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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到来了。报纸、广播、杂志、电影、电视等

五大传统媒体与新型的数字媒体不断深度融合，在各种

全新的数字技术加持下融合为一。正像有学者指出的，

“融媒体”并非一个人们常规观念里独立单一的实体机

构，而是融合了新老媒体的一种综合统筹运作模式；融媒

体绝非传统媒体的挽歌，反而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多

元传媒理念的相互作用下，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协同作

战，优势互补，互为支撑，齐头并进。全新的运作模式将使

单一媒体的竞争力变为多媒体综合竞争力，各自优势都

发挥到极致，从而完成整个社会托付的文化建设任务。

令人无比兴奋的是，舞蹈艺术似乎赶上了这个前途

不可限量的好时代。传统的剧场舞蹈艺术正在飞速地多

向性发展。当代剧场里的舞蹈演出常常经过网络直播或

转播而抵达广大观众眼前，而那些特别为新媒体而编排

制作的舞蹈片段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占据了各大视频

平台的“版面”，大大吸引了网友们的眼球。据有关负责人

介绍，哔哩哔哩网站舞蹈区里有各种各样的影像舞蹈片

段，日日更新，长年不断。中国舞、现代舞、街舞、芭蕾舞、

舞蹈综合知识和各种舞蹈教程，可谓应有尽有。例如，随

着文化自信心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国风

类舞蹈，截至2020年，B站传统文化爱好者即国风新青

年达9603万，其中有大量国风舞蹈的拥趸。面对海洋一

般广阔的受众，许多普通舞者在幕后摄影师的帮助下，

汪洋恣肆地宣泄着自己对舞蹈艺术的理解和热爱。人们

发现，“影像舞蹈”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文化视野。

从影像舞蹈的类型来看，可以粗略地分成以下几个

大类：

1.舞台艺术纪录片。它以剧场舞台空间里的真实舞

蹈表演为主要对象，或者是人类学家们以田野调查里的

民俗舞蹈为对象，使用电影机等录制设备，忠实地有时

也是富于创造性地记录那些固定表演空间里发生的一

切舞蹈行为。这类艺术纪录片本质上可以称为舞蹈录

像。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彩色艺术片《天鹅湖》《罗密欧

与朱丽叶》等，中国的芭蕾舞舞台艺术片《红色娘子军》，

都可以看作是这类舞蹈影像的代表。另外，大量的舞蹈

演出宣传片、舞蹈团体宣发介绍以及舞蹈教学课程影

像，也都大体上属于此类影像舞蹈。

2.歌舞艺术片。这是舞蹈艺术与电影艺术有机结合

的产物。从1929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推出的号称世界

第一部歌舞片《百老汇的旋律》，到家喻户晓的《音乐之

声》，电影镜头里的舞蹈散发出与剧场舞蹈截然不同的

魅力。无论是印度的歌舞片《印度往事》，还是好莱坞的

《雨中曲》，都是观众熟悉和喜爱的充满艺术魅力的舞蹈

影像佳作。

3.电影故事片中的舞蹈影像。我们可以在很多知名

故事影片中看到精彩的舞蹈片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这类故事片中为塑造人物和抒发片中主人公内心隐秘情

感的各种舞蹈片段，都可以视作舞蹈影像。谈及此，人们

自然会想起《闻香识女人》中的优雅探戈，或是《三峡好

人》中那段在大坝上的深情之舞，不胜枚举。在此，电影镜

头与人体舞动共同编织出动人的影像里的舞蹈世界。

4.多媒体实验影像舞蹈。这类舞蹈在舞台空间预先

设置若干摄像机、投影仪、红外线干扰仪、分屏器等多媒

体设备，配以其他适合影像表现的媒介材料，融入舞蹈

动作，创造带有实验性的影像舞蹈。例如美国现代舞大

师莫里斯·坎宁汉（Merce Cunningham）于1956年创

作的《变奏V》，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他采用机遇编舞

法，不仅随机编排舞蹈动作，而且在现场演出的录像上，

叠加了现场影像，舞蹈动作和镜头影像交互叠加出现，

打破了观者对虚幻和真实空间的认识界限。当代很多舞

蹈演出中艺术家们使用动作捕捉、投屏等技术所形成的

舞蹈影像，也带有鲜明的多媒体实验意义。

5.电视舞蹈。这类舞蹈影像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

是电视技术诞生和发展之后兴起的舞蹈影像。电视艺术

家们聚焦舞蹈，寻找那些已经获得舞台成功的舞蹈作

品，经过电视镜头的推拉摇移，用影视语言解构、分拆、

组合、再加工和再创造，甚至采用最新的 360度影像

采集合成技术，构成新的舞蹈艺术形象。中央电视台

白志群导演的电视舞蹈艺术片《扇舞丹青》《绝代长歌

行》，央视春晚中镜头下的《小城雨巷》，以及2005年

春晚的《千手观音》，都可以看作这类舞蹈影像的代表

作。中央电视台的CCTV电视舞蹈大赛、湖南电视台的

《舞蹈风暴》也是这类舞蹈影像，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

注和喜爱。

6.创意影像舞蹈。这类舞蹈的要点是“为镜头而编

舞”。也即是说，它们的问世完全不再考虑舞台空间或是

多媒体剧场空间，而是采用各种录像设备，大到电影机，

小到手机或者微型移动摄像机，在全新数字技术后期剪

辑力量的加持下，只为镜头而编舞。人们甚至再也看不

到传统意义上完整的舞段或是舞蹈体裁，“所见所闻”全

然是镜头主宰的舞蹈视觉形象合集。它们为各种创意服

务，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时代宠儿。

融媒体时代，影像舞蹈摇曳多姿，生机勃勃。传统舞

蹈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收获颇多。2019

年，舞剧《杜甫》中的一段《丽人行》在网络上插上放飞的

翅膀，抖音播放总量超过了10亿。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一段《渔光曲》之旗袍舞，仅2020年春节期间腾讯

平台的累积播放量就近600万。2021年河南电视台春

晚运用多媒体技术包装了一个舞台舞蹈《唐宫夜宴》，一

夜之间让文物活起来，带动河南春晚的全网观看流量达

到了惊人的60亿。随后经过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

秋、重阳等一系列影像舞蹈的创作和宣发，该台在全媒

体各平台观看量、点击量总计近300亿，人们纷纷感叹

古老中华传统文化惊人“出圈”。

融媒体时代更是主流文化展示力量的大舞台。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的演出，由东方歌舞团、故宫博物院、人

民网共同担任出品人，中国演出公司全权代理巡回演

出。从2021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该剧首演报道

之后，人民网、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及海外平台等官

方媒体呈现出一个矩阵式同步推进的状态，成功“破

圈”。可以说，《只此青绿》是融媒体时代各路英雄豪杰

联手上演的一出好戏，从艺术精品制作到媒体宣发再到

演出传播，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以融合操作为重要特征

的新时代。

不过，融媒体时代的舞蹈影像的创作也面临着各种

挑战。各种各样的舞蹈影像片段（恕我还不能用“作品”

来称呼这些片段），充斥在各种视频网站上，现在似乎处

于“战国时代”。有的在教室、楼道、废弃厂房里固定摆放

一个录像设备（也许是一个手机，也许是一个照相机，也

许是一个大疆设备），随心起舞，再起一个模棱两可的名

字，就发布在网上了，甚至可以把这个片段叫作“想不出

说什么”。有的在镜头语言里将各种舞蹈风格的动作、各

种自然界的状态，如水滴溅落的特写、毛色闪亮的动物

行走、破土而出的嫩芽等，一股脑地编辑在一起，配以异

域的曲调，令人很难明白这段影像舞蹈到底要表达什么

主题。当然，也有的影像舞蹈作品意义明确，形象生动。

如一部叫作《隙生》的影像舞蹈，在各种夹缝中用舞蹈肢

体表达生命旺盛的活力，在窘迫的墙缝里，在缠绕的密

林枝杈间，甚至在冰冷的室外空调格栅里，那不停舞动

的肢体，恰似万物生灵生生不息的渴望。2021年中国舞

蹈家协会举办的大理舞蹈季就是一次在大自然或古老

人文建筑里以影像舞蹈为主体的成功尝试，激发了无数

创意。

融媒体时代的影像舞蹈如果希望获得更好的发展，

非常需要理性的反思，需要有力的方向引导。一方面，全

新的影像舞蹈创作给舞蹈批评提出了全新挑战，研究其

艺术规律、语言法则、技术影响、本质特征等是迫在眉睫

的任务，绝不可忽略。另一方面，影像舞蹈迅猛发展的态

势也给行业管理者、组织者提出了更多要求。中国舞协、

广东深圳舞协等机构已经以全国影像舞蹈展评的方式

介入其中，现在依然需要更高的站位、更有力的组织措

施、更自信的领导力量。

影像舞蹈的发展至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发

展至今，其背后一直有人类影像科技力量的巨大作用。

今天，计算机图形、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等深刻影响着

影像舞蹈的发展趋势，也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新的艺术业态和形式牵连着人类文明社会新的生活哲

学和艺术命题，影像舞蹈在当代短视频火爆的时代语境

下，如何从小众的、小我的自由表达走向更富于文化和

思想内涵的审美诉说？从创作和发布者来说，如何达到

个性、流量、价值观之间的平衡？从个体来看，怎样做才

能够将自我表达与大众的需求相链接？这些问题直接涉

及影像舞蹈的实质内容、文化内涵、技术语言、大众认知

的共同规则、传播流程与特点等，非常具有时代挑战性。

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融媒体时代人

们尚未体验过的美好春天。

融媒体时代影像舞蹈的机遇和挑战
□冯双白

适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和

大兴安岭地区艺术剧院联合制作，董妮编剧、姜涛执导

的话剧《八百里高寒》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以一段林海

雪原之上中国铁道兵昂扬奋斗的壮丽史诗，向一代人的

青春致敬，向无私奉献、奋斗无悔的时代精神致敬。

该剧创作者将视线对准深入大兴安岭高寒地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们，歌颂那些隐姓埋名

的忠诚战士，书写他们鲜为人知的热血青春，全景式地

展现了在零下50℃的高寒里，铁道兵们进驻“生命禁

区”开发建设的历程。浪漫与激情的碰撞，信仰与事业

的纠结，共产主义信仰、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皑皑

白雪中闪耀的光芒，配合以演员精湛真诚的表演、精致

适度的“舞美服化”，让观众在感受一场热血无悔的生

命历程中聆听一段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获得了一份

荡涤精神的艺术滋养，接受了一次“突破高寒禁区”的

大兴安岭精神的洗礼。

现实题材的戏剧并非对现实生活简单地描摹和机

械地复制，亦非如一面镜子直接而客观地反映。作为

一部讴歌建设者、聚焦铁路建设成就的作品，如何处理

好铁道兵部队历史上个体经验、个体事件、群体经验、

群体精神、群体意识、历史演进和社会变革等种种创作

要素，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首要难题。《八百里高寒》题

材的广度要求写出铁道兵历史的沿革，即铁道兵如何

组建，如何艰苦卓绝及1984年如何全员兵转工；在题

材的深度上要写出“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铁道兵精

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1984年全员“兵转工”如何完成

的心路历程。作品时空跨度大、人物多、事件分散，即

便有一条确定的动作线贯穿始终，依然需要着力解决可能出现的场面

碎片化的倾向。如何规避这些问题？编剧董妮没有陷入“代言人”或

“宣传者”视角的窠臼，而是以充满情感、理想的人文关怀视角出发，创

造性地采取了人物跨时空交流的戏剧结构方式，使该剧呈现出有温度、

有担当、有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艺术气质。最终，纽结戏剧的不再是铁

道兵在绝地险阻当中修建铁道的物理性时空，而是以铁道兵的情感视

点作为切入点与内在纽带，搭建起男女主人公、铁道兵某师师长姜家修

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师杜峥嵘之间的心灵走廊，从姜家修阅读杜峥

嵘的日志这一“现在时空”回溯建设岁月的“过去时空”，构成两段首尾

相连，人物动作不断发展变化，人物关系渐趋明朗的时空状态。现实的

姜家修、日志里的杜峥嵘以及过去的姜家修与杜峥嵘，实际上构成了不

同的四种叙述方式。他们相互之间是彼此行动的替身、情感的重影，因

此我们看到，男女主人公之间逐步发展的情感线索如同草蛇灰线般浮

隐于各个看似相对独立的戏剧情境之间。隧道塌方后的紧急救援、铁

道兵改善生活的苦中作乐、潜入冰河施工的舍生忘死，都在情感线的统

领中完成了和谐统一。两个时空交缠发展也令人物关系张力十足，戏

剧情境上充满变化。

为了让两个时空有机调度、轮转协调，导演对作品从一度创作到二

度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把握，从灯光的明暗切换、舞美景片的巧妙运

用，再到歌唱和投影在剧场中的反复使用，该剧都是站在时代的艺术高

度，用符合当代艺术审美的方式进行了艺术呈现。每当情绪转换时适

时出现的音乐铺陈渲染以及少数民族歌曲的有机介入，既完成了场面

衔接过渡的使命，也帮助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生发展，烘托特定的戏剧

情境、时空环境、人物状态，丰富了舞台语汇，联通了戏剧的演出时空和

观众观看的物理时空，让整部话剧充满激荡、豪迈、浪漫的美学风格。

剧中，独具铁道兵特色的许多名词也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那些在

特殊年代、特殊兵种、特殊任务中流行的词汇，压实了整部剧脚踏实地

的艺术质感。主人公情感与命运的割裂和抉择使他们成为与当代观众

具有共情点的而非被“神话”了的人，避免了标签化、口号化等艺术表现

上“过火”的现象。颇具有抽象、意象化意味的景片与隧道作业面上下

坑道、雪压营地的现实场景彼此勾连，更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戏剧的舞

台表现空间与观众的艺术想象空间。可以说，在编剧、导演等主创团队

的合力下，这段年轻、勇敢的铁道兵们在零下50℃的高寒里进驻大兴

安岭“生命禁区”，爬冰卧雪、风餐露宿，硬是把钢轨铺进了万年沉寂的

林海雪原的奋斗故事具有了贴合时代的温度与温情，找到了一条描绘

大背景、大工程的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有效路径。

话剧《八百里高寒》不仅让观众走进了那片高寒中的火热青春，回

顾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更以八万铁道兵无私奉献的精神、顽强

奋斗的精神观照现实，直抵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使我们在看到编剧及整

个创作团队对那段历史和人物的独到认知与理解的同时，也感受到了

此剧给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思考空间和精神价值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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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网信办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

圈”乱象治理的通知》，重拳出击之下，各大平台纷纷

做出回应，如下架各种榜单，关停清理粉丝聚集的公

共平台、禁言挑事账号等。艺人公司也被要求严格管

理艺人和粉丝群体。但深入观察饭圈，会发现有些乱

象的根源仍未被触及。本文就此探讨几个较少被提

及的饭圈治理盲点与难点。

本次治理开始问责饭圈乱象的重要源头，在流

量比拼、“粉黑大战”中坐收渔利的平台方。然而，不

同网络平台有不同的运营机制，从而塑造出不同的

用户文化。如果不清楚运营机制的特点，治理很难对

症下药。

在一些网络平台，其基本机制是先加入后发言。

出于尊重鼓励用户积极性，平台将管理权限下放给

用户。任何人都能创建小组并决定其他用户是否能

够加入。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一权利却被滥用了。

有些组人数众多，极易引导舆论风向，其进入的资

格（等同话语权）却完全由组长掌控，本应是公共空

间的小组因此变成了私人财产。即使获得加入资格，

也可能被删帖踢出小组，丧失发言权，甚至可能导致

账号被封。组员事实上也不存在表达不满的途径，对

组的制衡力微乎其微。这些组内讨论却又对所有网

络用户公开可见，形成了只能看不能说的单向输出。

如此话语权高度不对等的封闭环境正是绝佳的谣言

与负面新闻发酵地。

由是，网络账号买卖应运而生。营销公司完全可

以通过掌握数百个在各大公共组“有房”的账号密集

发帖，或直接掌握小组管理员账号，或与小组管理员

达成交易的方式来批量投放信息，再由营销号在微博

等平台扩散，操纵公众舆论风向和议程设置。小组也可通过开

设新组迅速“转生”，各家粉丝则会迅速加入以获取话语权，其

动员力相当惊人。因此，如果平台依旧按照旧的机制运营，仅

仅是关停整顿涉事小组，是很难彻底解决饭圈和水军乱象的。

如何有效治理在平台上辱骂诋毁他人的“黑”则是更大

的难题。当前政策和讨论基本围绕粉丝群体展开，然而有效

治理必须区分“粉”和“黑”的行为。治粉不治黑，等同治标不

治本。正是因为存在肆意造谣辱骂的“黑”，粉丝才需要“反

黑”。粉丝现在常被描述成主动出击骚扰他人的群体，但在现

实中，大部分粉丝群体日常被动应对由“黑”挑起的纷争，而

前者经常是后者无限扩大化后的表现。这些“黑”里，

有些以此为职业，其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有些则是个

体为了报复发泄。

在公共平台上活跃的各类营销号常属于“职黑”，

媒体对此已有报道。这些营销号背后的资本盘根错

节，合力形成庞大的传播网络，结合社会热点后掀起

的舆论巨浪甚至可以挟持官方媒体。学者于洋指出，

营销号联动发布通稿的行为与发传单别无二致。在信

息技术的加持下，其效率威力远非线下人工可比。这

些坐拥数十万乃至千百万关注者的从业者却毫无准

入资格审查，更无行业规范约束，在清朗运动中也因

为不是粉丝群体而得以隐身。各大平台为了流量红

利，对这些账号的惩处蜻蜓点水，如微博仅对一些营

销号作十五天禁言处理，几乎可说是毫发无伤。

虽然“职黑”猖狂，集中治理仍然可行。饭圈乱象

中最为棘手的是如何遏制个体在网上散发的极端恶

意。这部分“黑”人数可能不多，但破坏力极大。他们

开设账号专用于长期抱团攻击自己厌恶的公众人

物，其言辞或污秽粗鄙，或极尽挑衅造谣，事实上已

构成网络暴力。由于谣言和负面信息的传播规律符

合人性的弱点，这些言论往往传播很快，也使饭圈

掐架趋向于不断升级扩大。这些账号即使被禁言销

号，很快又会用新号“原地复活”。由于公众人物的

“长情黑”可能是其竞争者的粉丝，也可能是其前粉

丝“脱粉回踩”，目前媒体讨论常把他们与粉丝混为

一谈。然而，粉丝行为究其本源，内在驱动力是喜

爱，欣赏分享喜爱的事物获得愉悦心情符合人类天

性。“黑”的内在驱动力却是负面情绪。需要强调的

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某人某事产生反感并批评嘲讽，

属于人之常情。但自此长期盯梢造谣、花费大量时间辱骂攻

击对方的行为却实非正常。将“粉”和“黑”混为一谈，会使治

理工作的目标混淆不清。当前的治理思路对那些“黑籍盖

过粉籍”（即仇恨艺人的程度已经超过对自身喜爱艺人的

在意程度）或干脆只有“黑籍”没有“粉籍”（喜爱对象）的人

来说，无异于隔山打虎。而这些躲在互联网匿名机制后肆

无忌惮攻击他人的人的言行却又是最极端、病态的，对尚

未形成稳定价值观的青少年粉丝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极大。

然而，要如何约束这一小部分人的极端恶意呢？这又是一个

如何有效预防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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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画院、陕西省美术博物馆、河南省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尽在

质朴无华中——安正中艺术展”11月5日至14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

举办。展览展出了艺术家不同时期的写生、版画、油画和国画作品100

余件，作品绝大部分来自安正中去世后家属捐献给北京画院、陕西省美

术博物馆和河南省美术馆的馆藏。

安正中1934年生于河南，在镇平县伏牛山麓的关帝庙村度过了童

年，后参加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屡立战功。1988年调入陕西省美术家

协会任秘书长，期间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美术作

品。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大西北的厚土，从西北地区古今民间各种

艺术形式中吸取传统精华，形成了古朴厚重、深沉凝练的艺术风格，其

国画、油画、木刻艺术，充满质朴的西北风情与人文气息，是波澜壮阔的

时代精神与激情荡漾的个人理想的结合。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表示，该展属于北京画院“二十世纪中国美术

研究系列展”之一。他说，人生的厚度拓展着安正中艺术的维度，经历了

世间百态后，他晚年山水作品笔下的纯境是有醇度的。如果说通常意义

的研究展主要关注艺术作品本体价值的话，那么安正中的展览则在艺

术创作的基础上，更强调人以及人与时代关系的研究。 （林 雨）

安正中艺术展在京举办

评 点

为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精

神，由中国美术馆和江西美术出版社共同主办

的“《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暨《画说中

国革命精神》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座谈会邀请国内著名党史、军史、美术界及

新闻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对两部图

书进行了深入的出版研讨，以期系统梳理和挖

掘新中国美术的丰富内涵，推进出版工作在新

时代担当新使命，出版更多具有主题影响力的

精品力作。

《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和《画说

中国革命精神》系列图书（已出3册）于今年上半

年出版，图书以艺术的视角回望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奋斗情景，展现了历久

弥新的中国革命精神，为党和新中国的生日献

礼。其中，《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分

为上、中、下三卷，共收入版画作品1200余幅，

书中精品荟萃、佳作纷呈。与会专家认为，该书

集中国现代版画创作之大成，既反映了新兴版

画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更从艺术视角充分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奋斗情景及

其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作出的伟大贡献。

《画说中国革命精神》系列丛书由党史专

家邵维正将军受邀撰写。图书体例以革命精

神为纲，以历史故事为本，注重用感人的故事

体现革命精神，用生动的形象描绘历史事件。

第一辑已出版《伟业启航：画说红船精神》《革

命摇篮：画说井冈山精神》《英雄史诗：画说长

征精神》三册。每册都配有大量的艺术作品以

及部分历史图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专家

认为，该书以生动的革命故事、经典的艺术之

美，全景式、全方位直观地展现了重要革命时

期的历史画卷，对于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建构的精神坐标与精神

谱系具有独特价值。 （路斐斐）

回望百年美术经典回望百年美术经典
展现中国革命精神展现中国革命精神

大理舞蹈季中的汉唐舞 摄影：陈锐 《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歌舞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