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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节是中华传

统文化最集中、最浓烈的时候，牛年春节叠加就

地过年，对年味、对文化的需求格外强烈。到博

物馆从古代文物中寻觅年味，“云演艺”打破时

空限制“天涯共此时”，春节电影票房屡创纪录，

再加上“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在全省

推出的千余场活动、400多个文博展览，这个

春节，文艺新趋势陪伴人们度过了一个充满文

化味的新春佳节。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陈洁 傅秋源

线上线下，
文化过年真快乐

六大周刊·拜年特辑

孙晓云

书法工作者将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精神，脚踏实地、辛勤耕耘、多出精品、守正创
新，为时代讴歌，把建党百年的光辉历史和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书写出来、展现出来。 ——孙晓云

“百年江苏”大型美术精品创作工程正在火热
推进之中，江苏老中青三代正以最强阵容投入创
作，为建党百年献上一份厚礼。 ——周京新

身处新时代，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想做的
事情很多，能做的事情更多，时不我待，紧迫感一直
伴随着我，希望能为大家献上更多好作品。

——盛小云

艰难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愿牛年天佑中华，各
行各业牛气冲天！ ——周梅森

剧场可以用来享受，也可以用来思想。愿我们
一起，亲近艺术，飞入自然，关心社会，奔向理想。

——柯军

我们除了让自己更加强大，别无选择。
——赵本夫

对于新年我没有什么心愿，唯有倍加真诚地工
作，奉上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李路

观众不仅是剧团的衣食父母，也是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牛年到来之际，祝福每位
读者都能领略传统戏曲之美，在生活中有艺术相伴。

——王芳

我想用一句朴素的歌词表达心愿：“冬天已到
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
春天是蕴育希望的季节，愿爱与希望伴君左右。

——鲁敏

非遗成“国潮”，有你会更美！我会一直站在苏
绣艺术的大门口，恭候每个人，做个导赏人。

——姚建萍

每一次走进剧场，都是观众与演员的知交重
逢。

期待，在 2021 这个牛气冲天的年份里，我们保
持江苏省昆剧院一贯以来的创作热情和初心，为观
众献上更多更好的作品。 ——施夏明

新的一年里，我们一方面加强重大主题戏剧创
作，一方面开展“紫金戏剧文学奖”评比及获奖作品
孵化。我们期待，让年轻编剧们的作品更多地搬上
舞台；让舞台与观众更多地认识这些可爱的年轻人！

——罗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创新，也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走。牛年，让
我们一起用汗水浇灌艺术之花。 ——周东亮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将倾情演绎舞剧《歌
唱祖国》及歌舞剧《大地颂歌》，用更多的艺术作品
叙说好新时代的故事。 ——刘迦

在新的一年里，我和同伴们将在王派《水浒》的
继承与发展上继续探寻攀登，在扬州评话的艺术道
路上坚定走下去，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马伟

在新的一年里，作为基层院团，涟水淮剧团将
不断努力，把党员三部曲之一《哎呦我的憨哥哥》献
给广大戏迷朋友。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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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艺大拜年
觅年味
逛文博场馆成为新年俗

14 日上午 10 点，南京小伙赵勤和女朋
友相约在南京博物院《百花呈瑞》展厅会合，
一起来看展厅里的“岁朝图”。“现在过年不
放鞭炮，家里老人早睡也不守夜，年味变淡
了，看到‘交汇点’APP 上说南博的展览里有
古人过年时挂的‘岁朝图’，就约着一起来沾
沾风雅的年味。”岁朝图是一种以瓶花为主
体的绘画门类，以冬天不易见到的花木表达
吉祥寓意。两个年轻人拿着手机按图索骥：

《岁寒图》是常熟画家王翚在北京创作《康熙
南巡图》时和弟子共同创作，赵之谦的《大
吉羊、富贵昌、宜高官、乐未央》光看画名就
已经有满满的福气⋯⋯

在旧年俗改变的同时，逛博物馆变成了
新年俗，南京博物院办公室主任郑晶告诉记
者，春节长假期间，南博每天的观众人数有一
万三四千人，“真是好久没在馆里见到这么多
人了”，她说，“疫情防控常态化，全国连续多
天清零，所以人们愿意在新年期间来逛博物
馆，《百花呈瑞》花鸟画展、《十二生肖闹新春》
展、《晶·华》矿物特展和《吴门绘画艺术展》等
各个展厅都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

各个文化场馆纷纷发挥特色，为公众奉
上“年味文化大餐”。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
区以“爱上中国年”为主题，通过经典文学 IP
闯关打卡、传统演艺、非遗手作、盲盒互动等
形式，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

苏州博物馆推出了《海棠独香——大足
石刻的发现与传承》特展，通过 50 余件（套）
展品呈现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独特的美
学内涵、精湛的雕刻工艺以及文保成果；

南京图书馆为了“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可谓下足了功夫，除了以“春来江水绿
如蓝”为主题向读者荐书目、开展《白居易诗
选》阅读云分享会等活动外，还邀请读者做

《四库全书》推荐官，用图片或视频的方式为
典籍“代言传声”，并奉上“食光机——《随园
食单》在家就能做”活动，教读者做《随园食
单》中的素烧鹅和猪里肉⋯⋯

响应就地过年号召，全国今年有 1 亿人
没有返乡，为了给人们提供一场内容丰富的

“云游”博物馆之旅，“学习强国”平台在春节
期间上线“博物馆说”专题，展播 143 家博物
馆的馆藏珍品，带领手机用户云赏国宝。上
线的江苏地区文物中，除南京博物院的东汉
鎏金银嵌宝石神兽铜砚盒外，扬州博物馆元
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常州博物馆朱漆戗金
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和苏州博物馆吴王夫
差剑等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纷纷与观
众见面。

进万家
千余场活动彰显“我们的中国梦”

五彩荷花灯悬挂在“天下文枢”牌坊下，
棂星门边鲤鱼从波浪中腾空跃起，辉煌的黄
色灯带勾勒出夫子庙门楼的轮廓⋯⋯作为
国家级非遗的南京秦淮灯彩被作为文化部
重点推荐的 9 个项目之一，在长假期间吸引
了近 200 万线下观众，并通过线上直播吸引
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以“秦淮灯彩腾‘云’而来”为主题，今年的灯
彩盛会推出秦淮礼物、大师名作、云赏灯、云
购物等新玩法，让人们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将
喜气福气带回家。

秦淮灯彩只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活动中的一项。春节、元宵期间，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文旅厅、省广播
电视局、省文联联合推出上千场活动、400
余个文博展览。其中“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

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中，我省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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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月
20 日起，这些项目除开展线下展演，还以系
列短视频的方式，在抖音和快手两大平台

“视频直播家乡年”非遗展播专区推出，让
即使远离家乡的人们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家
乡年味，截至 17 日傍晚，共吸引了 170 万人
次在线观看。

文化、文艺小分队巡展巡演，文化人才、
文艺志愿者创编小品、诗歌、快板、说唱、地
方戏曲，举办“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品牌文化惠民活动让
人们享受好看不贵的优秀文艺演出，同时搭
建起云展厅、开设云剧场，各类文化活动走
进千家万户，浸润人们心灵。

在送文化的同时，各地为“草根明星”搭
建起舞台，让群众成为春节文化活动的主
角。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2021 年“迎新春”徐州市群众文艺精品节目
展演上，上到 70 岁的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小
朋友纷纷登台，吹唢呐、唱柳琴戏、演小品，
很多节目已经达到专业水准，其中舞蹈《地
平线下的那束光》、柳琴戏《老于还乡》、徐州
坠子《才女选婿》都是去年刚刚获得全省“五
星工程奖”的获奖作品，展示出当地群众文
化活动的不俗实力。

线上线下互动，是此次“文化进万家”的
一大亮点。“战胜疫情在当前，决不让新冠病
毒四处逃窜！”镇江市 72 岁的京剧票友俞滨
的裘派花脸字正腔圆。镇江在年初遭遇病
毒侵袭，全城防疫，结合就地过年需要，当地
推出了“你在镇江过年，我在‘云’上陪你”全
城公益活动，广大市民录制歌曲、器乐、朗诵
等音频作品和“爱生活”“趣搞笑”“讲故事”

“情感记”“涨知识”“宝宝秀”等主题视频作
品，陪伴就地过年的人们，也向远方的家人
送上祝福。

据悉，“文化进万家”将成为一场不落幕
的盛会，由元旦、春节期间集中开展扩展为
全年常态化活动、展播，并在“学习强国”平
台开设专题专栏，展示江苏文化强省建设的
蓬勃活力。

云演艺
欣赏的目光穿越时空阻隔

2021年春晚，各种“云科技”在舞台上的
精彩绽放是观众感受最深的变化，也是当下
观演方式多元化的生动注脚。这个春节，江
苏海量的演艺资源借助微信公众号、抖音、
微博、APP 等在线绽放，其中既有“大众”的
流行艺术，也有“小众”的戏曲联唱，甚至是
广场舞、小人书等个性化的需求都一一得到
满足，不同圈层的江苏人都在牛年春节获得
了“私人订制”版的演艺享受。

是乌篷船上飘来的吴侬软语，是小桥流
水边的青砖碧瓦粉墙，是走过雨巷里那丁香
一样的姑娘⋯⋯正月初一，在江苏交响乐团
艺术总监吕军和常任指挥程晔的导赏中，一
曲充满江南意境的交响乐《大江南》从交汇
点新闻APP里“飘出来”。

京剧《梅兰芳·蓄须记》、话剧《因为有
你》、昆曲《眷江城》、评弹《钱学森》、锡剧《董
存瑞》⋯⋯这个春节，“交汇点”联合江苏省
演艺集团为网友们奉上了一份牛年新春文
化演出大礼包，献上的剧目都是近年来江苏
舞台上的经典，还特意邀请了周东亮、施夏
明等主创人员为网友进行艺术导赏，让网友
们从更多角度去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

90 后江苏小伙倪鑫春节期间“晒”出了

自己的“云看戏”成绩单，从京剧、话剧、昆
曲、戏剧到民乐、交响乐、评弹多种多样。“过
去戏曲演员辛苦了一年，到岁末之时才能稍
作休息。所以才有了‘封箱’和‘开箱’演出
的概念。现在有了云演出，春节期间看戏也
不打烊了！这么多好戏连着看，真是眼花缭
乱，耳朵开‘窍’，过足了瘾。”作为一名热爱
文艺的程序员，倪鑫坦言自己平时工作忙，
走进剧场的时间并不多，居家观看“云演出”
成了他和妻子的“过年七天乐”。

除了足不出户看名角好剧之外，在云
上过个文化年，江苏人在牛年新春选择也
颇多。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过年，父亲给我
买了一套48本的《三国演义》小人书，整个春
节我都陶醉在刘备、曹操、张飞、关羽的故事
里，后来搬了几次家，小人书渐渐也都不见
了踪影。没想到这个春节，我还可以带着儿
子一起云上看小人书！”徐州市民张海说，市
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在春节期间推出了“云
图有声——每天一本小人书”的活动，只要
扫一扫二维码，《春节》《大闹花灯》《老鼠嫁
女》等承载着我们美好童年记忆和成长时光
的小人书就会“原貌重现”。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
日氛围，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文化热情，
一场名为“‘群’星璀璨‘艺’展风采——
2021年无锡惠山区全民网络K歌赛”在春节
期间如火如荼开展。在无锡念书的罗林静
今年选择了原地过节，除了炒菜、嗑瓜子、看
电视外，她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无锡梁溪区
文化馆、崇安寺生活步行街举办的“云上 K
歌大赛”，将自己的歌声上传云平台比赛，接
受专家打分和网友票选，争夺“K歌之王”。

广场舞，也从公园跳到了网上。盐城市
大丰区大中镇有一百多支广场舞队，芳韵舞
蹈队就是其中一支，并获得过江苏省广场舞
大赛的最美风采奖。今年春节，阿姨们与时
俱进，将精心创排的舞蹈《喜乐年华》“搬”上
网，队员们挥动扇子脸上的笑容如此真挚，
那旋转的舞步，踏响的是幸福的节拍。

为积极响应“非必要不出省，就地过春
节”倡导，连云港组织开展“山海连云闹新
春”——2021连云区线上文化活动。包括文
化干部闹新春、“佳·访”文化访谈录、连云区
音乐家协会线上音乐会、文化艺术协会闹新
春、“山海乡愁话连云”连云区故事诵读、连
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

在南京，线上演出同样在文化传播中打
破了时空限制。2021 年春节期间，南京市
文旅局主动对接我国驻外使领馆、中国文
化中心，筹划组织了多场精彩纷呈的云端
演出，选送了南京小红花、南京杂技团、南
京民族乐团、南京歌舞剧院等近 20 个节目，
在全球近 70 个国家各类线上平台进行播
出，向世界传播中国农历春节的欢快喜庆
和真挚祝福。

赏大片
票房纪录不断刷新牛气冲天

首日票房破17亿，创下的新纪录只是牛
年春节档的开始，2 月 14 日破 40 亿，2 月 15
日破 50 亿，2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 分 2021 年
度总票房突破 100 亿，总观影人次达 2.29
亿，中国电影牛年可谓牛气冲天，如果说观
影也是疫情防控成果的风向标，那么这组数
字是中国力量最直观的体现。

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打破中国影史多
项纪录的成绩，无可否认是“七雄争春”齐贺
新年的结果，但相关部门协力合作，始终将
疫情防控当作重中之重，为票房的增长打好
了最坚实的基础。层层保护下，观影的市民
才能看得安心、看得放心、看得舒心。这场
春节档的竞技场上厮杀如此激烈，相比2019
年4部电影破亿且均在1.9亿＋的局面来看，
今年影市的头部效应更为明显：“理智影迷”
更倾向于打卡被热议或口碑更好的电影，狂
热影迷一天刷两部，更有人在微博上留下凡
尔赛宣言：“今年春节住在电影院。”根据江苏
省电影局数据显示，年初一到初四，江苏全省
电影票房超 6.5 亿，观影人次超 1288 万。记
者走访了新街口国际影城、万达影城、卢米埃
影城等多家影院，自助取票机前络绎不绝有
人前来扫码取票，放映厅前的闸机口在影片
开场前甚至会排起长龙。不少因就地过年
不能返乡的年轻人，憋了两年才迎来春节
档，豪言壮语要把七部电影都“过一遍”。

大年初一，由宋小宝执导，宋小宝、沙
溢、马丽、张一山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发
财日记》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同步上
线。另一部由唐季礼导演，王宝强主演的
功夫片《少林寺得宝传奇》也选择用网络首
映的方式给观众拜年。除此之外，为满足
用户春节期间线上电影消费需求，网络电
影的三家平台齐心协力，共同为丰富春节
文化消费助力。2021 网络春节档电影片单
包罗众多优质内容：《猎妖记》《反击》《吉祥
如意》《拆弹专家 2》《按下葫芦起来梨》《天
才雀妈》等百余部影片限免展播。江苏有
线在春节期间通过独家落地的 CCTV4K 超
高清频道，特别推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
节联欢晚会 4K 超高清直播，让观众体验极
致的画质和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另外，江
苏有线还推出“电影院线免费看”专区，不
需要购买会员，点开就能欣赏《紧急救援》

《流浪地球》《芳华》《中国机长》《老师好》
《我和我的祖国》《闪闪的红星》《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泰坦尼克号》《燃情岁月》等
1000 余部精彩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