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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转眼间，2021年的进度条就拉到了底。
回首这一年的疾风暴雨，抖抖留在发梢的霜花点点，你，是长叹一声，还是轻舒一口气？
大浪淘尽泥沙去，细数那些留在心底的有关文化、成长、温暖、坚守的斑驳印记，让你“破了防”

的是电影《长津湖》中岿然不动的冰雕连，还是《守岛人》里每个人心中难以割舍的信念之岛？国产
电影创造票房新巅峰，佳作云集，现实题材电视剧散发出“叩问真实”的魅力。让你叹为观止，当作
头脑风暴天花板的是元宇宙，还是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那声声来自远古的回响？一排溜儿“肉嘟
嘟”、脸描“斜红”的软萌胖妹子，在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国宝级文物影像间穿梭舞动，想
象力有多远，传统文化的破圈能力就有多强劲。

2021年，属于火热的感动，也属于深沉的思考。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我们感受着红色文化迸发的全新生命力。有一个年度

热词叫作“强国有我”，源自建党百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青年学子的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这是青年一代对党和人民许下的庄重誓言，彰显着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我们
需要优质、深度、迷人的青年流行文化，亦对其间出现的乱象保持警惕。

不曾被“卷”过的人生不算完整人生，卷而又卷却不肯躺平，这样的你，才是YYDS。累过，忙
过，失落过，收获过，回望这绝地拼杀的一年，苦辣酸甜的人生况味真是“绝绝子”。

那些让你破防的
文化瞬间

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
以大型情景史诗的形式，将
浑厚大气的艺术表达与声光
电的高科技效果相融合，生
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在建
党百年的2021年，讲述红色
故事的影视作品“霸屏”，
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和喜
爱。《觉醒年代》中“信仰”的
感召催人泪下；《理想照耀中
国》以“单元式系列短剧”形
式，书写了一首名为“理想”
的长诗。《功勋》用单元剧的
形式，将首批 8 位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的人生篇章与共和
国命运串联起来，诠释了他
们“忠诚、执着、朴实”的
品格和献身祖国人民的崇高
境 界 。《1921》《革 命 者》

《长津湖》等让观众重返战火

烽烟的历史现场，再现了革
命 青 年 和 战 士 们 的 壮 美
青春。

解析：红色基因和革命
薪火，流血和牺牲，坚持与奋
斗，党的百年历程中那些熠熠
生辉的故事，融汇成了汪洋大
海，无数仁人志士化身壮阔星
河，那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
浪，化作舞台上曼妙的身姿，
化作影像扑面而来，从 1921
年改变中国的热血青年人眼
里，一直流淌到 2021 年我们
的心里。《觉醒年代》《光荣与
梦想》《功勋》中“信仰”的力
量，让无数90后、00后观众落
泪；《1921》和《革命者》，让青
年观众思考何为真正有意义
的青春；《长津湖》中那冰雕般
坚毅的身影、《守岛人》里的信
念之岛，他们就在那里，在放
眼所及之处，也在一代又一代
人心里。

今年3月，三星堆“上新”
了——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新
发现六座祭祀坑，出土了500
余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吸
引大量游客一睹“古蜀文明”
的神秘面孔。此次三星堆遗
址出土的一张黄金面具残片，
惊艳世人。2021年是中国考
古学诞生100年，重大考古发
现成为刷屏热点。10 月 18
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
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在
开幕式上揭晓，河北阳原泥河
湾遗址群、武安磁山遗址、易
县燕下都遗址、平山战国中山
王墓、满城汉墓、临漳邺城遗

址及磁县北朝墓群等六项最
终入选。

解析：听，那来自穹窿深
处的声音振聋发聩。每一次
考古发掘的“上新”，都是古今
对话。从“三岔口”到黄河岸，
从“ 满 天 星 斗 ”到“ 多 元 一
体”……“百年百大”，优中选
优。如果说三星堆的黄金面
具下掩藏的是“古蜀文明”的
神秘面孔，那河北六个项目入
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则让
我们领略了燕赵大地上古老
文明幽深的底色。“上穷碧落
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
国考古人一直在努力，中国考
古人前路依旧漫漫。

2021 年，围绕传统文化
的“新玩法”呈井喷之势。

《国家宝藏·展演季》《登场
了！洛阳》《舞千年》……件
件新鲜，个个精彩。今年年
初，一场《唐宫夜宴》舞让
河南博物院火爆出圈！十几
位小姐姐浓妆艳抹、娇憨可人
地联袂赴宴去，而真正的“主
角”却是虚拟背景中的许多国
宝级文物——莲鹤方壶、妇好
鸮尊、贾湖骨笛。此外，“考古
盲盒”是今年文博圈的宠儿，
河南博物院推出后，春节期间
线上一次性上架1.2万个，不
到5天售罄；陕西历史博物馆
出品的“青铜小分队系列盲
盒”，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
和纹样为基础创作出别致的
手办。在 B 站、抖音、快手

等视频平台上，无论是身穿
汉服演奏民乐的博主，还是
通过短视频传播京剧文化的

“上戏 416 女团”，都能吸引
大量粉丝。想象力有多丰
富，传统文化就有多少“破
圈”的可能性。

解析：传统需坚守，只有
这样，文化方能永久流传。文化
传播内容越是经典越需创新，
如此，才能让年轻人爱听爱看
爱参与。“出圈”是为了出彩，出
彩却不能出格。一档精彩的文
化类综艺节目，一场风味别具
的演出，能勾起观众冲进博物
馆、翻开历史书的欲望，才是
成功。新技术、新手法、新创
意，带来新的受众，用清新之
风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
起来，何乐而不为呢？

当前互联网上有很多公
众账号的运营者将一部影视
剧切割成短小片段供用户观
赏。经常刷抖音、快手、微视
等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对“五分
钟看完一部电影”等二次创作
的影视综艺片段并不陌生，这
种做法虽满足了时间碎片化
背景下的用户需求，但在未获
得授权的情况下，这些行为通
常都构成侵权。4 月 9 日，中
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15家协
会联合5家视频平台和53家
影视公司联合发布了《关于保
护影视版权的联合声明》。4
月23日，国内超70家影视传
媒机构及 500 余位艺人发布
联合倡议书，呼吁短视频平台
推进版权内容合规管理，清理
未经授权的内容。4月25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版权管
理局局长于慈珂表示，要继续
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
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
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
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表
演、传播他人影视、音乐等作

品的侵权行为。
解析：影视“搬运工”的

“拿来主义”行为，的确有“偷
来的锣儿敲不得”的违法嫌
疑：用户看到的只是一个短视
频作品，但从法律角度分析它
背后可能侵犯到多种相关权
利。在快餐文化的环境下，许
多自媒体把投资方上亿的投
资和制片人数月甚至数年的
心血，拿过来一剪而就，据为
己有，这事确实不地道也不厚
道。随着版权保护机制的完
善，强化对侵权行为的打击，
是必然的选择。但是保护影
视剧版权不能仅仅寄希望于
短视频行业的自我净化。短
视频侵权乱象绝非只是市场
与行业问题，更是社会与文化
问题，须以更高站位、更大视
野对其进行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精细化监管。版权保
护，说到底不是服务于某家机
构或者平台的利益，而是为了
维护更加开放包容的创作环
境。所以，尊重版权和保护二
次创作之间的度，要拿捏好。
唯有如此，才能为用户提供百
花齐放的内容环境。

2021 年，我国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
据国家文物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 3.6 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件/套。“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共实施
263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保护项
目，2021年已批复近200项。3月，河北省文物局
公布河北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595家、珍贵文物10302件(套)。

解析：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
光荣历史，它们记载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

人事迹，它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它们是弘
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
材。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6 万多处，国有馆
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件/套……这是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交出的“成绩单”。山河锦绣，华
章壮美，让革命文物重新焕发光彩，让红色基因
融入人们的血脉，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持续走向
深入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你我他不可
或缺的担当。

日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
的十大网络用语依次为：觉醒年代；YYDS；双
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躺平；伤害性不
高，侮辱性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强
国有我。《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2021年度十大
流行语，分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康；赶
考；双减；碳达峰，碳中和；野性消费；破防；
鸡娃；躺平；元宇宙。B站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发布
2021年度弹幕：“破防了”。

解析：曾经，流行语如同“黑话”，只在特定圈

子里吃得开、讲得明白。如今的“热词”却大有破
圈而出、老幼皆宜的趋势，从小确幸到大环境，从
小众到大家，既洋气又接地气，既“口”到擒来又有
着自己的社会意义，这变化当算好事。很多在这
一年里“火”过的字眼儿，不只是大家在网上随性
表达的零碎感受，更会作为一种集体情感、一份共
同记忆的注释，也或者是“章节名”。这些热词让
我们在顺时针行走的叙事方式之外，也开始迷恋

“拼图式”的年度回忆方式。记录时代、反映生活，
在时尚中行走，又称得起解读当下生活密码的优
质素材，这些才算得上热词中的“天花板”。

6 月 2 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 2021 年第二季
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并介绍有关情况。《规划》集中体现了“十
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之后，文化和旅游部
又发布《“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十四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系统部署指导文
化和旅游系统文化产业工作，完善非遗传承体验
设施体系。11月9日，国家电影局官网发布《“十
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中国电影
发展进行了谋篇布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
专项规划》也于日前公布，明确了该领域2021年

至2025年的14项重点任务。
解析：文化蔚兴多少事，点染激荡又一年。

回首2021，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蓄能再出发，国家级文旅发展集中破题。非遗
传承精彩纷呈，演艺精品层出不穷。产业转型深
入推进，供需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活力彰显。
数字化重构文旅消费场景，新消费争夺年轻人市
场。文化领域“十四五”相关规划相继出台，确定
了今后五年文化领域各个行业的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和重点内容，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
发展的主要方向。文化大潮奔涌向前，“十四五”
扬帆启航，再战江湖，乘风破浪。

2021 年，娱乐圈“地震”频
发。选秀“打投”乱象、违规集资、
引战拉踩、网络暴力……“‘饭圈’
乱象”沉疴已久。违法失德、天价
片酬、偷税漏税……负面事件也
为从业者敲响了警钟。今年 6
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
行动；8 月，网信办发布加强“饭

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对粉丝集
中的互联网平台、经纪

公司以及粉丝行为
本身提出了十点

要求；9 月，中
宣部印发《关
于开展文娱
领域综合治
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加
大 对 违 法 失

德艺人的惩处
力度，禁止劣迹

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解析：文娱领域乱象频发的

背后，不只是个别艺人的失德，而
是整个行业被“流量至上”所裹挟
的恶果。“饭圈”之怪现状，表面看
是由于粉丝狂热追星造成的，深
究其因则是各方推手联合做局。
劣迹艺人频频“显形”，更是长期
以来资本席卷文娱领域，按热度
定题材、选演员，按颜值付报酬的
病症逐渐显露的体现。因此，如
果“饭圈”治理只着眼粉丝，就难
以彻底剜除背后“黑产”；如果治
理文娱乱象只针对个别劣迹艺人
或企业，行业的深层次病症就难
以连根拔除。同时，文娱领域拼
眼球、博人气、造热点的风气，将
裹挟着未成年人越行越远，是时
候规范演员、明星经纪公司和粉
丝群体了，只有把乱象丛生的“饭
圈”治理成为“范圈”，方能护航青
少年健康成长。

12月14日，中国文联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一百年来，党领
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
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
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
文 艺 繁 荣 发 展 指 明 了 前 进 方
向。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文艺
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一是心系
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
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二是坚守人
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三是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
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
界；四是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
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五是坚持弘扬正
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

价值。
解析：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

脉，文艺是时代的奋进号角。认
识和反映新时代的精神气质，描
绘和展现新时代的万千气象，是
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时代责
任。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
言，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文者，贯
道之器也。文艺精品力作承载着
一个时代的特色，也展现着一个
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人民心
声、主流价值，这也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新时
代风云激荡，只有践行时代担当，
努力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
记录当代中国的波澜壮阔；只有
让中国故事更生动、更形象、更具
感染力，才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都是今
天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肩头重任。

9 月 15 日，由河北省人民政
府、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
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
文化艺术节在廊坊和秦皇岛盛大
起帷。这是经中央批准的全国唯
一以“一带一路”冠名的国家级国
际性艺术盛会。习近平总书记向
艺术节致贺信，阐明了艺术节的
重要意义，为办好艺术节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本届艺术节围绕“文化艺术交
融·共建‘一带一路’”主题，着力
打造开放合作、平等互鉴的国际
性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
球 29 个国家的 2600 余位演艺人
员参加了演出，近1800位嘉宾出
席了开幕式，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全
程跟进报道，各项活动线上直播

和视频点播达1.4亿余次，相关报
道和作品总阅读量突破 7 亿次。
艺术节的举办，受到了国内外的
高度关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和好评。

解析：当年的风沙吹着这条
路，大漠传来驼铃声声；当年的明
月照着这道墙，边关听闻羌管悠
悠。这是一场有关一条路与一道墙
的相遇，路在脚下，墙在心中。曾经，
我们也纠结于“通路”还是“筑墙”。
如今，无论是路还是墙，他们倾听
着来自历史的回响，却携手眺望远
方……当长城挽起丝路，当艺术碰
撞交融，这个首次举办就取得圆满
成功的艺术节，已经给世界带来无
限期盼。而文化资源大省河北，也
将继续弘扬丝路精神、长城文化，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全面加强对外
文化交流互鉴，更好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守望岁月，我们即将度过与
文学相伴的又一年。近日，多家出
版机构、报纸杂志和学术团体等纷
纷亮出优秀图书榜单。在最新出炉
的2021（第六届）收获文学榜入围
作品名单中，《平安批》《过往》《灵
异者及其友人》《梁庄十年》等分别
进入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
说、非虚构入围名单；中华读书报
编辑部评选的年度十佳图书中，

《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一把刀，千个字》等佳作入选；
2021年12月25日，“中国小说学
会2021年度好小说”榜单出炉，陈
彦的《喜剧》等5部长篇小说，艾伟
的《过往》等10部中篇小说，铁凝
的《信使》等10篇短篇小说，骁骑
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等10
部网络小说，石钟山的《贩梦者》等
10篇小小说·微型小说入选。2021
年度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评选会
在北京举行，《百年革命家书》等作
品入选大众人文类十佳图书。

解析：扪心自问，书如友，你有

多久未曾见了呢？如今，阅读以更
加多元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之中。阅
读的方式和载体，都已被无限扩
展，从读纸质书到看电子书，再到
收听音频书；从家中阅读到图书馆
阅读，再到“朋友圈”阅读和读书会
阅读；从因兴趣阅读到为娱乐消遣
阅读，再到为增长知识阅读……各
类书展、书博会等活动更是线上线
下全方位联动，任何一种方式都能
温润心灵，获得力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视觉
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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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
民间文化艺术节成功举办

2021年度好书榜单纷纷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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