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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风味人间》《文学
的日常》《探世界》《此画怎讲》等网
络文化纪录片的热播得到业界与
观众的一致好评，掀起了人们对小
众文化的关注。前不久，B站推出
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斩获金
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奖”，在各大
电视节纪录片单元的奖项和提名
中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像《但是还有书籍》这类文化
纪录片的“破圈”传播，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新媒体纪录片的繁荣发
展。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
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看来，“这些
年来，网络纪录片通过制作团队和
平台方的不懈努力，已经成长为纪
录片领域的重要一脉”。

流行文化参与，实现跨界资源
整合

纪录片如何实现“破圈”传
播？邀请明星参与配音或许能让
高冷的纪录片更接地气。2009年，
由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纪录
片《海洋》在中国上映时，片方邀请
了中国演员、导演姜文担任旁白配
音；由陆川执导，中国与美国、英国
联合拍摄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
国》则由周迅配音并担任中文版解
说。一直以来，通过明星配音的方
式，可以让纪录片受到更多人的关
注，也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
验。

如今，网络纪录片请来明星为
其配音，不仅能用明星的流量为颇
具文化气息的纪录片带来更多关
注目光，也能让优质内容实现“破
圈”传播。其实，一部小众文化题
材纪录片的出圈，明星效应是被设
计在其中的。今年年初在B站上
线的《但是还有书籍》邀请胡歌为
其配音，获得网友的点赞。主创团
队介绍，“胡歌本人也是热爱阅读
之人，选择胡歌显然不仅仅是因为
适合，粉丝们被胡歌吸引而来，也
被走心的故事留了下来”。无论是

胡歌，还是这部纪录片，又或是这
部片中提到的任何一本书，都向大
家呈现了“真实可爱”这四个字，重
燃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在B站纪
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看来，这不仅
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的注意力，也
让不少喜欢纪录片的人对胡歌“路
转粉”。

邀请明星为纪录片配音其实
是创新了传统纪录片的表达方式，
实现了跨界资源整合。优酷出品
的微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邀请
了演员林志玲担任分享人，用声音
刻画记录了20位匠人的故事并和
网友分享；自然类纪录片《被点亮
的星球》则由世界级钢琴演奏家郎
朗、演员万茜担任主讲人，与观众
一起探索、感受、分享关于生命和
宇宙的解读与思考。在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看
来，“其实，这是将流行文化资源与
高品质的纪录片进行了有机结合，
赋予纪录片新的动能。同时，让普
通观众能够借助明星的影响力，跨
界跨圈感受到文化精品的力量”。

发掘年轻用户新的需求，用共
生内容陪伴成长

从 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成立
到 2014 年《舌尖上的中国》走红，
随后《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
国》等一系列优秀国产电视纪录片
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国产纪录片
迎来高速发展的时代。今年5月，
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
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2020》中指出，中国新媒体纪录片
迅猛崛起，新媒体共投入约13亿元
进行纪录片生产，同比增长18.2%；
腾讯视频、优酷与B站不断推出重
量级纪录片，正在重塑纪录片规则
和版图；与此同时，纪录片的电视
传播处于缓慢衰减状态，专业纪实
频道格局发生了大规模调整转变。

长期以来，网络播出纪录片大
多是由各网站从版权方购买后，直

接搬到互联网上进行播放。此类
纪录片是为电视播出而制作的，时
间长、节奏慢、重说教的特点明显，
对于习惯碎片化、扁平化观看视频
的年轻网民来说，显然已经过时。
文化学者周逵介绍，“新媒体纪录
片从选题策划到宣发营销，以短
小、新奇、娱乐、高品质为主，单集
一般不超过 30 分钟，有的甚至每
集 3～5 分钟，来迎合网络快速和
网民快捷的需求”。因此，网络纪
录片的生产，只有充分发掘年轻用
户新的需求，用共生内容陪伴他们
成长，才能被观众认可。

这两年来，网络纪录片基于不
同网络平台的用户画像和定位的
差异，开始生产适应年轻人的语态
与表达方式的优质内容。在地铁
上、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抱着手机
刷一刷网络纪录片，不仅是潮流，
也日渐成为年轻人获取知识、文化
的一种新途径，也为他们持续提供
着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中
心主任张同道对当下纪录片作品
评价体系的变化感受颇深。他说：

“当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时，总说豆
瓣得了多少分。豆瓣是什么？它
背后代表的是成千上万名观众的
评价。”纪录片评价体系的变化推
动着网络纪录片的发展，用户的评
价也决定着网络纪录片内容生产
的方向。但是网络纪录片能否守
住纪录片的真实底色、坚守文化底
蕴、实现创新表达，是创作者需要
思考的问题。

不过，近期上线的一些网络纪
录片，如《此画怎讲》，以文化内容

“破圈”，通过二次元的表达方式，
润物无声地向观众传递了浓厚的
文化价值。在周逵看来，“《此画怎
讲》找准了年轻用户对知识的渴望
这个点，通过二次元与三次元相结
合，让古画中的人物活过来，并借
古人之口，言今人之语”。

由于年轻用户对知识的渴望、

对新事物的好奇、对视频内容的表
达欲和观赏欲，使得他们更愿意为
优质内容买单。另外，从B站开始
流行的弹幕文化也能够让年轻人
在观看纪录片时，通过弹幕表达个
性化的观点，并在满屏的弹幕中，
找到群体关系认同，从而获得文化
归属感。在梁君健看来，“这在无
形中拉近了纪录片与观众的距
离”。因此，与其说传统纪录片充
分拥抱互联网，不如说是互联网正
在助推优质国产纪录片出圈。

呈现温暖故事，在润物无声中
感受生活和热爱

纪录片对于文化传播具有重
要意义，当前的网络纪录片虽崭露
头角，但由于题材往往相对严肃与
冷门，尤其是涉及小众文化题材的
纪录片，受众面仍相对较小。梁君
健表示，“这就需要网络纪录片不
断创新生产模式与话语体系，用活
泼生动的语态，洞察情感共鸣，以
温暖动人的故事，让观众在润物无
声中感受生活和热爱，把生动、趣
味、具有生活气息的文化传播出
去”。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虽然
重点在洞察情感共鸣，但是不强行
煽情，面对快餐式阅读和纸媒衰落
的大背景，并没有苦口婆心地告诉
观众要多读书，也没有呈现实体图
书行业的没落，而是展示了读书人
和书籍之间彼此温暖的故事。同
样，由优酷出品的纪录片《文学的
日常》让文学和纪录片相遇。与此
前文学题材的纪录片不同，《文学
的日常》并没有以刻板、说教的方
式聚焦文学创作，而是以作家与各
自好友的轻松对谈、游览体验等方
式，把作家的真实生活展现在观众
面前，将文学与生活巧妙交织起
来，让观众在日常的“烟火气”中有
所感悟。不少网友看完后，都表示
被镜头中作家美好的日常生活和
精神光芒所打动，“他们带我发现
了很多我在那些地方没有发现的
东西，感觉那些城市因为文学作品
有了温度。”《了不起的匠人》每集
以短小形式的创新表达，用微小的
视角切入 20 位匠人们的手艺生
活，真情实感地诠释了“一生只做
一件事，并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
与“唯有不辜负，方能归初心”的主
题。《中国美》通过展现传统美学在
当代世界的魅力，折射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网络视听平台正在努
力打造能够被更多年轻人接受，并
愿意主动分享与讨论的纪录片内
容。

近年来，随着网络纪录片的数
量增长、质量提升，许多小众题材
网络纪录片通过跨界资源整合，创
作出一批与年轻观众共生的优质
内容，来满足年轻人对优秀作品的
期待，让纪录片在充分拥抱新媒体
过程中迎来发展的春天。（来源：
光明日报）

网络纪录片：小众题材用文化“破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 国
际雪联日前在官网公布了多站世
界杯赛事的更新信息，其中单板及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
比赛被取消。

根据国际雪联更新版赛事日
程，被推迟或取消的世界杯比赛包
括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
北欧两项、自由式滑雪以及单板滑
雪项目。原定于本月 27-28 日举

行的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
界杯北京站比赛被取消。

国际雪联表示，受天气及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雪联旗下赛
事日程在过去几周内数次做出改
变。考虑到当地有关部门采取的
防疫措施或天气原因，如果的确需
要对赛事日程做出改变，国际雪联
会公布相关决定。

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取消

新 华 社 郑 州 11 月 19 日 电
2020国际乒联总决赛19日在河南
郑州开赛。在首日的八分之一决
赛中，中国女乒四将陈梦、孙颖莎、
王曼昱和王艺迪均战胜各自对手，
晋级八强。

在新科女单世界杯冠军陈梦
4:2战胜日本选手加藤美优的比赛
中，陈梦以 11:6 轻松拿下首局。
第二局双方战至10:10后，陈梦把
握住关键球机会，以13:11拿下第
二局。第三局，加藤美优的下蹲式
发球给陈梦带来不少麻烦，加藤美
优以 11:7 赢下第三局。随后，陈
梦以11:6拿下第四局。第五局后
半程，陈梦失误增多，加藤美优把
握住机会，以11:8拿下此局，将总
比分扳为2:3。第六局，陈梦没有
再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4取胜。

“能赢下比赛还是给自己肯
定，但在比赛中，对手其实给我制
造了很多困难，感觉打得不是很流
畅。”陈梦说。

孙颖莎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
她以 4:0 轻松战胜了韩国选手田
志希。第一局双方战至10:10后，
孙颖莎连赢两球，拿下首局。接下
来的三局，孙颖莎以 11:8、11:7、
11:4取胜。

“对困难准备得比较充分，每
场自己都做好了打 6局、7局的准
备。能赢球主要还是自己比较有
耐心。”孙颖莎说。

在当日晚间的两场比赛中，中
国队的王曼昱和王艺迪均以 4:0
的比分分别战胜日本选手佐藤瞳
和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

在其他比赛中，韩国削球手徐
孝元以 4:1 战胜日本选手石川佳
纯，德国选手索尔佳以4:2战胜新
加坡选手冯天薇。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陈梦将对
阵索尔佳，孙颖莎将与徐孝元一决
高下。另外两组四分之一决赛对
阵将在20日产生。

国际乒联总决赛：
中国女乒四将均晋级八强

东台市黄海原种场现有小麦
约33.883万斤，共分4个标段对外
公开竞价出售。一标段(未选种)扬
麦16、镇麦12约11.8万斤；二标段
(未选种)扬辐麦8号等约14.283万
斤；三标段(已选种）镇麦 12约 2.5
万斤；四标段（脚麦）约5.3万斤，欢
迎有购买意向的单位或个人参与
公开竞买、自行到仓库现场勘探取
样（详情见招标文件）。

1、报名时间：2020年 11月 21
日 9 时起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下

午2时止。
2、报名、竞价投标地点：东台

市黄海原种场场部会议室。
3、报名注意事项：报名时请携

带单位营业执照或个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报名费 200 元/人或
单位（不退），购买招标文件，交投
标诚信保证金 5 万元。中标后缴
纳中标保证金：一标段 5万元、二
标段 5 万元。凭报名及投标诚信
保证金的发票进会场参加竞标。

4、报名费及投标诚信保证金

交至：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账户，开户行：东台农商行新东
支 行 ， 账 号 ：
3209191701201000007367。

5、竞投标时间：2020 年 11 月
26日下午3：30。

6、联系人：
石磊 联系电话：13584784688
薛辉琴 联系电话：85779900

15396856569
东台市黄海原种场
2020年11月20日

小麦出售公告
[国资信息]

1、江苏省新曹农场有限公司
的新曹农场2020年东台河平交河
道疏浚工程已经苏垦集社[2020]
273号文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
来源是上级资金，现已落实。现邀
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
的投标报名。

2、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
工程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新曹农

场境内；
（2）施工总工期：30日历天；
（3）质量标准：合格。
4、本招标工程共三个标段，标

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一标段：曙光河疏浚，疏浚土
方77094m3；二标段：红旗河疏浚，
疏浚土方8295m3，向阳河疏浚，疏
浚土方 55367m3，四中沟疏浚，疏
浚土方7891m3；三标段：龙干河疏
浚，疏浚土方63280m3。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报价汇总表
的全部内容。

每位投标人可参与上述多个
标段的投标，但最多只能中一个
标。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三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资质；且投标当日至本工程中
标候选人公示期满，上述资质动态

核查均处于合格状态。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

6、投标申请人可于2020年11
月 21日至2020年 11月 25日到东
台市嘉和名城7号楼205室购买招
标文件，售价：300元/标段，售后不
退。

7、本工程评标办法采用合理
低价法。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7 日 9时 30 分。开
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联系人：陆先生
联系电话：13770261886

2020年11月21日

新曹农场2020年东台河平交河道疏浚工程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1、唐洋镇唐胜村路灯工程已
经批准实施，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是
唐洋镇唐胜村村民委员会，现已落
实，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邀请合
格的潜在投标人报名。

2、东台市唐洋镇人民政府招
投标办具体负责本项目招标的相
关事宜。

3、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唐洋镇唐胜村；
（2）项目规模：安装单臂无杆

路灯约80盏，详见招标文件；
（3）施工工期：30日历天。

4、本项目施工内容为：
完成施工方案的所有内容。
5、投标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资质类别和等级：具备市政或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的单位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单
位均可报名。

6、投标人可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6
时前凭投标保证金缴款凭证到唐
洋镇财政所报名并缴纳资料费200

元（售后不退）。投标保证金2000
元，由投标人从其基本户转账至财
政账户（东台市唐洋镇财政管理
所，账号：10421901040002511，开
户行：农行唐洋支行）。

7、其他：本项目开标时间为
2020年11月27日上午9时30分。

联 系 人 ： 王 女 士
15962055276、0515-85032369

唐洋镇招投标办公室
2020年11月20日

唐洋镇唐胜村路灯工程招标公告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溱东镇周黄村；
（2）质量标准：满足国标；
（3）建设单位：溱东镇人民政府；
（4）施工总工期：30日历天。
二、工程内容：拟对周黄村村

部大礼堂周边区域及礼堂河北旧
片区进行整治，主要项目有：立式
驳岸、原木护岸、码头、台阶、步道、
曲径、排水管道、化粪池、河坡修整
回填种植土等，详见设计图纸及清
单。

三、投标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
要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三级及以上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2）拟派项目经理资质：二级
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
造师。

四、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现场报价，最低价中标。

五、报名资料：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开户银行
许可证、法人身份证等复印件加盖
公章，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报名
的）。报名资料费 200 元，图纸费
100元。

六、工程款支付：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后付至50%，满一年后无质
量审计付至审定额的80%，满两年
无质量问题结清余款。

七、报名时间：2020年11月20
日到2020年11月23日上班时间。

八、报名地点：溱东镇招投标
办公室(513)

联系人：张春明、余淑秋
联 系 电 话 ：0515-69989389

18962096168（张） 18068868859
（余）

溱东镇建设工程投标领导小组
2020年11月20日

周黄村人居环境提升
村部大礼堂周边区域整治工程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