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成都5月28日电（记
者 许茹）作为第七届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的重要活动，《2019 中国
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7日在
成都发布。截至2018年底，我国
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7.25亿，占总体网民的87.5％，其
中短视频用户以6.48亿的规模占
据“C位（核心位置）”。

报告显示，2018年12月，手机
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长达5.69小
时，比2017年同期增加了62.9分
钟。其中，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占
11.4％，超过综合视频的8.3％，成
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应用

类型。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周结表示，娱乐、
社交是短视频的主要功能，优质内
容是主导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付费用户规模迅速扩大，内
容付费成为部分网络视听平台
营收主力。报告显示，截至2018
年底，爱奇艺付费会员比例达
98.5％，优酷日均付费用户同比
增长率达到 200％。此外，综合
视频应用的内容付费收入占比
达到 34.5％，呈增长趋势。其
中，爱奇艺 2018 年会员服务收
入占总营收的 42.4％，超过广告
收入的37.2％，成为营收主力。

网络视频用户超7亿
短视频占据“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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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变身网络大主播
与观众一起趣谈戏曲

据了解，目前全市乃至全省各大文
艺院团都有网络主播。90后李媛媛是河
南省曲剧团的一名演员，也是中国戏曲
学院曲剧本科班的毕业生，近一年来，她
几乎每天都会用两个小时做直播，向网
友介绍河南的戏曲知识、演唱曲剧名剧
《陈三两》《荆钗记》《孟姜女》、直播演员
的化妆身段等，吸引了大批粉丝。

“做主播对自己是一个锻炼。为了
能满足网友们的需求，我需要勤练内功，
不断学习新的唱腔和戏曲知识。”李媛媛
说，通过直播，她将自己学习到的专业戏
曲知识传递给了更多人，让这些来自五
湖四海的戏迷感受到河南戏曲之美，甚
至吸引了一些起初对戏曲并不怎么感兴
趣的年轻人爱上了戏曲，这是最让她感
到开心、有成功感的事。而戏迷朋友对
她的高期待，也促使她对自己的曲剧专
业更加精益求精。

“平时观众只能看到台前的我们，但
是对于幕后的故事知之甚少，通过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漂亮的妆面是怎么一
点点勾描上去的、戏是怎样一点点磨出
来的……特别是对于想学戏的观众来
说，看排练的过程，会让人受益匪浅。”开
创性地将“美猴王”这一艺术形象搬上豫

剧舞台的演员孙敬朋，对于戏曲的互联
网传承也深有感触。

省文联副主席、省剧协副主席、“二
度梅”获得者、小皇后豫剧团团长王红丽
在快手平台的粉丝已经有将近 14万人，
虽然她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原因很少做直
播，但她仍能感受到网络新风扑面而来，

“我有60多个徒弟，其中有不少已经在火
山、抖音、快手等平台拥有数万甚至数十
万的粉丝，通过呈现戏曲幕后排练花絮
和作品孕育过程，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爱
上了戏曲。”王红丽说，网络直播创新了
戏曲传播途径，为古老戏曲文化注入了
新鲜血液。

从实体剧场向网络秀场延伸
让戏曲融入当代互联网生活

“郑州的每场戏曲演出，几乎都能在
戏缘 APP上看到，我现在经常在手机上
看大戏，太方便了！”市民王大妈是位资
深戏迷，以前听说郑州哪里有戏，她会跑
老远去看，可自从出了一个小交通事故，
腿脚不便的她就再也不能随心所欲跑到
剧场看戏了，而戏缘等网络平台，满足了
她足不出户观戏的需求。

像王大妈这样通过互联网受益的戏
迷越来越多。以去年中国豫剧优秀剧目
展演月为例，恒品文化·戏缘创始人黄俊

棋介绍，当时所有参演剧目均在戏缘
APP 上直播，观看直播的人数是 320 多

万，在直播中评论总数94万多，单场观看

最多的是老中青四代演员同台演出的

《朝阳沟》，达到 263929次。2016年，展

演月网上点击量达 3.5亿人次；2017年，

上升到4.5亿人次；2018年，高达7.3亿人

次。这在戏曲互联网的传播上无疑是一

个里程碑式的数字。

作为国内首个“互联网+戏曲”平台，

戏缘在戏曲互联网传播方面走在了全国

同行的前列，这个出自一群年轻人之手

的“爆款”APP，将戏曲的看、听、学、唱搬

上手机，将实体剧场延伸至小小的手机

屏上，让更多戏迷体验到了掌上戏曲生

活。在黄俊棋看来，戏曲艺术具有独特

的、极致的美，将现代的传播技术运用于

戏曲文化的传播，一定能够为古老戏曲

插上现代发展的翅膀。

“普通剧场一般容纳几百人、上千

人，但通过网络直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欣赏。戏曲艺术正在从实体剧场向网络

秀场延伸，摸索出‘活态’传承的新路

径。”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洪应说，网络和

新媒体创造了新的观演方式，既节约了

时间和经济成本，又突破了地域限制，同

时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也能帮助演员及

时获得观众反馈，提升剧目品质、优化创

作模式。

互联网对戏曲传播是把双刃剑
正确利用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

利用互联网传播戏曲是好事，但不可
否认，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上，不乏低俗恶搞
内容，如何更好地利用好互联网传播戏曲
文化？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专家们的思考。

“确实有一些主播唱腔身段都不到
位，这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误解；也有一些
主播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直播频率太
高把嗓子都播坏了……”王红丽说，在互
联网上进行戏曲传播，要求主播兼备技
术和艺术审美能力，以减免错误宣传对
戏曲文化的误读乃至伤害。

在黄俊棋看来，如何借助高科技传
媒手段，让戏曲融入当代人生活，是戏曲
界共同的努力方向。“一方面，戏曲传播
需要跟现代的传播规律相结合，我认为
小视频将是未来戏曲传播的新趋势，戏
缘将推出呈现戏曲精华部分的小视频，
并增加和年轻人的互动，提升大家的参
与感、体验感。另一方面，戏曲的‘活态’
传承离不开作品，只有不断拿出好作品，
戏曲才能走得更远。”

王红丽说，怎样健康地利用互联网，
值得每个梨园人深思，“河南作为戏曲大
省，要积极利用新的文化业态实现传统
文化的现代转化，让古老的戏曲传播得
更快、更广、更远。”

名家变身主播 揭秘台前幕后

互联网助推戏曲“活态”传承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梨园名家变身网络主
播趣谈台前幕后，弹幕刷
屏随时饱览鲜活观戏体
验；当红花旦网上演示化
妆、包头，揭秘那份独属于
戏曲的美；不仅能网络看
大戏全剧，更能欣赏短小
精华戏曲视频……近一年
来，作为戏曲大省的河南，
有越来越多的梨园人正在
用这样的互联网传播方
式、以更时尚流行的形态
实现戏曲的“活态”传承。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当代大学生
审美素养，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
获悉，今年，我省将分批组织开
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84场演
出持续到年底。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把高
雅 艺 术 进 校 园 活 动 作 为 学 校
美育培根铸魂的重要载体，让
广 大 青 年 学 生 在 艺 术 学 习 的
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变迁，触

摸中华文化脉络，汲取中华文
化艺术的精髓，提高审美和人
文素养。

按照规划，我省将组织国家
级和省级艺术院团赴省内高校
演出戏曲、芭蕾舞、话剧、合唱
音乐会等经典曲目；组织省内优
秀高校艺术团赴普通高校演出
歌剧、民乐、舞蹈等传统、原创
节目。其中，国家级艺术院团演
出 16 场；省级艺术院团和省内
高校艺术团演出 68场。

84场高雅演出送进大学校园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秦华）华鼎奖第25届“中国电
影满意度调查”将于 6月 12日在澳门举办。记者昨日从
华鼎奖组委会获悉，《2018华语电影提名名单》揭晓，众
多热门大片依然是焦点，徐峥、周润发、郭富城、邓超、赵
涛、马伊琍、姚晨、章子怡、佟丽娅等多位知名演员、导演、
编剧入围，共同角逐10个相关奖项。

在此次华鼎奖提名名单中，《我不是药神》获得了最
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导演奖、最佳新
锐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电影歌曲和最佳影片奖等八
个奖项的提名，成为此次提名榜单上的焦点。除《我不是
药神》外，《红海行动》《无双》《影》和《无名之辈》也同时入
选“中国最佳电影”提名。

此次“中国最佳男/女主角奖”的竞争十分激烈：徐峥
（《我不是药神》）、周润发（《无双》）、郭富城（《无双》）、邓
超（《影》）、宋洋（《暴裂无声》）入选“中国最佳男主角奖”
提名；赵涛（《江湖儿女》）、马伊琍（《找到你》）、姚晨（《找
到你》）、章子怡（《无问西东》）、佟丽娅（《超时空同居》）等
位列“最佳女主角”提名榜单。

入选“中国最佳导演奖”提名名单的全部都是实力派
导演，《红海行动》导演林超贤、《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
野、《无双》导演庄文强及中国电影导演的标杆性人物张
艺谋和贾樟柯，将在华鼎奖的舞台上同台PK。此外，《我
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一出好戏》导演黄渤、《后来的我
们》导演刘若英、《无名之辈》导演饶晓志，《超时空同居》
导演苏伦将展开“中国新锐导演”的争夺。

从《花非花雾非雾》，到《封神演义》
《我的真朋友》，出道8年来，邓伦塑造了
众多性格迥异的影视剧形象，让人印象
深刻。目前，由邓伦、杨幂、朱一龙领衔
主演的职场剧《我的真朋友》正在东方卫
视热播，邓伦化身房产中介业务员邵芃
橙，从初登场时的“痞帅”富家公子哥儿
形象，到礼貌有加、真诚幽默、耐心稳重
的靠谱男，邓伦演绎出了这个角色的多
元魅力。

在近日由东方卫视组织的独家专访
中，邓伦透露，邵芃橙与他以往所演的角
色都不太一样，“从小就失去母亲、在单
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邵芃橙很缺乏安全
感，所以对周遭的事物总是抱有敌意，以
玩世不恭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特殊的
成长经历注定了邵芃橙性格上的“不完
美”，但随着剧情的推进，邓伦认为，观众
越了解这个角色就越会被他身上真诚、
孩子气的一面所打动，“其实当你对邵芃
橙的了解不断加深，你会发现他是一个
挺可爱的人。”

“因为生长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中，
所以邵芃橙比较擅长‘伪装’，他用强硬的
情绪将自己包裹起来，守护住他那颗脆弱
的心。”在邓伦看来，邵芃橙性格上的一切

不完美，都来自于他破裂的家庭环境，他
虽然缺点很多，但在邓伦看来，这个角色
也有许多可爱之处，“他是一个直性子，
总是有什么说什么，思想比较单纯，也因
此常常会好心办坏事。”在饰演这个角色
的过程中，邓伦一边需要及时展现出邵
芃橙性格中跳跃的一面，另外还需要随
时迎接挑战，“角色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何用
更丰富的表演来填充这个空间，就成了
我在塑造人物之前首要考虑的问题。”

聊到与许娣、倪大红两位前辈演对
手戏时，邓伦瞬间化身“迷弟”，毫不吝啬
对两位戏骨老师的赞美之词。在邓伦的
印象里，与白阿姨和解的那场戏最让他
难以忘怀：“有一场戏我和她紧紧抱在一
起，那场戏挺触动我的。我在表演的时
候，会觉得邵芃橙又重新找回妈妈的感
觉，那场戏印象挺深刻的。”

而邓伦与倪大红的对手戏即将播出，
邓伦剧透说：“倪大红老师在剧中饰演程
真真的父亲，是一个与苏大强截然不同的
角色。在我们仅有的几场对手戏中，印
象最深的就是我和他一起喝酒，那场戏
还蛮有意思的，一开始我称呼他为‘叔
叔’，喝多了之后，我们便称兄道弟了。”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作为一个
国际知名儿童 IP，拥有 74年历史、在
100 多个国家地区圈粉无数的经典
形象——“托马斯&朋友”在中国同
样人气爆棚，不仅系列动画短片备受
粉丝喜爱，连续两部《托马斯大电影》
系列也为很多中国家庭提供了难得
的“亲子时光”。31日，《托马斯大电
影之世界探险记》将在全国上映，为
小朋友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六一儿
童节礼物。

在《托马斯大电影之世界探险
记》中，托马斯首次离开了多多岛游
历世界，而之所以如此，制作人伊
恩·麦克认为，“这是托马斯长久以
来的一个梦想”。为此，导演大卫·
斯特登在秉承系列作品简单温暖故
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令影片在内
容制作上华丽升级。小朋友可能会
在鲜艳醒目的跨海大桥、神秘莫测
的悠久古迹、危机重重的火山以及
巍峨高耸的长城中发现“离家出走”

的托马斯。
影片中，托马斯和新朋友共同开

启了全球大冒险。从非洲炙热的沙
漠，到巴西茂盛的原始森林，穿越世
界各地奇特险峻的壮丽景色，托马斯
不仅结交到各式各样的新朋友，还将
来到中国与勇宝重逢。而在这场远
离多多岛的惊险历程中，托马斯和他
的小伙伴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困难与
挑战？六一带小朋友来影院揭晓答
案吧。

本报讯（记者 秦华）继华裔
日本作家陈舜臣系列随笔第一
辑（六本）上市取得热烈反响之
后，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了
陈舜臣系列随笔集第二辑的最
新六本：《三灯书斋》《仙药与鲸》
《东眺西望》《雨过天青》《九点烟
记》《史林有声》。

陈舜臣（1924—2015），出生
于日本神户市，祖籍中国，以创造
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
本文坛五十余载，与东野圭吾同
为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
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的“三冠
王”，是著名作家柏杨、司马辽太
郎大力推崇、誉为奇迹的作家。
主要代表作品有《中国历史》《小
说十八史略》《鸦片战争》等。

全套系中文版陈舜臣随笔
集，讲述了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
中的诸多差异及其背后深刻的渊
源，展现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
照下的中国历史，促进中国文化
的传播与中日文化的交流，笔触
生动而又富有哲思，文风儒雅。

《三灯书斋》为议论体文集，
共收录作者从 1989 年至 1991
年创作的 60 篇随笔，所述内容

多为其工作内容、各种思考等，
非常有生活情趣和文化价值。

《仙 药 与 鲸》收 录 作 者 从
1991 年至 1992 年创作的 60 篇
随笔，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
文字流畅，引经据典，尤其很多
有关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比较
的内容非常有可读性。

《东眺西望》是一本俯瞰“世
界历史”之书，共收录陈舜臣的
20篇轻松易懂的随笔。在书中，
陈舜臣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全
球历史和文化，从大航海时代开
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再到草
原上的游牧民族，均以全球视角
审视过去，展望未来。

《雨过天青》共收录了作者
的 81 篇随笔，按照不同主题分
为茶的故事、桥的故事、姓名的
故事、珍品的故事等7个故事。

《九点烟记》以“中国史十八
景”分篇，收录了有关中日文化
交流的 18 篇随笔，是一部有着
丰富内容、深刻观点和启发作用
的中日文化论集。

《史林有声》收录了有关中日
历史和文化的81篇随笔小文，以
独特角度阐述中国历史文化。

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
历史随笔集第二辑出版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丁友
明 图）年年新竹郁葱葱，韫玉
涵珠承师恩。昨日上午，“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郑
州 轻 工 业 大 学 易 斯 顿 美 术 学
院教师暨 2019 届毕业生作品
展”在升达艺术馆开幕。展览
汇集了绘画、雕塑、陶艺及设
计等各类作品近千件，彰显出
该校师生的才情与思考、追求
与理想。

记者在展厅看到，饱蘸着智
慧、激情与汗水的绘画、雕塑、陶
艺及设计等各类作品构思精妙，
近千件展品全面展示了该院的
创作实力和教育成果。

在展览的教师作品中，既有
在河南乃至更大范围内具有影
响的美术、教育名家的铭心佳
制；又有年富力强、厚积薄发的
中青年教师的才情之作。

而展览的重头戏为 2019届
毕业生近百个课题组的毕业作
品，其中也有往届优秀毕业生的

佳作。这近 300件作品中，传统
与现代、写实与写意、现实与创
想、朴拙与时尚，丰满与至简激
情碰撞，彰显出莘莘学子的才情
与思考、追求与理想。

开幕式结束后，易斯顿美术
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带来
了 2019届服装毕业作品动态发
布会。学生们运用所学知识，结
合调研市场需求和 2019—2020
秋冬流行趋势，发布近 80 套设
计作品，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T台秀。据了解，该校部
分毕业生已经在毕业设计期间
进行了设计师品牌的规划，在完
成毕业作品的同时开启自己的
就业创业之路。

本次展览由省学校艺术教
育协会、省教育界书画家协会、
省美术家协会教育艺委会、省美
术家协会设计艺委会联合主办，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
院承办。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30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易斯顿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出

本报讯 (记者 成燕）六一儿童节将至，京东大数据研
究院联合京东图书共同发布的《2019童书消费报告》显
示，2018年，全国父母人均购买童书8本。其中传统文化
类童书势头强劲，国产原创童书迅速崛起，而亲子阅读、
分级阅读成为明显的消费趋势。

在京东平台纸书品类销售中，童书是当之无愧的冠
军。京东大数据显示，在纸书品类中，无论是下单量、下
单金额、销量还是用户数，童书都领先其他类型图书。从
2018年图书销量上看，童书在所有图书中的占比更是超
过 1/4。2018年，全国童书用户人均购买童书超过 8本，
人均花费超过320元。

随着消费需求愈加多样化、个性化，童书品类也越来
越丰富和细分，依据兴趣、年龄、功能的分类，儿童阅读变
得越来越有针对性。但是整体来看，童书中的“四大金
刚”——儿童文学、绘本、科普/百科、幼儿启蒙，一直占据
童书销量的近八成。

虽然“四大金刚”仍然地位稳固，但是越来越多其他类
型的童书开始被市场和家长认可。随着幼小衔接的重要
性，学前教育类童书的销量显著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加
深，成人阅读中传统文学类图书畅销，也使得少儿国学、中
国儿童文学变得火热起来，成为童书市场的一匹黑马。

大数据的应用催生了儿童分级阅读，经过多年的大
数据积累，京东图书可根据对儿童年龄 14个年龄段的细
分，提供给父母更有针对性的购书选择。这也就意味着，
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更加方便、快捷地为孩子选择
适合他们年龄段的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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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带你开启惊险刺激之旅

《2019童书消费报告》发布

亲子阅读分级阅读受关注

第25届华鼎奖提名名单公布

《我不是药神》成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