建筑、园林、绘画、音乐、光电等
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体，冰景主题也愈具教育性、思想性、艺术性。
　　据统计，哈尔滨冰灯游园会迄今累计接待中外宾客
1000 余万人次，是世界上形成最早、持续最长的顶级冰灯
艺术展。今年第 47 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上，一头巨大冰牛
身姿矫健，迎接牛年春节。

冰天雪地里的生机

　　受冰灯游园会启发，哈尔滨人逐渐发现：冰雪带来的不
仅是严寒，还有活力和商机。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上世纪 80 年代的‘四大件’，我
都雕刻过。”朱晓东说。
　　这种冰灯广告在当时是独特的，颇受欢迎。兆麟公园甚
至形成了一条二三百米长的冰灯广告街，小如白酒、电视
机，大到轿车、吊车，都能按照 1：1 比例呈现。
　　 1985 年，哈尔滨以冰灯游园会为主打，在中国首创冰
雪节，把冰雪艺术、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经贸等融为一
体。首届哈尔滨冰雪节接待中外客商 200 多万人次。
　　朱晓东回忆，每年一二月冰雪节期间，大量游客涌入哈
尔滨，宾馆旅店生意兴隆，普遍客满。不少游人寻冰灯而来，
进一步领略了北国风光。
　　时光定位到 1999 年，这一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
亮相，冰灯规模庞大、设计精巧、娱乐性更高。
　　庞大的客流直接拉动了商品流，增加了就业流。据统计，
仅建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每年就需要采冰、雕冰、施工等人
员超万人。此外，每年冰雪旅游还需要大量导游等服务人员。
　　曾让人畏惧的冰雪给城市增添了活力，当地人变得喜
冰雪、亲冰雪、用冰雪。冰雪经济带动经贸、文化、民生发展，
越来越多中国城市仿效哈尔滨，把发展冰雪产业提上日程。
　　如今，在冰雪旅游带动下，哈尔滨成为中国最热门冬季
旅游城市之一，旅游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

“冰韵”照五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朱晓东团队接到的国外邀约越来
越多，他和冰灯走进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2019 年由朱晓东带队，10 个中国艺术家在莫斯科雄
鹰公园里，精心雕刻了 10 个反映中俄建交 70 周年、“一带
一路”等主题的冰灯冰雕作品，受到当地人欢迎。
　　“我们为创作两座主雕进行了很长时间构思。”朱晓东说，
一座是《友谊》，中国华表、长城与俄罗斯建筑遥相呼应，表达
中俄共筑和谐美好明天的愿望；另一座《友好城市》，选取天
鹅、防洪纪念塔、松花江等哈尔滨城市文化元素，展现“东方莫
斯科”神韵。
　　冰灯艺术“走出去”，使更多国家和地区领略到冰雪艺
术的独特魅力。“1985 年前后，哈尔滨冰灯首次走出国门，
中国传统文化也被冰灯带到了世界。”朱晓东说。
　　 50 余年来，冰灯从哈尔滨逐渐走向世界，拉近了哈尔
滨与世界、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中国龙、长城、兵马俑等中国元素，在海外成为冰景的经典。
外国人通过冰灯，从新奇的艺术视角接触中国历史、感受新变化。
　　从高寒地区劳动人民的照明工具，到集园林、雕刻、舞
美、文学等于一体的“冰的艺术”，再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冰
灯嘉年华”，哈尔滨冰灯用半个多世纪雕琢出不同凡响的中
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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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何问、崔翰超、张
睿）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内，一个刻有“忠”

“情”二字的木制“圆盖”引人遐想连篇。专
家表示，这件尚未向外界公布的文物，可能
蕴含着两千多年前古人的情感纠结。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
礼介绍，该文物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直
径为 5.3 厘米，厚度为 1.5 厘米，两面分刻
有“忠”“情”二字，边缘并不规整。专家推
测，它或许是一个常见器皿的盖子。
　　“汉代民众多不识字，刻字之人更可
能是一位有文化的官吏。他可能在随身使
用的器皿盖上刻下所思所想。”肖从礼说，

“情”字在汉简中并不常见，其中可能蕴含
古人戍守边地忠孝难两全的纠结，也可能
是作为爱情信物，象征对爱情的忠贞
不渝。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
汉代屯兵戍边之所。河西走廊朔风如刀，却
斩不断儿女情长。
　　车马很慢，路途很远，情书信物上的浅

浅情愫、深深相思，穿山越岭才能到意中人
身旁。沧海横流，光阴如梭，历史所残存的
点滴中满是跨越两千多年的爱与浪漫，其
中汉简尤为直接。
　　在纸张面世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
木牍作为书写载体。肖从礼介绍，汉简由官
方统一制作，尺寸有严格规定，标准的官方
文书长 23 厘米、宽 1.1 厘米。除竹简外，古
人主要选用不易晕染、不易折断的胡杨、红
柳和松木制作木牍，造价不低。
　　“由此可见‘一纸情书’在古代有多贵
多重。”肖从礼说，汉代书信“上言加餐饭，
下言长相忆”，语言简洁精炼，常在日常关
切中掩藏对爱人的爱与思念。有一枚简牍，
上写“幸毋相忘”，表达了一位男性对女性
的思念之情。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另一枚简牍，
实证夫妻之爱不会被遥远的距离隔断。“敦
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訢为千秋燧长，往
遗衣用，以令出关”，这是在敦煌马圈湾汉
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份出关“申请书”。这
位女子的丈夫在玉门关外值戍，她在立冬
前请求出关，为丈夫送御寒衣服。
　　拳拳关切在字句间流淌。兰州大学文
学院教授杨玲表示，在汉代，古人对思念与
爱的表达总是热烈而直接，女子更甚。如汉
代有名的“情话”就有“我欲与君相知，长命
无绝衰”和“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
　　“从古至今，浪漫的形式多样。不管是
为妻画眉，还是明知送不出，却依旧要涉江
采撷那朵莲花的坚持，抑或是不能相守，却
要送绸缎作被的期待，蕴含的都是亘古未
变的爱意。”杨玲说。
　　据介绍，甘肃是中国简牍出土大省，迄
今共出土 8 万多枚简牍，现存汉简占全国
出土汉简总数的 80% 以上。

简牍千里寄相思

春节档票房创新高，看电影渐成新年俗
　　新华社北京 2月 17 日电（记者白瀛、
魏婧宇、许晓青）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初步统计，截至 17 日 17 时，2021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达 75.44 亿元，继 2019
年 59.05 亿元后，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
票房。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
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多项世界纪录。

进影院看电影新年俗日益巩固

　　今年春节档票房全部由国产影片
贡献。
　　据统计，《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两部影片分别以 25.67 亿元、34.81 亿
元票房领跑明显，占据档期总票房的
80% 。《刺杀小说家》以 5.18 亿元、《熊出
没·狂野大陆》以 3.64 亿元、《新神榜：哪吒
重生》以 2.28 亿元、《侍神令》以 2.07 亿
元、《人潮汹涌》以 1.41 亿元跟随其后。
　　业内人士分析称，经过多年的积极市
场培育，节假日期间，去电影院看电影已经
逐渐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生活的“刚需”，特

别是春节期间尤为明显，进影院看电影的
新年俗日益巩固。
　　“服务‘就地过年’，电影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大年初一初二预售超出预期，尤其是
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有一定提升。”中国
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韩晓黎说。

喜剧“双龙”掀起观影热潮

　　在注重合家欢的春节档，观众向来偏
爱喜剧电影。今年春节档上演了喜剧电影

“双龙会”，强势开局的《唐人街探案 3》和
精彩逆袭的《你好，李焕英》，先后登顶春节
档单日票房榜首。
　　贾玲跨界导演的处女作《你好，李焕
英》，根据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经历改编。
主人公贾晓玲在经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
悲痛后，穿越回到 1981 年，与正值青春的
母亲李焕英相遇，并由此触摸到父母年轻
时的生活和梦想。
　　有评论指出，任何高级的技法都比不
过创作的真诚，《你好，李焕英》以真实经

历、真情实感为创作基础，在笑点中埋着
“催泪弹”，用真诚打动了观众。
　　《唐人街探案 3》作为“唐探宇宙”续集
电影，又因疫情延期一年上映，上映前已大
量圈“粉”。本集中，刘昊然、王宝强的神探
组合继曼谷、纽约后，又来到东京调查离奇
谋杀案，密室、本格、黑帮等元素“混搭”，意
外与悬念相叠加，其合家欢喜剧片定位十
分适合春节氛围。

  “技术+情怀”支撑春节档百

花齐放

　　今年春节档的两部奇幻片《刺杀小说
家》《侍神令》，视效制作水平明显提升，获
得观众点赞。尤其《刺杀小说家》，在文学原
作基础上完善了故事线，增加了富有想象
力和技术含量的视觉特效，将“小说家笔下
的虚构世界”和现实生活场景及故事交融。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认
为，《刺杀小说家》呈现的虚构世界的视听
效果，代表了当下中国电影工业的高水平，

尽管故事情节仍可商榷，但不失为一部风
格独特的奇幻大片。
　　两部动画电影风格各异。曾以《白蛇·
缘起》圈“粉”的追光动画此番推出的《新神
榜：哪吒重生》，带着哪吒等传统神话形象
穿越到 20 世纪，探讨青少年如何更准确
地认知自我的话题。《熊出没·狂野大陆》则
聚焦亲情、友情及人工智能话题，让孩子们
在观影中收获快乐与成长。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
进一步丰富、故事题材百花齐放，“技术+
情怀”成为电影春节档的新标签。
　　此外，导演饶晓志在《人潮汹涌》中继
续讲述小人物的荒诞喜剧故事，透过两个
主人公的身份互换，在探讨普通人生活困
境的同时，展现了导演擅长的话剧风格。
　　刘海波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今年春节档票房取得超 75 亿元的好成
绩，体现了国产电影质量的整体进步、电影
人的创作诚意以及观众群体的日趋成熟，
相信春节档已经为 2021 全年的中国电影
市场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上图：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
馆的敦煌悬泉置遗址文物，正反
面分别刻有“忠”字与“情”字（2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睿摄

  右图：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
址出土的简牍，目前收藏于甘肃简
牍博物馆（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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