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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剧场”的打开让艺术在疫情中透出了一道亮光，一系列通过直播
或录播方式打造的“云演出”正成为人们艺术生活的新方式。江苏的舞台
艺术，近年来涌现了一批精品力作。这个春节，宅家看经典，一样给力。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就地过年的精神文化需求，2 月 10 日—2 月
16 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将和省演艺集团合作，推出昆剧《眷江城》、京
剧《梅兰芳·蓄须记》、话剧《因为有你》、锡剧《董存瑞》、交响音乐会《大
江南》、二胡之乡民族管弦音乐会、中篇评弹《钱学森》等七部不同门类
的优秀作品的在线观看。除了作品的欣赏外，相关导演、主演或专家还
将进行剧作的在线导赏，进一步提高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平，在春节期间
为群众提供高端文化大餐。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要有敏锐的眼光紧紧
抓住市场的变化。”早在2016年，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周东亮就打造了全
国首个地方戏 APP“戏嗨”，借助新媒体更好地传播戏曲艺术。2020 年
12 月 8 日，“戏嗨”又进行了全新升级，打造疫情防控下的另一种看戏方
式。目前主打的锡剧板块，已经收录《珍珠塔》《大风歌》《董存瑞》等上百
部以省锡剧团为主、各地方锡剧团（院）为辅的锡剧大戏。记者打开 APP
发现，除了可以搜索锡剧名家名作外，还有上千条锡剧经典音频、唱腔、伴
奏等海量视听资源供戏迷使用。周东亮告诉记者，“戏嗨”APP是一款专
为戏曲爱好者量身打造的视频播放库，如今他们和电信的网络电视合作，
将京、昆、锡、扬、淮等不同剧种、剧目、剧团搬上网络电视，通过现代影像
技术和网络技术搭建戏曲文化平台，打破时空界限，送戏到客厅。

云上不仅可以看戏，还可以看到家乡精彩的非遗文化。据省文旅
厅非遗处介绍，按照文旅部非遗司“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
直播家乡年”活动要求，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从各地推荐报送的 20 余
项重点民俗活动和年俗非遗项目中，遴选出秦淮灯会、马庄灯俗、金坛
抬阁、桃花坞木版年画、海安花鼓、新安灯会、打春牛、黄塍跑马阵、华山
庙会、皂河龙王庙会等 10 个与“年文化”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参加“非
遗过大年”活动。1 月 20 日起，这 10 个项目除了在当地开展线下展演
活动外，还将以系列短视频的方式，对民俗活动从筹备到进行的全过
程，以及对项目相关年俗场景等进行拍摄记录，并通过市县非遗保护中
心官方非遗账号，上传至抖音、快手两大视频平台，以设置统一话题标
签的形式，进行集中展播。快手话题标签为#寻味非遗年过家乡的节#；
抖音话题标签为#非遗过年 dou 来播#。届时，网友只需要进入抖音、快
手“视频直播家乡年”非遗展播专区，就能在线享受非遗“大餐”，即使
远离家乡，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家乡年味。

《国宝档案》《国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话》等节目激发了公众对文物
考古的兴趣，如果想了解“硬核考古”，那么在南京博物院的微信公众号上
免费收看“南博公开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良渚文化、故宫丝绸之路上的
东西方交流、中原地区的生业状态、600 年故宫的精彩与辉煌、大运河考
古的最新发现⋯⋯单霁翔、李伯谦、栾丰实、袁靖、林留根等大咖随时为每
一位点击课程的人讲述满满的知识点。

南 京 博 物 院 办 公 室
主任郑晶告诉记者，南博
讲 坛 自 2016 年 举 办 以
来，共邀请了 40 多位文
博界权威登坛开讲，目前
已经推出了十期作为公
开课，发布在南博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上。例如李
伯谦教授讲述了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界如
何在苏秉琦教授倡导下，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以
及早期不同区域的文明
如 何 走 向 融 合 、多 元 一
体；赵辉教授为公众详细
讲解考古工作如何解读
良渚文明，研究当时国家
的出现、手工业的诞生、
阶级分化带来的城乡区
别，以及中央集权如何赋
予良渚古国超越时代的
工程能力。在刚刚推出
的大运河考古主题，南京
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林留根全景展示中国大
运河的前世今生，第一期
解读了中国大运河的发
展历程以及它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价值，更多的
运河考古发现将在接下
来陆续推出。“这些内容
既不文艺也不娱乐，但却
有满满的知识点，适合有
一定知识积累的文博爱
好者。”郑晶说。

此外，在 2 月 4 日和 5
日，抖音“国风文化展”将
分别推出南博“百花呈瑞”
大展直播和“晶·华——矿
物之至善至美”特展直播。

原地过年，对于很多
人来说虽然是斩不断的乡
愁，但是也有此时此刻的美
好。借助创新形式和新媒
体传播技术，文化在陪伴我
们共庆新春之余，更让我们
从传统深处觅得乡愁的慰
藉、获得前行的力量。

金牛贺岁，翘首盼春。今年“就地过年”的号召，又让这个佳节平添了几分与
以往不同的特殊性。如何让广大群众在异地他乡也能感受到幸福和谐的年味？
如何让百姓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去博物馆里享受深
邃的历史文化之旅，来美术馆里享受艺术的沉醉，去旅游景区徜徉身心、体验丰
富的年俗文化，宅在家里沉浸于各种云演艺、云娱乐、云直播⋯⋯今年，全省各大
文化场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要求下，创新手段，推出一系列精彩的文化休闲体验
活动。同时，各类文化机构纷纷推出线上“云文化”，带来全新的互动沉浸体验。
各种各样的文化陪伴，将让就地过年的人们享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据悉，今年各地严格按照文
化和旅游部“限量、预约、错峰”要
求，继续推动旅游景区和文博场
馆预约常态化，景区和文博场馆
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
的 75%，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
服务场所、歌舞游艺娱乐场所（含
包间）接纳消费者人数原则上不
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75%。在严
格遵守各项防疫要求的前提下，
全省各地陆续推出一系列饱含年
味又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所
有留在江苏的人都能拥抱一个欢
乐祥和、充满浓郁氛围的新春。

据省文旅厅介绍，今年全省
在春节期间将开展千余场线上线
下文旅活动，充分满足就地过年
群众节日期间线上线下的文旅需
求，同时以多种创新形式，开启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其中，省
内各类博物馆将推出400多个多
元创新的文博展览，通过线上服
务和线下开放，让人们从传统中
汲取面向未来的力量。如南京博
物院将推出展览《晶·华——矿物
之至善至美》，共展出三百余件来
自世界各地的矿物精品以及近百
件与矿物相关的珍贵文物，观众
可以徜徉在璀璨夺目的展品里，
近距离感受自然深邃的美感。其
中著名的“金枝玉叶”是南京博物
院 18 件镇院之宝之一。南京博
物院还推出《百花呈瑞——南京
博物院藏历代花鸟画迎春特展》，
其中 40%是从未公开展出过的
精品。此外，一年一度的生肖展
也将如期推出，今年将举办十二
生肖“团圆展”，其中最受关注的
当属南宋画家阎次平留下的国宝
级名画《四季牧牛图》。

省美术馆同样也为观众准备
了一份艺术大餐。这场迎新春的艺术盛宴，以艺术创作新作品、美术馆文
创新产品等，为广大市民打造一片精彩纷呈的艺术天地。其中，《可触摸
的记忆——馆藏艺术档案文献展》正在省美术馆老馆展出，展出展览档
案、名家信札、珍本图书等。这些珍贵的藏品，为公众带来多维度的审美
视角和艺术体验。“盛世春光——2021江苏省国画院新春献礼贺岁大展”
将于2月5日起在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展出，一系列名家之作将精彩登场。

记者了解到，今年新春，线下全省 315 家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近
150 家收费 A 级旅游景区景点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免费游览、门票打
折等优惠活动，线上各地 A 级旅游景区应用新媒体传播技术开展多种云
端看展、云上过年、云端品“水韵”活动。常州春秋淹城、嬉戏谷、露营谷、
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等景区，对就地过节的外来员工和直系亲属免
入园门票，中华恐龙园推出福利门票及年卡产品；苏州公布拙政园、留园、
木渎古镇、沙家浜等 66 家对留苏人员免费开放的园林景区；大年除夕至
正月初六，无锡灵山景区、拈花湾禅意小镇、影视基地三国水浒景区、太湖
鼋头渚风景区、惠山古镇等在内的 25 家景区，将对外地留锡企业职工免
费开放；盐城推出“滋味盐城过大年”精品游线路，包括“世遗盐城”探秘之
旅、“生态盐城”康养之旅、“文韵盐城”体验之旅、“舌尖盐城”美食之旅四
大主题线路；镇江依托“文化在线”公共文化旅游产品服务平台，创新推出

“镇有趣”——绘本故事会、青铜兵器 DIY 等活动，“镇有用”——艺术云
讲堂、艺术普及线上辅导等培训，“镇有料”——聆听红色故事、观看春节
民俗文化展等，通过“屏对屏”交流，送出浓浓年味和节日祝福。

迎新春系列活动的热度将持续贯穿至元宵节前后。届时，一场场以
庙会市集为主的活动还将在江苏陆续开展。徐州马庄将在神农广场举办
面灯制作、面艺、花灯民间工艺、各类土特产等成品展示、制作比赛的元宵
灯俗活动。镇江华山庙会将上演舞龙灯、荡湖船、打腰鼓、跳马灯等精彩
节目。南通海安将以“龙舞天下升太平”为主题开展正月十五闹元宵狂
欢。集杂技娱乐、戏曲展演、艺术造型于一体的常州金坛抬阁，更将成为
庙会出会时的压轴环节。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
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特别提出“增加网络、电视、广播等文
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免费流量、网络视频 APP 限时免费电影放映
等线上服务”。

南京新街口国际影城经管部销售经理崔恒斌表示，今年春节档电影
共有 7 部大片上映，其中《唐人街探案 3》关注度最高，《你好，李焕英》《人
潮汹涌》都是荒诞喜剧题材，《刺杀小说家》丰富的特效抓人眼球，奇幻电
影《侍神令》全明星阵容备受关注。《熊出没 7》《哪吒重生》两部动画片则
是春节亲子活动的不错选择。

今年在“就地过年”的前提下，除了已经预售票房过亿的 7 部春节档
电影，网友们还有什么文化娱乐节目可以期待？

2月1日，“2021央视春晚首次大联排”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春晚作
为每年新春的保留节目，自然也受到大家的关注。据悉，除王一博、张艺
兴、成毅、李现、黄子韬、迪丽热巴亮相彩排现场外，TFBOYS师弟时代少
年团、THE9、硬糖少女303等都在受邀之列。新鲜血液的注入无疑会给春
晚带来更多新元素，吸引一大票年轻观众。今年还将有魔术剧、微型音乐
剧集体上新，舞蹈数量也有望创下历届之最。受疫情影响，有些深受观众
喜爱的演员不能来到现场。今年春晚将首次采用“云”传播、“云”互动形
式，实现隔空连线心意相通。牛年春晚还将现场观众互动和“云观众”融入
现场，全球华人心连心“云团圆”，共享“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新春氛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网络春晚定于2月4日黄金时段在央视频客
户端、CCTV-1、央视网多终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渠道同步播出。这届网
络春晚以“青春嘉年华”之名，向年轻观众们发出“开新”之约，共赴一场“开
新”之局。2021网络春晚在理念、内容、形式上都以“开新”为主线，打破了
传统晚会的模式，以新锐演唱会的形态，将经典IP和时代热点紧密结合，实
现内容破壁。确定参加网络春晚的既有蔡徐坤、段奥娟、乃万、汪苏泷、陈
赫、张韶涵、毛不易等正能量青年偶像，也有薇娅、李佳琦、机智的党妹、丁
真等网络红人，还有大受欢迎的民间高手蓝骑士乐队、YA亚舞少儿街舞
团、非遗文化华阴老腔等。在近期公布的嘉宾海报中，甚至还有去年因为
甜美笑容意外走红的央视主持人王冰冰，嘉宾阵容值得网友期待。

最近，各大视频网站已启动“春节档”筹备。此前，优酷纪录片《奇妙之
城》就与新华社合作发起“就地过年，一样精彩”的倡议。自1月25日起，优
酷在保证题材多样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适合春节氛围的欢乐治愈类节
目，开启史上最强牛年“寒假档”。继《上阳赋》《巡回检查组》《山海情》等剧
集接连上线之后，《觉醒年代》《乡村爱情13》等剧也将于近期在优酷陆续登
场。综艺方面，《追光吧！哥哥》《同一屋檐下》《宇宙打歌中心》话题不断，
德云社相声、《欢乐喜剧人第七季》、《王牌对王牌第六季》持续爆笑。据悉，
正在紧张筹备中的自制喜剧晚会也将在春节假日期间上线，这是优酷首次
推出喜剧类晚会，将用全新方式制造欢乐。此外，优酷平台还会播出包括
央视以及各地春晚在内的近20台晚会，让欢笑充满整个假期。

“就地过年”不是分离，而是用另一种方式传递思念。目前，中国首部
贺岁轻喜剧《假日暖洋洋》已在爱奇艺平台播出。今年春节期间，爱奇艺
将遴选合家欢、暖人心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搭建“免费看”专区，对部分
会员专享节目进行“限时转免”展播，用精品力作丰富当地人民群众文化
选择，更好满足人们“就地过年”期间的观影需求。此外，爱奇艺还将推出
线上“春节档”专区，在首页首屏聚合展播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
络剧等影视节目，丰富观众的春节观影选择，让用户宅家期间，也能乐享
精神文化大餐，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地过年
今年新春文化这样打开

“云剧场”“云课堂”，宅家看经典涨知识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傅秋源
陈洁 顾星欣

通 讯 员 靳扬扬

逛展览看民俗，家门口的“文化游”很精彩 电影、春晚与综艺，大屏小屏看个够

“戏嗨”APP界面

“长三角”美术馆文化创意作品交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