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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原创的选择
◎李跃森
一些 IP 剧取得成功，艺术家的二度
创作不容忽视，从 IP 回归原创，就是真正
着眼于作品的内涵、情怀和质感

性市场秩序。

的视野和需求，使人误以为观众只有此

回归原创是一种价值选择。表面

类需求，观众更为丰富和多样的需求反

看来，IP 剧由粉丝经济推动，与作品精神

而得不到充分满足。的确，IP 剧可以吸

IP（知识财产）是近年来视听艺术领

内涵无关，但实际上，IP 剧的价值取向一

引数量可观的粉丝，但由于它本身所具

域备受关注的现象，很长一段时间里，都

定程度上受市场运作左右，容易流于浅

有的圈层化特点，缺乏更广泛的观众认

具有创作风向标的意义，但在 2018 年，

表化和碎片化，常用时尚感掩饰精神价

同。一些 IP 剧只重流量，不重品质，把

风向发生逆转。一些备受期待的 IP 剧非

值的匮乏，难以提供良好价值引导。IP虽

IP 变成时髦的奢侈品，一方面夸大它的

但 没 有 成 为“ 爆 款 ”，反 而 市 场 表 现 冷

然有助于扩大影响力，
但并不能提升作品

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浪费着 IP，破坏

淡。电视台播出的剧目中，收视和口碑

本身的价值，一些 IP 剧取得成功，艺术家

了文化生态环境。从 IP 回归原创，是对

突出的，大多是优质原创作品，如《黄土

的二度创作不容忽视。从IP回归原创，
就

文化生态环境的一种主动修复，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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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着眼于作品的内涵、情怀和质感，

培养更适合艺术作品自然生长的土壤。

播出方面，
《东方华尔街》
《忽而今夏》等意

提供观众所需要的现实观照和人文关怀。

视听艺术一体化是未来的发展趋

外走红，
同样证明观众对优质原创作品的

回归原创也是一种美学选择。就

势。未来的视听艺术作品应该面向所有

青睐。从追逐 IP 到回归原创，
是 2018 年

目前而言，IP 剧在题材上多局限于宫斗、

媒体，是一种跨文本写作、跨媒体传播的

视听艺术发展趋势中的一个重要转向。

玄幻、悬疑、言情，在艺术上常采用标签

“全媒体剧”。
“ 全媒体剧”的核心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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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向是产业格局调整与视听艺

化、模式化套路，容易给观众带来“审美

互动。这必然会带来作品与观众关系的

新春的脚步

术创作规律共振的结果。IP 是一种投资

疲劳”。更重要的是，有些 IP 缺乏原创精

深度调整，不仅要求叙事策略的优化，更

正不紧不慢地

价值。今天的观众与过去相比，知识水

神，模仿泛滥，貌似张扬个性，实则模糊

要求现实主义精神的拓展和深化。在这

朝我们走来

准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需

个性。几年时间里，IP 剧从光华夺目到

样的前景中，IP 无疑会扮演难以替代的

窗外冬雨淅淅沥沥

求更加个性化，在娱乐方式的选择上更

黯然失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创

角色，它所体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

洗濯、荡涤着回忆

为主动。IP 的崛起适应了这种需要，随

精神不足。不管 IP 热给产业发展带来的

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2018 年

往事历历在目

之而来的是，视听产业在市场化过程中

偏离有多大，最终还是要受艺术规律的

热播的《如懿传》
《延禧攻略》，IP 在传播

日子化身为

积聚的能量迅速释放，反过来促进 IP 的

制约，还是要回到创作本身。一部作品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利用 IP，

日历上的阿拉伯数字

野蛮生长，在产业内部搅动泡沫，制造喧

是否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还是要看

可以有效加强作品的引导力、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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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少数人抱着跑马圈地的心态，把囤

艺术家能不能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积 IP 当作竞争和扩张的手段，强行改变

能不能挖掘出人性的深度，能不能创造

下去。从长期发展来看，IP 降温是一件

市场秩序。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运作不

出生气盎然的艺术形象。

IP 的故事没有讲完，它还会继续讲

眨眼就一年

好事。它让人们对 IP 的评价趋于客观、

逝去的时光

可能真正占领行业制高点，同时，IP 的集

回归原创还是一种文化选择。对 IP

理性，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认识 IP 的意

一去不返

中涌现无疑增加了制作成本。从 IP 回归

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个性化

义，发挥其积极效应，助推视听艺术繁荣

梦想

原创，就是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良

的需求，但对其过度追逐又限制了观众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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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辛勤播撒的种子

“学”
中有深意

渴望萌出绿芽
长出成功之果
走过了

◎彭国华
“ 学 ”，是 一 个 纵 贯 古 今 的 重 要 概

多德那里，梳理一下这位古希腊哲人的

系的处理，等等。这两类不同的学习内

念。
《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学

相关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理智

容所对应的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对于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的其他

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五种：技艺、科

前者而言，主要强调模仿、记忆与熟练操

章节中，论及“学”的语句也比比皆是，如

学、明智（或译为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

作；对于后者而言，则应更注重领悟、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学则

（或译为直觉理性）。努斯和科学都以具

象、创造、应变甚至批判力的培养。如果

不固”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

有普遍必然性的、起因不变的事物为研

说前者体现的主要是规则、规范层面的

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究对象，前者探求事物的起因和前提，后

要求，那么后者则体现了道术、权变层面

已”，等等。后世的许多文人学士，对于

者 则 从 起 因 出 发、通 过 推 理 而 得 出 结

的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更高、更难达到。

向学、治学的问题也做了大量论述。尽

论。智慧是努斯和科学的结合，是居于

诚如《论语》中所言：
“ 可与共学，未可与

管如此，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对“学”的

首位的科学即哲学。技艺和明智（实践

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

理解比较表面化、片面化，颇有深化和

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其中

可与权。”

“纠偏”的必要。

技艺与制作活动相关，指导人们加工、改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混淆上

一般而言，想要对“学”有一个较为

造那些可以变化的器物；明智（实践智

述两类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现象还时

全面、深入的认识，须解决三个问题：为

慧）则与实践活动相关，指导人们进行理

有所见：一些教育者忽视了自然科学和

什么“学”？
“ 学”什么？怎么“学”？对第

财、立法、伦理和政治等实践活动。结合

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性质和学习要求，

一个问题的回答相对简单：学习是人们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和今天的现实生

在后者的教学中片面强调一致性，追求

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一定

活可以看出，人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

所谓“标准答案”；与此相适应，一些受教

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在社会中立足进而

有两类：一类是相对固定或约定俗成的

育者也通过模仿、记忆的方法来学习本

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今时

知识与技能，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

应通过技艺和实践智慧来把握的内容。

代，学习更成为一种贯穿终身的现实需

然科学中的原理、公设，人类语言文字的

这样一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个性、创

要。一个人如果不及时学习、不更新知

基本构造、用法和规范，仪器、仪表等的

新能力、应变能力等都受到了抑制和削

识，很快就会落伍甚至无法生存。

操作规则，等等；另一类是需要根据实际

弱，从而出现了学与用、知识与能力的脱

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无论古今

情况和个人兴趣、爱好、禀赋等区别对待

节。由此可见，深入、全面地理解“学”的

中外，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为了

与灵活运用的能力，如制度和政策的制

内涵和要求，正确掌握和运用相应的学

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回溯到“轴

定与实施、产品的研发与销售、文艺作品

习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一

心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亚里士

的创作与欣赏、社会组织的管理、人际关

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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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四季
雪花捎来了
远方的问候
游子的思念和乡愁
又将会在
母亲的炊烟里
迷失自己
祝福新年
让美好的祝愿
绽放出瑰丽的色彩
祝福新年
让新一年的希望和梦想
能追随
快乐、幸福与荣光的脚步
一起
向前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