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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年一样，2021 年的春晚

中，歌唱类节目依旧占据了整场晚

会的半壁江山。这些形式多元、风格

各异的作品，借助多维立体舞台的

全方位呈现，以及 5G 高清、AR、

XR等新技术的运用，将建党百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中国

梦、疫情防控等鲜明时代主题贯穿

其间，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新

春氛围中为全球华人奉上情意浓

浓、祝福满满的文化盛宴，为春晚这

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IP注入

了新的时代内涵。

开场歌舞《万事如意》满眼喜庆

的中国红，满台盛装的舞者，标志性

的春晚场面，一下把观众带入了浓

浓的年味儿当中。展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歌舞《节日》，浓郁的异

域风情，彰显的是普天同庆、世界一

家的象征意味。零点钟声敲响后唱响的《瑞

雪平安图》，更是将新春来临，为天下祈福的

寓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2021年牛年春晚的亮点之一，便是始

终洋溢着的青春气息。杨幂、迪丽热巴、

TFBOYS和王一博等青年明星，以及林雨

申、金晨、薇娅等过去一年话题度超高的网

络红人，甚至虚拟“歌星”洛天依的加盟，都

吸引了众多年轻网络原住民的目光。由他们

演唱的《奔跑的青春》《听我说》《燃烧的雪

花》等歌曲，都是在春晚上首次亮相的作品，

青春靓丽的形象，时尚动感的节奏，完美契

合了“春”的主题，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

的气象。特别是张艺兴的一曲中国风歌曲

《画卷》，从千里冰封画到梅雨时节，从小桥

流水画到策马扬鞭，用笛子、古筝、琵琶和中

国大鼓结合现代流行音乐唱出了祖国的辽

阔与秀美，同时融合了中国的古典舞和街舞

跳出崭新的时代气息，展现出新时代年轻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些饱含时代记忆的老歌，也在新的诠

释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伴随着《明天会更

好》的旋律响起，3D穹顶出现的一个个医护

工作者的画面，表达了人们对抗疫一线白衣

战士的敬意，以及人类必将战胜疫情的祈

愿；老中青艺术家与“云端”各地民众共同手

捧鲜花“云”合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则寄

托了全国各族儿女对建党百年的祝福和礼

赞。就连春晚的标志性歌曲《难忘今宵》，也

借由“云端”一个个身系红围巾民众的共同

参与，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欣赏体验。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活动不得不

由现场改为线上进行。这在无形中反而加速

了传统艺术形式与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深

度融合与创新，进而带来了当代音乐从创作

手法、表演形式、传播媒介到审美标

准等整个生态的改变。借助今年春

晚首次采用AI+VR裸眼 3D演播

室技术，编导们渲染制作出或美轮

美奂、或天马行空的全景虚拟场景，

使演员突破传统舞台空间呈现形

态，实现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

无缝衔接。创意表演《牛起来》中，刘

德华的影像时而身处虚拟空间与机

械牛互动共舞，时而仿佛亲临现场

与王一博、关晓彤同台歌唱，带给观

众时空交错的奇妙感受。云录制的

《莫吉托》使用特种设备和XR技术

拍摄完成了人物、道具与虚拟场景

的互动和结合，让周杰伦带着他的

乐队，开着粉色飞车与观众环游世

界共享浪漫风情。意大利歌唱家安

德烈·波切利父子，更是通过“云”连

线“来”到春晚舞台，用跨越重洋的

歌声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祝愿。

当然，新技术的使用也并非无所不用其

极。在韩红演唱的《追梦之路》、孙楠演唱的

《春的心语》等歌曲中，都采用了“传统”的表

演方式，歌唱者台上深情歌唱，观众凝神聆

听，用心体会。这种处理不仅使现场节目之

间形成了动与静、多与少的对比，更贴合了

歌曲表达实现小康社会、追寻中国梦的庄重

宏阔的颂歌气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首致

敬边防战士、致敬中国军人的《请放心吧，祖

国》，演唱者雷佳一身戎装伫立舞台中央，在

她清甜端庄的歌声中，身后大屏幕播放出常

年戍守在祖国高海拔、极寒、酷暑、海岛等艰

苦地区边防官兵巡逻执勤的身影。在他们一

张张青春又饱经风霜的面庞中，亿万观众再

次看到了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崇高与伟大。

歌曲一改军歌雄壮激越的曲风，深情中不失

坚毅，柔美中饱含力量，堪称《十五的月亮》

《血染的风采》之后不可多得的一首抒情军

旅歌曲。

综观整台晚会的歌唱类节目，有机地将

思想性、观赏性和创新性相结合，以中国元

素讲好中国故事，紧扣时代主题和社会发

展、以贴近现实生活共情百姓心声。但也不

可否认，随着网络时代文化发展多元化、欣

赏分众化、传播碎片化的影响，春晚的影响

力和话题性都有所削弱。与此同时，也应看

到，“春晚”作为一个已经延续了38年的文

化IP，正在从一个偏重娱乐、欢庆的文化活

动，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

国家在场的“媒介仪式”。因此，如何在展现

时代背景的主体性创作中释放人性的情怀、

展现人性美的高度，进而常怀激情，催人奋

进，也成为新时代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出

的全新课题。

央视春晚作为建立在现代传媒场域中的中

华民族传统佳节集体庆典仪式，不仅表达着辞

旧迎新的生命寄托和团圆祝福的伦理诉求，也

成为当代中国塑造社会价值共同体意识、建构

社会认同、展现集体情感记忆等整合社会功能

和输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构建中

华民族新时代的主体叙事，阐述家国情怀，成为

2021年央视春晚创演的整体表述，也是语言类

节目的创作诉求。

紧贴社会热点，在传统中求新求
变的相声创作

央视春晚作为每年一度的文艺盛宴，在观众

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由相声和小品为主

要组成内容的语言类节目，因为其喜剧性的表演

形式符合节庆的欢喜氛围，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

节目类型。2021年央视春晚的三个相声节目

《年三十的歌》《如此家长》《叫卖》既紧贴现实生

活、融入时代背景，又能反映缤纷世象。让观众

颇为欣喜的是，这三个节目的表演者都是来自民

营曲艺社团，他们的创作、表演都曾经历过小剧

场演出的千锤百炼，他们的表演在央视春晚获得

亿万观众的认可，毋庸置疑地表明，回归剧场的

演出方式不仅能够恢复相声艺术正常的传承生

态，还能够打磨原创精品、砥砺艺术和培育新人。

由岳云鹏和孙越创作、表演的《年三十的

歌》，改编自他们的经典自创节目《学歌曲》。岳

云鹏在春晚的直播现场，展现出非常出色的表演

节奏感和现场控制能力，“把点开活”“临场现挂”

等艺术优长也可以在现场直播的巨大压力下无

障碍地自由施展，不禁让人回想起马三立、马季

等老一辈相声艺术家在春晚直播中与观众的现

场互动。《年三十的歌》主要运用的是相声表演技

艺中的“柳活”，“柳活”比说更容易掀热气氛，因

此，该作品被放置在晚会的开始阶段。岳云鹏和

孙越将历届春晚中的经典歌曲铺陈在结构紧实

的“包袱”中，经过“娘胎不隔音”“听歌猜年代”

“1995年的歌”“说年份就唱歌”“提字唱歌”等大

小套层的“三番四抖”，用歌声引领观众回望历

史，将流行歌曲的演变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在具有

内在逻辑的演绎转换中，运用趣味性和知识性

带给观众丰富的信息量和娱乐效果。岳云鹏在

出现“能耐”/“耐能”的失误后，可以“现挂现

翻”，并且富有节奏的在“与孙越对话”/“与观众

互动”的表演中自由转换，成功的掌控着观众的

情绪，让观众成为“台下的演员”，充分展现出他

的自信和才能。

由金霏、陈曦表演，李闯、回想、金霏、陈曦创

作的相声《如此家长》，则采用夸张的想象嘲讽了

不切实际、望子成龙的父母。常年在北京嘻哈包

袱铺演出的金霏和陈曦，毕业于天津的中国北方

曲艺学校，所以他们的表演既有北京相声直工直

令的做派，又有津味相声“包袱”细腻的特点。在

《如此家长》中，金霏通过运用“贯口”让孩子学

习“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

灯泡”等才艺，营造出令人可悲可叹的荒谬情境，

既对社会热点话题进行了“解构”，又让社会普遍

产生的亲子教育焦虑情绪得以抒发。

由李寅飞、叶蓬创作、演出的9分钟相声小

段《叫卖》改编自传统相声《卖布头》，不同于《卖

布头》主要由逗哏学唱叫卖的形式，《叫卖》采用

了“子母哏”的表演方式，作为捧哏的叶蓬展现出

扎实的学唱功力和干净嘹亮的嗓音。李寅飞和

叶蓬是“大逗相声”的主力成员，其创演的相声有

当代“清门”的声誉，《叫卖》不但用传统叫卖的旋

律表现“主播带货”的现实图景，还用“卖布头”的

旋律颂扬了抗疫逆行的医护人员、脱贫攻坚的先

进工作者和奋发进取的航天工作者，从使用极尽

夸张的赞美布头的旋律到完成对先进代表和英

雄人物的热情颂扬，两者之间产生的奇妙跨越，

虽然有紧跟时代主题、激励全国人民的主观意

愿，但还是不免带给观众荒诞的心理感受，将已

经深植在广大观众内心的音乐形象，不当改变其

使用对象的范畴，减损了创作者希望表达美好愿

望的意图。

紧扣时代主题，建构家国情怀的
小品创作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计，截至12日中

午，2021年春晚直播跨屏受众规模达12.72亿

人，用户观看次数达49.75亿次。拥有如此庞大

的受众规模，决定了央视春晚必然拥有多元而

深刻的文化属性。2020年又是令人感慨万千的

一年，小品具备的强大叙事能力及喜剧性特质

的观众黏性，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统一价值观

和集体情感记忆，重构多元社会一致性的重要表

达形式。

由李闯、王伟朋等编剧，彭澎、尚大庆导演，

李文启、黄晓娟、佟大为等表演的小品《阳台》表

现了在抗疫时期武汉某社区中的五个普通家庭

的故事，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普通人的故事通过

叙述者的话语，书写出了家国情怀的构建和释

放。小品在尚大庆扮演的社区主任带领观众高

呼“加油！”开场，其间穿插着黄晓娟《满怀深情望

北京》的演唱，王砚辉的“她是名护士，她那身白

大褂不能白穿”的价值呼唤，最后，在尚大庆

“2020年我们走过来了，2021年我们会一直走下

去，一直走向胜利”的庄严宣告中完成了从“家

庭”到“国家”，从“个人”到“民族”的主体叙事。

由王振华、马驰等编剧，方向导演，孙涛、王

迅、秦海璐等表演的小品《大扫除》运用情境倒置

的戏剧冲突结构加强了讽刺的效果，“情境倒置”

即是将角色的地位换个个儿，《大扫除》使用情境

“双重”倒置的结构，将岳副主任、看仓库的老孙

和厂长的地位、语言和情境反复倒置和重复，同

样的语言在倒置的情境中产生出不同的含义。

该作品在语言构思上的技巧，正如法国哲学家柏

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一书中所言：用高

尚的语言表达不高尚、不道德的思想，用严格体

面的词汇去描写卑劣的行为，一般都是滑稽的。

《大扫除》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隐喻和批评，

同样是对国家政策做出的积极响应。

由娄辰编剧、导演，贾冰、倪妮、包贝尔、唐艺

昕等演出的小品《开往春天的幸福》采用设置矛

盾烘托角色正面形象的情节模式，在表述个人爱

情的叙事中插入“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有一

种骄傲，叫中国高铁”及“现在我们村里面发展得

特别好，搞养殖业都自己盖楼了，我准备回去后

在家乡创业”等关于中国发展和振兴乡村的国家

叙事，将个人的美好前景与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

在一起。根据类似的创作逻辑，由关爱家族等编

剧，张伟、崔笑鸥等导演，张凯丽、张国强、万茜等

演出的小品《每逢佳节被催婚》紧贴社会话题，用

年轻人响应国家脱贫攻坚的号召，成为扶贫志愿

者后邂逅爱情的国家叙事化解了春节回家被父

母催婚的家庭矛盾。

作为比较纯粹的喜剧创作，由孙集斌、刘宏

禄编剧，孙集斌、郭宇鹏导演，贾玲、张小斐等演

出的小品《一波三折》使用滑稽喜剧情境冲突的

偶然性原则，在角色之间制造“误会”，创作者构

思出比较巧妙地情节，对“真相”进行了营造和掩

盖，在呈现老年人现代生活的同时，制造出悲喜

互承的喜剧效果。由李宁、皇甫业勤编导，巩汉

林、王禹、方芳等表演的魔术剧《喜从天降》将魔

术表演融入到简单的故事情节中，虽然属于新颖

的创意节目，但是因为故事结构和魔术效果都很

粗糙，达不到成为精品节目的质量。

加强语言类节目的艺术特性和
审美蕴涵

纵观2021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创作，在

思想内容上坚持了方向性，通过由“家”到“国”、

由“个人”到“民族”的主体性叙事的确立，完成了

建构社会认同、展现集体情感记忆等整合社会功

能的目的。但是，节目所呈现出的艺术品质，给

人的感受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拥有天赋并且

基本功扎实的相声演员，新秀辈出，演出的作品

也展现出师法传统又富于时代气息的清新样

貌。忧的是，小品创作在呈现主题主线的同时，

剧作结构僵化，缺乏想象力和共情能力，达不到

寓教于乐的要求。甚至有些创作者展现出的价

值观“水位很低”，在《每逢佳节被催婚》中，相貌

不佳的追求者，被人身攻击和羞辱，被“好多余”，

引发观众的不满。在《阳台》中，女婿与岳父的

“小白船梗”和“爬山梗”的出现，因为过于陈旧，

达不到让观众会心一笑的效果。小品创作的衰

退，究其原因非常复杂，但是，若想创作出精品力

作，创作者在注重作品思想价值的同时，还需要

重视其艺术特性的审美蕴涵。

新年伊始，随着剧场演出再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电视综艺节目借助新媒体平台，对剧场艺术的传

播与发展、对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关系的维系、重建所起

的重要作用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日前，一场以舞

蹈艺术与电视节目的融合为主要议题，探究舞蹈艺术新

发展的交流对谈活动在国家大剧院举办。活动邀请了舞

蹈家沈伟、谭元元、黎星、华宵一、李昂，电视综艺节目

《舞蹈风暴》制片人洪啸、文化学者杨好，主持人、学者张

昊等业内外嘉宾，就舞蹈作为一门肢体艺术，如何突破

舞种与文化界限，实现高雅艺术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以

及剧场艺术与电视节目如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等话题

展开了深度交流。

与会嘉宾认为，舞蹈从诞生之初的“自娱”到走上剧

场舞台的“娱人”，特别是自 20 世纪中叶“舞蹈剧场”概

念形成以来，至今大部分舞蹈创作或表演都是以剧场视

角为出发来完成的，在剧场欣赏舞蹈已成为大众认可的

欣赏舞蹈艺术的最佳场所。而近年来，以《舞蹈风暴》为

代表的一系列电视舞蹈综艺节目的兴起，借助新颖的节

目框架设计与高科技视听技术手段，为新时代舞蹈艺术

的展示和推广带来了更多可能。

以2020年末圆满收官的《舞蹈风暴2》为例，节目之

所以能获得良好口碑和较大社会影响，“关键在于能从

电视呈现的特点出发，结合舞蹈艺术特色，于电视节目

的表现形式和制作理念方面等进行了创新。”《舞蹈风

暴》中汇聚了国内外众多优秀青年舞者，集现代舞、古典

舞、芭蕾舞、街舞等各舞种于一堂，并辅之以“风暴时刻”

等高科技视觉捕捉与呈现技术，使“小众”的高雅艺术与

大众审美之间，以及大众对舞蹈身体美学的认知之间建

立了良好的交流与互动关系。

在节目制片人洪啸看来，电视综艺节目可以引导大

众感知审美的多样性，提升大众对美的分辨层次。《舞蹈

风暴》的设计初衷即是让舞蹈艺术突破边界拥抱大众。

当然，作为一种“现场的艺术”，镜头不可能囊括演出现

场的全部视角，但通过镜头却可以对现场的细节进行截

取放大，对艺术作品的精华进行浓缩展现。正如“风暴时

刻”将舞蹈中极具魅力、代表性的表达提炼并呈现出来

一样，它能帮助更多人感知并走近舞蹈，这是电视节目

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它让我们好像一夜之间认识了很多不同风格、种

类的舞蹈作品和青年艺术家。”张昊谈到，无论是舞者、

编导还是喜爱舞蹈的年轻人，都应感谢电视舞蹈节目新

样态的诞生。电视节目近距离、全方位展现了艺术家的

情感表达，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剧场是大不一样的。“这对

所有舞者来说都是一个考验。”谭元元表示，“我们既要

考虑舞蹈本身行云流水的过程，也要考虑‘风暴时刻’的

编排，通过技术捕捉与回看以及评委有针对性的点评，

舞者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收获与提升。”在杨好看来，

电视的观看提供了360度环绕的可能，并且能把舞者的

身体语言放大到极致，相对于剧场里充满仪式感的观

看，这种观看经验也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舞蹈是一门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艺术。而对‘完

美’的追求正是一个舞蹈家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教育

想要到抵达的艺术境界。”沈伟表示，一个优秀的舞者除

了学习所擅长舞种里前人留下的智慧外，还需不断认识

和学习当代的其他文化与知识，以更好地完善自己、表

达自我。对于电视舞蹈节目的兴起，一方面要认识到舞

台的独特价值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的“舞台”与

新的艺术传播形式又将更好地激发舞蹈表现的活力并

增强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艺术创作的当代性。电视舞蹈比

赛将不同舞种放在一起进行评判，对传统的评审标准提

出了新的挑战，对于什么是好的作品，我们既要看舞者

在不同舞种特质的舞蹈动作的技术技巧上所能达到的

完美程度，以及舞者在表现力、感染力上达到的高度，还

需要评委能从艺术创作、艺术结果的层面，对作品中表

现出的具有共性的艺术价值进行评判，对一个作品的思

想性、创新性，以及它跟其他艺术，如音乐、舞台视觉效

果等方面融合的整体性、综合性等进行评价，看是否有

新的突破与贡献。

在李昂看来，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在比赛

中近距离接触不同的舞种，会发现它们各自独具的魅

力。对于他来说，参加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融合，融

合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通过融合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新

鲜感受，使街舞有机会跟现代舞、芭蕾等舞种合作，通过

交流使街舞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对舞种

自身的丰富，并激发、开拓出了更多可能。“这不光对于

街舞，对整个舞蹈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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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

从“家”到“国”的新时代叙事
□张啸涛

国家大剧院举办艺术论坛，专家探讨：

从剧场到荧屏，舞蹈艺术的新融合
□本报记者 路斐斐

近日，中国、俄罗斯合拍的动画系列片《熊猫和开心球》

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自2月3日起，中国、葡

萄牙合拍的《熊猫和卢塔》，中国、新西兰合拍的《熊猫和奇

异鸟》，中国、南非合拍的《熊猫和小跳羚》陆续播出，与小观

众们见面。

“熊猫和和”由央视动漫团队与国际团队共同打造，采

用“双主人公”创作模式。“熊猫和和”分别搭档捷克卡通明

星“小鼹鼠”、俄罗斯动画角色“兔小跳”、葡萄牙的吉祥动物

大公鸡卢塔、新西兰的国家标志奇异鸟和南非的国宝跳羚

等动画形象，与不同国籍的好朋友开启冒险之旅。熊猫和

和悠闲自在、充满自信和热情，这样的角色设定既让该系列

动画具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和潜力，也奠定了友爱、协作的内

容基调。在此基础上，团队根据不同的动物伙伴，设计出一

个个奇趣美好的故事，用简练而又充满意蕴的画面，串联充

满善意和爱意的情节，讲述动物朋友之间的美好情感。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外交大使和文化元素。中国的熊

猫频道在全球拥有超过4500万的粉丝，熊猫善良、可爱、萌

趣、包容的形象广为世界各国观众所认同和喜爱。”《熊猫和

卢塔》的总制片人保罗·亚里桑德勒认为，通过可爱又智慧

的“和和”了解中国，感受中华文化，这让葡萄牙小朋友充满

期待。

同样，南非LB国际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猫

和小跳羚》制片人卞丕之也提到，中国的熊猫是世界上最受

孩子们喜爱的动物，尤其受到南非和非洲儿童们的青睐。

该片可以培养孩子们从小树立起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想。央视动漫集团董事总经理、“熊猫和和”系列动

画片总制片人蔡志军认为，作为中国首个动漫类文化交流

大使，“熊猫和和”承载着中国“和”文化的深刻内涵，该片展

现着中国的文化自信，也将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带到中

国。它在用国际化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加深了不

同国家间的文化理解和情感认同，这也可能是未来中国动

漫走向世界的方向之一。 （小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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