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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综艺节目肯定会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繁荣，

因为大浪淘沙，节目质量不提升则会在残酷的
竞争中被淹没。但这不过是向好思维的第一
步，观众是挑剔的，观众也是健忘的，既然制作
方给观众提供了那么多的选择，观众就有理由
追随或者放弃。综艺节目是一过性消费体验，
永远有热点、永远有槽点，也就永远有话题、有
遗忘。所以综艺节目在赢得人心、提升收视率
的同时也要注重观众对节目的打开率与留存
率。这就对综艺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
站稳脚跟的基础上谋求更好的发展；要在“日日
新，又日新”的时代保有新鲜度，是每档节目煞
费苦心的追求。

分众的、定制的、个性化的观看
让观众的审美是认真而计较的

综艺节目的繁盛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
式，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使大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
喜爱的节目片段。观众观看节目的方式有诸多
改变，电视、手机、网络平台、新媒体公众号等到
处都有综艺节目的首播、重播、点播。会员制代
替了粉丝经济，断点续播、有效选择等技术改进
使会员不仅可以跳过广告，而且可以点对点地观
看自己感兴趣的节目桥段。火山、抖音、快手等
小视频，微信小程序等成为观看节目的主要手
段，20 年前那种固定时段、固定地点、固定播出
频率的仪式化、光晕感逐渐消失。大众传播被分
众的、定制的、个性化的观看所稀释，我喜欢张艺
兴，我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只看他的表演时段。
大数据有能力在 APP 平台推断出个人的观看偏
好，有的放矢地推送信息，节约了观者大量的时
间、精力成本。

观众通过综艺节目推开了娱乐世界的门，追
赶娱乐的脚步是人们休闲方式之一种，但观众的
审美是认真的，也是计较的。

随时随地的沉浸式观看
提升着观众的参与度

观众观看娱乐节目，大致有三种心态：其一是
纯娱乐休闲，无所谓“追”或“刷”；其二是从众中找
到归属文化标签，即参与观看是为了在话题热点
中不被抛弃；其三是提升自我，比如观看益智类节
目，可以不太费气力地学习知识，像《中国诗词大
会》《见字如面》等节目，就让观众在休闲中打捞知
识、品味文化。

与这三种心态相匹配，这几年的综艺节目推
出了一些新举措，比如观众发弹幕的沉浸式观
看。再没有哪种播出方式能像弹幕一样让观众深
陷其中了。弹幕是观众发表在观看屏幕上的文
字，对歌舞、小品等表演形式，演员的着装、台词、
动作等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犀利、态度鲜明，有
着极强的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弹幕在《二十四
小时》的观看体验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该节
目以郑和下西洋的真实历史为背景，串联起“海上
丝绸之路”的真实场景，将沉浸式的观看形式发挥
到极致，观众在爱奇艺上进行多对多式的弹幕联
动，共同参与“寻宝”推理与剧情狂欢。传统媒体
时期，为了提升观众的参与度及屏幕内外、舞台上
下的互动效果，娱乐节目常采取电话连线、观众投
票、现场参与等方式，但反馈难免滞后、受限。弹
幕的高频发射使观众可以完全地沉浸式观看，它
以一种亲昵的姿态召唤每一个观众忘情地、投入
地参与其中，跟着嘉宾一起哭喊、一起失落、一起
兴奋。观众发表弹幕类似于大家一起看球赛，有
观点的纷争、有热点的兴奋，也有失意的不满甚至
谩骂，只不过这“看客”的空间不是客厅、不是酒吧
或俱乐部，而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但是弹幕同样
需要引导与规范，一些吐槽未免粗俗和情绪化，这
就背离了观众参与话题讨论的初衷。

从粉丝到会员
观众的审美品位一直在提升

从粉丝到会员，观众的审美品位一直在上
扬。“粉丝”意味着对偶像的狂热崇拜，不问来
路、不计后果；而会员则相对理智许多，会员参与
付费或经营，计较付出与回报的成本核算。综艺
节目观众从粉丝到会员的变化是他们从感性到
理性、从情感到理智走向成熟的过程，会员对节
目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作方不要妄自
揣测观众的“嗨点”，这往往会看低观众的智商与
情商。大众文化本来是消解艺术和个性的，但大
众文化的快速发展反而刺激和提升了观众的主
体性。观众在满足了安全需求和消极归属需求
之后，向着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迈
进。观众可以同时是爱奇艺、芒果、腾讯等多个
平台的会员，对哪个平台不满意则不再续费。综
艺节目的趋同、模仿、同质化竞争已无法满足观
众的期待视野。观众已不再是为《综艺大观》心
潮澎湃的“看客”，看综艺早已不单纯为了感官娱
乐，他们的口味越来越挑剔。电影、戏剧、体育赛
事、电商主播、网红流量……用户的口碑永远并
只能是节目的金标准，无数的娱乐方式在瓜分着
大众的时间，谁会有耐心一直等着综艺节目原地
踏步？

有着商业投入的滋养，有着科技进步的支持，
综艺节目既在题材领域开疆拓土，又在接受层面
垂直细分，目前的发展态势总体向好。制作方、演
出方、观看方三者若能在格局、视野、审美层面更
上层楼，则未来更为可期。实际上，我国综艺节
目的丰厚矿藏尚未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我们
的文化传承、历史叙事等浩若繁星般璀璨的资源
皆可转化为综艺节目的动能，娱乐效益与社会效
益、审美追求与商业利润是可平衡的一体，关键
看演艺公司如何把握。综艺节目的领地应向更
高更远的领地延展，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
探寻。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观众的品位成为
综艺品质提升的动能

刘 巍

中国乡村大地上正呈现着
历时巨变和人间奇迹，需要全方
位、宽镜头、长景深地来表现。
作家要有新时代的气魄和勇气，
用心用情用功记录这片土地上
奋斗者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变迁；
作家要继承中外优秀文学传统，
同时勇于创新，用精湛的艺术手
法记录时代足迹，让有温度的文
字在田园风光中闪亮，力争做到
思想精深且有历史厚重感，努力
让作品展现时代风貌。

省作协主席滕贞甫说，《繁
花似锦》是一部从泥土中长出
来的小说，读之，犹如享用农家
菜园新摘的果蔬，每一次咀嚼

都会鲜汁盈口。这些年，农村
题材作品并不罕见，但许多作
品是居高临下的俯瞰，笔墨或
用在批判，以此来呼唤对乡村
的重视；或放大自我想象，绘制
现实中根本无法寻觅的世外桃
源，以此来自慰久违的乡愁。
像作者这样将身心融入乡土，
如同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哺育
作品的并不多见。应该相信，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属于乡村
的温情总会存在，谁也无法把
全部田野都变成城市，总会有
一树梨花在四月绽放。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
庆祥说，《繁花似锦》相对于其

他写实地描写脱贫攻坚的文学
作 品 来 讲 ，有 很 强 的 抒 情 风
格。作者以农村小孩儿臭三为
叙事视角，采用第一人称叙事，
注意捕捉孩子眼中感兴趣的人
和事，这个视角相当于一个自
带滤镜的镜头，赋予了作品一种
朦胧的、温暖的基调。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刚看来，乡村题材小说习惯于
让我们看乡村的过去，因为只有
过去才能寄托所谓“乡愁”，或是
在“返乡体”叙事中，讲述各式各
样关于传统意义上乡村的消失
的故事。这些几乎成了乡村叙
事的俗套。我们今天的乡村究
竟在发生什么，以及这一切是怎
么发生的，甚至将来的乡村会是
什么样子的，很多作家并不感兴
趣，或者可以说也没有能力去了
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
理解《繁花似锦》这部小说的重
要性。不是出于一种文人式的
对乡村的消失的悼念，而是实实
在在地指向现实情境和未来走
向，这是一种关于乡村的更具现
实感的写作。

滕贞甫认为，《繁花似锦》
是一部当代农村发展变迁心灵
史。作者以白描视角观照当代
农村变迁，观照已成过去式的
农村生活，得出的结论不乏新

见地，最大限度地回放了生活
真相，让这部小说有了一定的纵
深。作者恰到好处的剪裁是这
部作品成功的关键。通过深入
生活，作者拥有了宝贵的素材和
大量第一手资料，但她没有把所
有的素材端上桌，而是懂得哪些
素材好，哪些可以不用，由此烹
饪出的《繁花似锦》，称得上是色
香味俱佳的精神大餐。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繁花
似锦》是献给新时代的一首乡
村奏鸣曲，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过程中，这部作品对读者
会有许多新的启发。老一代奋
斗者满怀对黑土地的挚爱在奉
献过青春的乡村续写自己的理
想，新生一代奋斗者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指引下，依靠生态兴
农、科技兴农，将传统村庄建成
现代生态产业示范区，并且用
现代理念、互联网经济以及康
养产业等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
产方式，这正是新农村的未来
和方向。

文学评
论 家 、沈 阳
师范大学中
国文化与文
学研究所所
长孟繁华主
持研讨会。

这部作品实实在在地指向现实情境和未来走向，是一种关于乡村的
更具现实感的写作

长篇小说《繁花似锦》研讨会在京举行

书写了新农村的现实境况和未来走向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乡村题材创作成为我省当下文学创作的聚焦点之一。我省作家张艳荣书写新农村的新作《繁花似锦》问世后广受关
注，这部长篇小说艺术地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多彩画卷。该书相继入选中宣部“2020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中国出版协会“文学好书榜”、全国最具影响力的20余家图书出版单位联合发布的“8月文艺联合书单”。

省作家协会日前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繁花似锦》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等研究机构的学者、评论家从这部作品的思想意蕴、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特色、社会意义等诸多方面展开研讨，深
刻挖掘了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

当代中国乡村题材作品，
在塑造时代新人方面不乏成功
之作，如《创业史》里的梁生
宝、《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
等。今天，文学创作聚焦新时
代乡村，就要着力塑造出新时
代乡村的新人形象，不仅要写
他们带头致富的行动，而且要
写出他们的新观念、新思想，让
新人具有新内涵，成为时代的
突出表征。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
明认为，《繁花似锦》中人物的
设置很有新意，有外来知识分
子，有土生土长的农民，还有新
时期志愿者，既有内在力量的
代表，又有外部力量的代表，新
农村建设需要内外部两方力量
共同作用。中国作协全委会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
所研究员刘大先认为，小说以
一种明快的、积极向上的调子
来塑造人物，对人物进行了美
学处理。这种明快的、健康的
情感书写在当今文学作品普遍
追求探究人性的大背景下是十
分稀缺的。沈阳师范大学中国
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
俊认为，《繁花似锦》作者通过
书写新农村建设，绘制了一个
农村新人的谱系图。书中三代
农民为农村建设的奋斗历程，
既是一部农民命运的演变史，
又是农民的心灵蜕变史。

贺绍俊说，新农村建设没
有统一的模式，它必须从实际
出发，挖掘本地的优势和潜力，
因地适宜，才能将建设新农村

的设想落到实处。当然，对于
得胜村来说，他们的成功是几
代人接力奋斗的结果，同时也
是全社会共同支持的结果。作
者为了透彻地写出这一点，便
将视线拉向历史纵深，让我们
与得胜村的村民们一起重新走
一遍40年求富求变的历程。由
此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新农村
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农村的求新求变，不是农
民凭着个人奋斗能解决问题
的，中国农民命运的改变必须
建立在集体和时代的基础之
上。村子是最基层的集体，它
是所有村民的组合，也是所有

村民的依靠。一个村子能不能
有所发展和变化，有没有一个
好领导是关键。因此，小说重
点写了三代村干部。小说用笔
最多的是第二代村干部范潇
典，他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把
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带领
村民发家致富上。对于这样一
个文学新人的塑造，作者不仅
给他涂上亮丽的理想主义色
彩，而且采取严格的现实主义手
法。他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村改
革开放40年就是寻求新农村建
设道路的 40 年，过去我们在农
村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今天的
新农村建设铺路。范博成作为

第三代村干部有着鲜明的新时
代特征。他大学毕业，掌握了现
代科技知识，并成为政府部门的
年轻干部，他是作为组织任命的

“第一书记”被派驻到得胜村的，
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寄托在
这块土地上。他的形象也体现
了乡村年轻一代的未来走向。
他们打通了城乡之间的界限，也
把农村的发展融入全社会的现
代化建设之中。三代村干部的
塑造，是《繁花似锦》为我们提供
的一个农村新人谱系图，通过这
个谱系图，作品清晰地展现了
农民命运的演变史和农民的心
灵蜕变史。

提供了农村新人谱系图，通过这个谱系图，作品清晰地展现了农民命运的
演变史和农民的心灵蜕变史

徐坤杨庆祥刘大先贺绍俊孟繁华白烨

《繁花似锦》研讨会现场。

作者张艳荣（左二）在得胜村采集创作素材。

《繁花似锦》封面。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乡村题材文学创
作依然占据文学主流，作家们以村庄为切
入点，刻画时代风貌，塑造典型人物，创作
了一大批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

长篇小说《繁花似锦》以改革开放前后
乡村变革为主线，通过讲述数十年间三代
村民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足不屈不挠的拼
搏奋斗，展示了乡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
为，《繁花似锦》努力写出时代大背景，写出
历史纵深感以及对未来的启示，力求深刻
反映时代本质，把镜头聚焦于辽西大地上
的得胜村，从独特的角度聚焦乡村近几十
年来的发展变化，讲述了这片土地上奋斗
者特别是青年一代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
人生成长、素质提升以及带动家乡父老乡
亲脱贫致富的故事。作品具有一定的历
史纵深度，并始终带有比较的视角，使人
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当代乡村的历时性的
新旧变化。

深刻反映时代本质，作家就要保持高
度敏感，真切感受时代脉搏。经济、政治、
文化、科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要了
解，既要关注表面上的瞬息万变，又要看
到深层次的本质所在。正在进行的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是一
场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社会实践。
一部有力度、有厚度、有温度的文学作品，
一定要呈现出历史的纵深感以及对未来
的启示。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
《繁花似锦》是一部观照中国乡村半个世纪
以来的浴火涅槃进程的生动文本。摆脱贫
困，走向富裕，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坚持不
懈的梦想与追求。得胜村亦不例外。以老
拐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勤勤恳恳，
在集体土地上苦苦经营。第二代农民以范
潇典为代表，他们受到改革开放春风的激
荡和鼓舞，外出务工，在农村开拓特色性新
产品，到处推销农副产品，千方百计带领群
众共同富裕。但是由于知识面和眼界等局
限，“范潇典”们一次次地遭遇挫折。到了
大学毕业生、回乡挂职“第一书记”范博成
这一代，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现代物流、
企业化经营等手段，引领当地农民闯出一
条乡村发展的新路。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选刊》
主编徐坤说，以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作
为农村变革的见证，这对一个丰富而又
复杂的历史书写来讲，是选取了一个小
而巧的切口，小切口、大角度是这部作品
的出彩之处。

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纵
深度，并始终带有比较的
视角，使人们更为清晰地
看到当代乡村的历时性
的新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