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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
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具
有很强的时代性，《指导意见》要求“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特别指出要“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
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
产品”。其中蕴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我们文艺评
论的形态需要足够丰富多样，不能落后于新技术、新
媒体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许多新的文艺业态如网络文艺、短
视频、微电影、电脑艺术、新街头艺术等，都是人民
群众在新环境中为了表达新生活而创造的新文艺。
评论也是如此，有文艺创作，就会有文艺受众，有文
艺受众，就会有审美鉴赏与评价，这审美鉴赏与评
价就是文艺评论，不管它们是以什么形态、由谁、在
哪儿发生，它都是文艺受众对文艺创作的意见与评
判，都有它发生的理由与标准。法国批评家蒂博代
在《六说文学批评》中说，文学评论首先存在于读者
阅读后的讨论中，他转引法国另一个批评家圣伯夫
的话说，“巴黎真正的批评是在谈话中进行的”。蒂
博代接着补充论述道，这种自发的批评还“存在于
语言的代用品，诸如通信、日记和私人手记之中。”
这种自发的批评不但在空间上分布广泛，而且在时
间上体现出它的即时性，显然这是一种“每日评
论”。只要艺术欣赏天天在进行，那么，批评就必然
是每天如影随形的。

我们可以在茶馆里、饭桌上、地铁和写字楼里听
到“文艺评论”。在当下的生活空间里，到处有休闲
书刊、动漫游戏、电视剧、电影频道和流行音乐，文艺
场所越来越多，尤其是移动终端使文艺接受变得无
时不在，无处不在。常有畅销、热映、热播的文艺作
品，这些都是民众们谈论的对象。我们看到和听到
的是朴素、直接、偶然和经验化、口语化与片断化的
文艺评论，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出现、又随
时可以中断的语言现象。谈论某部网络小说，讨论
热播电视剧中人物的命运，议论某一场音乐会，批评
自己城市的景观设计与街头雕塑等，所有这些，一方
面是在进行艺术问题的交流，一方面又是人们日常
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可能会说，这种交流并没有
多少艺术批评理论的含量，也不一定达成美学上的
共识，但是，文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具备如此
广泛的传播能力、覆盖面与渗透性，而关于文艺的讨
论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普及，成为一种
公共交流。我们的文艺评论家们难道不应该对此予
以关注吗？正是在这些谈论中，社会的风尚，时代的
趣味与受众的需求非常及时、鲜活而丰富地呈现了
出来。

其实，自发的文艺评论不仅存在于这种口头形态，
在新技术与新媒体的时代，它们同时在各种网络平台
中得到呈现和传播。加上越来越丰富的文艺生活，文
艺的评价方式在走向多样化，比如文艺作品的排行榜、
视频中的弹幕、读书频道和读书会，还有微信、微博，跟
帖、留言等，这些都应纳入到文艺评论之中，而且是很
接地气的文艺评论。

在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应该“破圈”，从文章与论
著本位中走出来，从行业报刊与传统传媒中走出来，从
学院的学术体制中走出来，从精英与专家的职业中走
出来，从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中走出来。《指导意见》说

“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互动的前提
就是承认和认识“大众评论”的存在，同时专业的评论
家与专业评论更要发挥自身优势，让自己具有更多的
评论形态与评论笔墨，充分利用新技术环境中媒体传
播形式多样、速度快、更新频率高与受众广的特点和优
势，使自己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
响，起到更实在的效果。

这种走进新媒体不是将自己传统的评论成果原样
转贴，而是要适应新媒体进行评论话语的转化。更重
要的是我们要展开真正的互动，什么是一个艺术作品
接受过程中话题产生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又如何面对
大众评论的观点、疑问与辩驳？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中
的评论话语既需要我们的核心观点与价值引领，又考
验我们是否能将这些观点与价值化作新媒体的话语形
态，成为与大众互动的共情性语体。

只有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只有高度
重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文艺谈论，
只有将新媒体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众评论看成
是当今文艺评论的发生状态，我们才能打通文艺评
论走进生活、走向民众的最后一公里，从而在本质
上做好“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落到实处。如此，不但能够发挥文艺评论的专业
性，更好地“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
用”，而且能够汲取时代精神，感受文艺新变，吸取
人民创造，从而推动文艺评论的创新，锻炼出新型
的文艺评论人才。

这里不仅是讨论新媒体、新技术语境中文艺评论
的形态问题，在本质上事关文艺评论的生存与发
展。当我们主张日常生活中的文艺谈论与文艺评论
有相关性的时候，当我们将许多文艺评价，特别是新
媒体时代多样化的大众评论看成是文艺评论的有生
力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主张文艺评论的多样
性，是在呼吁文艺评论的良好生态。只有传统的与
现代的、专业的与大众的、线上的与线下的、即时的
与延时的、纸质的与多媒体的等等的共生，才能造就
文艺评论的良好生态，共创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真正
繁荣。

文艺评论如何成为

与大众互动的共情性语体
□ 汪 政

紫金文艺评论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陈洁

江苏新创舞台精品“大阅兵”

每一年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其中的重
头戏之一就是江苏原创舞台剧目的亮相。
齐刷刷亮相的新创剧目，堪称是江苏文艺
的一次“大阅兵”。从9月15日起一直持续
至9月28日，我省22个新创舞台艺术剧目
将分别在无锡、淮安、连云港及部分县（市、
区）接续展开会演。今年的江苏原创又将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精彩亮点正在一一
揭晓。

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一场不堪回首的
离愁别怨，一曲献身国防科技、甘当无名英雄
的青春恋歌……9月15日，“新创舞台剧目”
首场演出在无锡上演，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
的话剧《摇曳的秋千》正式亮相，通过讲述上
世纪50年代科学家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
不为人知的峥嵘岁月，涵养深沉的家国情怀。

锡剧《烛光在前》、杂技剧《大桥》、柳琴
戏《彭城儿女》、淮剧《哎哟，我的憨哥哥》、
扬剧《阿莲渡江》……随后，百年风云中可
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将在舞台次第打开。

传承革命精神，谱写红色故事。由无锡
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歌唱祖国》，以轻喜剧
风格揭开王莘创作这首爱国金曲的心路历
程；江苏省杂技团创演的杂技剧《芦苇青青菜
花黄》，以运河船夫的日记为主线，再现华中
鲁艺血染的峥嵘岁月、无怨无悔的爱国情怀。

抗疫精神是举国同心的家国情怀。建
湖县淮剧团创排的淮剧《谷家大事》，取材
建湖企业向武汉捐赠大米的真实故事，通
过一个普通农民的个人义举，书写了普通
人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情感抉择与报国大
义。夫妻情、祖孙情和同辈人的情感交织
在一起，情感丰富、真挚动人。

脱贫攻坚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黑马村本没有马，但我们以梦为马……”
由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新创的话剧《白
马河畔黑马村》，以父子两代人带领全村脱
贫致富为主线，生动演绎了乡村生活的原
貌。剧中，老支书马合义的扮演者蔡伟告
诉记者，剧本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就奔赴马
庄、永联村等地实地考察、采风，了解中国
新农村的典型事例，将许多真人真事写进
了剧本里，因此格外接地气。

据悉，参与此次会演的剧目，是在面向
全省征集的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完成
舞台呈现且未参加往届紫金文化艺术节会
演的新创剧目中遴选而出，省内各地集中
上演，将聚成壮阔的视觉盛宴和精神史诗。

为了更好地参演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
新创舞台剧目会演，各大院团和剧组连日
来厉兵秣马、积极备战，期待为观众献上最
佳表现。据锡剧《刘胡兰》导演刘军章吐
露，近日该剧正在精心打磨，本次修改加强
了戏剧矛盾冲突，增加了刘胡兰的智慧和
果敢。

名家荟萃，共享高质量盛宴

每年的紫金文化艺术节，都是一场高
质量的文化盛宴。在江苏新创剧目会演结
束之后，一批国内优秀院团将于今年10月
至11月齐聚南京，名家大咖将纷纷登场，雅
俗共赏、精彩纷呈，让艺术节成为全民热追
的文艺盛事。

改编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
史诗级话剧《人世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
一个平民区“光字片”男主人公周秉昆的生
活轨迹为线索，深度展现了十几位平民子
弟跌宕起伏的真实生活和奋斗历程，剧场
里的观众在3小时内领略原著小说百万文
字之精华，体悟中国社会近50年来发生的
重大社会变化。此外，集聚婺剧新生力量
的《穆桂英》、由中央芭蕾舞团精彩演绎的
舞剧《红色娘子军》、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
经典越剧《红楼梦》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文艺
演出，都将亮相今年紫金文化艺术节，掀起
观剧热潮。

除了沉浸式观剧，更有美妙的“音乐之
声”。10月，苏州交响乐团“纪念俄罗斯作
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诞生130周年”音乐会、
《强者独白·贝多芬巅峰作品选》吴牧野钢
琴独奏世界巡演、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
大运河》等多部重量级音乐会将陆续上演。

“新创大型音乐作品会演”板块中，江

苏原创作品《江河湖海颂》《雨花台——信
仰的力量》《光明行》《莫愁》《百年伟业》，将
于10月亮相江苏大剧院音乐厅，为观众带
来震撼人心的音乐之旅。

除了演出之外，在江苏大剧院水滴影
院还将展映由国家大剧院、省文投集团、新
现场（英国国家剧院NTLive高清影像放映
系列）等艺术机构提供的国内外艺术电影，
广大观众既能欣赏到锡剧《珍珠塔》、扬剧
《一盅缘》等经典传统戏剧的风采，又能一
睹歌剧《美丽的蓝色多瑙河》《拉贝日记》
《长征》和芭蕾舞剧《睡美人》等艺术形式的
迷人魅力。

后浪汹涌，看文艺新生代青春飞扬

紫金文化艺术节的舞台上，向来不乏
“后浪”的汹涌力量。今年的紫金文化艺术
节，青年名家闪亮登场，文艺后浪奔涌而

来，让观众感受到一个更“潮”的艺术节。
“艺动青春”板块，今年阵容更加壮

大。“文艺苏军”青蓝相继、人才辈出，在传
承中注入青春力量，焕发艺术活力，这些优
秀的年轻人，在艺术节中都将拥有自己的
闪亮舞台。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亮眼板块，“艺动青
春”板块分为扬剧专场、曲艺专场、声乐专
场，将在南京与苏州两地展开，与“名师带
徒”计划有机结合，分别展示3个领域的80
后优秀青年艺术人才的风采。其中，曲艺
类名师盛小云、陆建华、黄霞芬之徒陆佳
麒、邵柳青、刘芓君等，扬剧名师李政成之
徒游佳琦等以及紫金文艺优青蔡玉良、陈
烽、汪媛等将与名师同台，师徒传承演绎别
样精彩。

用文艺开展“四史”教育，把戏剧当作
思政课堂。本年度艺术节“大学生戏剧展
演”板块，是历年来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作
品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届，遴选出来的
优秀剧目将于10月至11月在江苏大剧院
进行展演，展现江苏新生文艺力量蓬勃活
力，让更多青年学子拥有发光发彩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紫金文化艺术节
新设立“小剧场展演”环节，面向全省青年
编剧征集剧本，通过培训班、导师结对辅
导、剧本朗读等，遴选出10部左右优秀剧本
与院团对接，完成创排后在南京市及驻宁
高校适合演出的小剧场进行展演。

共享舞台，人人乐享文化大餐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是紫金文
化艺术节不变的宗旨——充分展示江苏优
秀文艺成果，推动文艺精品和文艺人才不
断涌现，在文化惠民和艺术普及方面做到

“年年有创新”，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家门口观剧看展，云端上遨游现场。
“相聚紫艺”共享舞台，与时俱进为观众提
供更便捷的互动方式。今年紫金文化艺术
节期间，各类新创剧目、经典艺术电影和特
邀优秀剧目，观众除了亲临现场之外，主办
方还遴选部分艺术节优秀舞台艺术演出进
行网络直播，同时江苏有线、江苏电信ITV
等电视端开设优秀舞台剧目展播专区，“指
尖上的艺术节”同样能让大家身临其境。

群文活动一直是紫金文化艺术节的重
头戏。在已经开展“永远跟党走 幸福舞起
来”全省广场舞等活动的基础上，艺术节还
将举办各类名家讲座、交流论坛、剧评艺
评、剧本朗读和艺术体验等活动，着力将艺
术的气息传递到每个人的身边，真正做到

“我们在艺起”。
礼赞百年辉煌，赓续红色精神。今年

紫金文化艺术节中有不少红色题材精品展
览，让观众大饱眼福。“红色墨韵”庆祝建党
100周年江苏省书法名家主题邀请展、“百
年光影 红色记忆”庆祝建党100周年江苏
摄影作品展和“丰碑”庆祝建党100周年雕
塑精品展等精彩展览，将在10月至11月陆
续亮相，广大观众可徜徉在艺术家的笔墨
和镜头中，领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征程。

本届艺术节创新设置“演出推介会”，
将于10月在南京举办，重点邀请国内外优
秀艺术机构、演出团体、经纪公司以及行业
领军专家，向其推介、展示江苏优秀文艺
成果，为江苏文艺精品在全国范围赢得更
多展示的机会。

秋色渐浓，一年一度的紫金文化艺术节也即将掀起

热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

的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主体活动将于9-11月在南京

及省内部分设区市陆续展开。今年紫金文化艺术节的主

题为“百年辉煌，再谱华章”，由舞台艺术系列演出、艺术

作品展览、“艺动青春”江苏优秀青年艺术家系列展示、大

学生戏剧展演、紫金小剧场展演等多部分组成，将为公众

打造一场持续近3个月的艺术盛宴，让金秋的江苏大地

分外“好看”。

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主体活动启动，带来持续近带来持续近33个月的艺术盛宴个月的艺术盛宴 ——

江苏文艺精品，
由舞台回归生活

话
剧
《
摇
曳
的
秋
千
》

杂
技
剧
《
大
桥
》

舞剧《歌唱祖国》

昆
剧
《
瞿
秋
白
》

苏剧《太湖人家》
话剧《索玛花盛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