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知名短视频博主李子柒最近成

为话题人物，原因是有媒体报道她在

国外社交媒体拥有 735 万的粉丝，这

些粉丝每月会给她带来几十万美元

的收益，而李子柒在国外社交媒体发

布的内容，与国内网友看到的并无二

致，甚至连英文字幕也没有配，但还

是“征服” 了世界网友，不分肤色、语

言的人们在其短视频内容的留言中，

给予了她足够多的赞叹与祝福。

这是李子柒首次“破圈” 进入公

众话题中心，大家发现，原来这位生

活在四川一处山中的女孩，身上具备

了那么多可供挖掘的光彩之处。

但需要观察到的一点是，李子柒

是因为成功在国外聚集了批量粉丝，

才得以拥有了“解读价值” 。 在此之

前，国内网友更多还是把她当成一名

励志对象来看待， 童年时父母离异，

与奶奶相依为命， 但却精通手工、农

活，把日子过得充实而精彩。 直到被

赋予“文化输出” 的符号之前，李子

柒都还是一名把自己经营得很好的

视频博主，而非一位“文化英雄。 ”

这次李子柒走进话题中心地带，

源自眼光的差异。 也就是说，外国的

网友通过李子柒造茶、造纸、搞活字

印刷、织造蚕丝被等，惊讶地发现在

一个人身上，竟然可以聚合了如此众

多带有文化意味的能力，而中国的网

友在同样被李子柒吸引时，却没有从

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等高大的角度去

评判。 所以， 这次李子柒身上有了

“中国的月亮比外国圆” 的传奇气

质，这种传奇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外

国网友对中国的陌生化印象所引起

的。 网友喜欢看到这个形象与故事，

是因为大家在李子柒那里找到了自

己愿意看到的外在与内涵。

李子柒是一个镜像，在这个镜像

中，她实现了同龄人所没法拥有的梦

想，比如可以居住在仙境一样的自然

环境里， 各种美味食材信手拈来、应

有尽有，不用长途跋涉穿越城市打卡

上班，没有老板的指令与同事之间的

压力，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地随心所

欲……但众所周知，每个人呈现出来

的生活，与背后的生活真相是不一致

的，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仅仅凭

借李子柒的视频， 就将其理想化、完

美化，是一厢情愿的。

李子柒具有不可复制性。 国内视

频平台曾有李子柒的模仿者，被讥讽

为东施效颦。 粉丝在捍卫李子柒的唯

一性，如同捍卫童话的纯洁感。 这表

达出一种隐秘的担忧：事实上我们并

不愿意李子柒普遍存在于每一个镇、

每一个县、每一个大中城市，当“李

子柒” 越多，就意味着现有生存方式

将会被更大地否定，也标志着人们主

动或被动选取的生活方式的失败。只

有一个李子柒就够了。

所以，“李子柒” 整体看上去更像

是一个包装很好的“产品” ，李子柒并

不直接推销以她名字命名的各类产品

实物，而是“生活方式” 先行，产品队

列随后，但显然前者更具“卖点” 。 以

李子柒为核心的内容创作， 的确是赏

心悦目的，但要清楚地知道，这种赏心

悦目价值的成立， 建立在受众内心的

某处空洞被填补的基础上， 如果自身

拥有或者享受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李子柒的吸引力便会下降不少。

李子柒的作品，相信依然会有人

喜爱，因为在她身上，被投射了诸多

的希冀，人们需要这种希冀带来的照

耀。 而因为她作品所独有的特色，她

也被附加了很多额外的符号。但我们

也无需用这些符号绑架或捧杀李子

柒。 让李子柒做李子柒就好了。

李子柒展现的是一个生活镜像

韩浩月

国际合拍片

渐成纪录片新潮流

新华社电 （记者 杨淑馨） 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中国和英国影视机构宣布，合拍

纪录片《一叶茶，千夜话》定于明年播出，将以一种国际视

野刻画中华饮茶文化，向世界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部关于茶的纪录片由咪咕和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室

合拍。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主办方介绍，近年来，国际合拍焕

发了纪录片市场的活力。 利用国际资源向世界讲好中国

纪录片故事成为中国纪录片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 2017 年开始，五洲传播中心每年推出一部国际合

拍的大型纪录片，包括与探索频道合拍的《中国：变革故

事》以及与国家地理频道合作的《世界上最大的生日庆

典》等。

“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好中国与世

界的故事。 ” 五洲传播中心影视部主管王媛媛说，“在符

合我们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同时，进行国际化叙述。 ”

国际合拍不仅为中国纪录片注入了活力， 同时也激

活了国际合作伙伴的思路。 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室纪实制

作部门总监菲奥娜·克拉克对记者说：“在我们与中国的

合作中，不仅得以接触到中国本土的文化，而且也了解到

中国影片制作的商业模式。 ”

在菲奥娜看来，中国的新媒体平台为数字文化传播提

供了契机，也为赢得年轻受众提供了窗口。 “与哔哩哔哩

此类数字化平台的合作， 可以学习到怎么吸引年轻受众，

为我们英国本土节目的制作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 她说。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于 12 月 9 日至 12 日举

行，在此期间进行 80 余场国际论坛，围绕国内外纪录片

行业最新潮流趋势、中外合拍等主题开展。

好莱坞也有

“触不可及” 的地方

时讯

观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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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距离法国版上映八年，《触不可及》迎来了它的美国

籍克隆兄弟，几乎一样的基因和故事框架，出来的却是气

质秉性迥异的克隆体，看似制作精致，却哪哪都透着赝品

的气息。

在 2004 年， 法国人奥利维·那卡什从一个纪录片中

初次领略这个故事， 便动了改编剧情电影的念头， 直到

2008年，他终于有了付诸实施的机缘，这一次，他有了原

型人物自传小说《第二次呼吸》的后盾。 《触不可及》上

映后，票房和口碑双收，全球报收 4.26 美金，获得了美国

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眷顾，就连未得引进的中国，豆瓣

TOP 也给出了 25 名的历史高位。

美国版《触不可及》并不讨好，连美国人自己的烂番

茄，新鲜度也不过 40%，MTC 才 46 分，口碑惨败。 相比之

下，中国观众要柔软得多，豆瓣给出了 7.7 分，然而上映

十天票房勉强过两千万， 近年频频上演好莱坞救市福地

的中国市场，这次早早弃之。《触不可及》的美式克隆，算

是以败北告终。

其实美国人对法国版的贡献也不小， 当年助力其全

球丰收的发行公司， 正是美国的韦恩斯坦影业， 换句话

说，是美国人把这个故事贩卖到世界各地的。 有趣的是，

当年《触不可及》一片叫好声中，唯美国《综艺》杂志跳

了出来，痛批其为“宣扬挑衅、好斗” 以及“种族歧视色

彩” 。 当年美国金球奖虽说给了《触不可及》提名安慰，

大奖却给了另一部法语片《爱》，同年第 85 届奥斯卡最

佳外语片小金人，美国人同样发给了《爱》，《触不可及》

连提名都没给。

两年后的第 87、88 届奥斯卡上，4 项表演奖 20 个提

名均被白人包揽，肤色单一问题被美国人提上“议程” 。

接下来的第 89 和 91 届届奥斯卡，黑人演员马赫沙拉·阿

里先后凭借《月光男孩》和《绿皮书》两次捧起奥斯卡最

佳男配小金人，夹在中间的第 90 届，黑人领衔的《逃出

绝命镇》不仅列席最佳影片的角逐，还在分果果大会上

把最佳原创剧本收入囊中，更扯淡的是，连漫威的《黑

豹》也提名了第 91 届奥斯最佳影片。 《触不可及》要是

晚生几年，必然是这场矫枉过正的“肤色正确性” 运动的

佼佼者。

看上去更加“生而逢时” 的美国版，这一次却没讨着

好，首先在于它得其形而不解其中意，就像是一个精美工

艺品的复制品， 咋一看哪哪都相似， 却经不起进一步揣

摩。美国版故事骨架基本套用法国版，故事同样起于违法

飙车戏，连白人老板假装抽搐的细节都原搬照抄，接下来

黑人小哥也偷了白人老板的东西， 而且都是老板亡妻的

礼物，这样的重叠还很多，比如黑人小哥在白人老板的鼓

励下挥笔作画， 比如黑人小哥给白人老板修胡子玩儿等

等。 我并不反对翻拍作品延续原作骨架，比如《十二怒

汉》， 但首先要做到本土落地， 虽说美国文化脱胎于欧

洲，精神气质和人文追求均有不同，哪怕是对原著致敬的

环节，也必须建立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否则怎么看都有高

仿赝品之惑。

更加灾难的是细节的改造。 以菲利普解雇黑人小哥

缘由为例，原版是为了让他更好地照顾家人，而改编后是

因为黑人小哥“擅自做主” 安排了他与笔友的见面，被笔

友嫌弃而精神受挫， 解雇黑人小哥大有迁怒他人让黑人

小哥背锅的意思，菲利普原本大气而不失小可爱的人设，

就这样崩塌了。

话说回来，究这些细节对这部电影已于事无补，从凯

文·哈特主演的黑人小哥亮相开始，就一脸我是当下好莱

坞流行大男主的架势， 已经不再是法国版太极推手式的

缠绵与调和了，一旦“肤色正确性” 先入为主，这个故事

赖以生存的灵魂便已“魂飞魄散” 了。

曾念群

图书馆文创需具备怎样的品质

李子柒，怎么就这么红？

“90 后” 古风美食播主

李子柒最近在海外走红了。

这个四川女孩的微博粉丝超

2100 万， 抖音粉丝超 3000

万，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全球

粉丝超 700 万， 视频作品经

常收获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

浏览量。

李子柒的视频为什么能

受到全球网友的欢迎？ 她视

频中所展现的生活又是什么

样的？ 如何看待李子柒的走

红？

聚焦

评弹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三

月桃花开， 采来桃花酿成酒；

五月樱桃季， 开始酿樱桃酒、

煨樱桃酱、烘樱桃干；从手工

造纸，养蚕缫丝，再到制作各

种家居物件……李子柒的视

频多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及

其中独特的物产为中心，充满

着浓郁的烟火味道和恬静的

田园气息。

李子柒视频走红之后，也

招来了一些质疑。 有人说她的

视频肤浅简单、 深度不够，也

有人认为她过于偏向展现中

国的乡土生活，缺乏对中国现

实更为丰富的表现。

文化学者贾静楠认为，李

子柒视频美化了中国农村生

活， 并不能代表全部农村，但

其中的劳作和生活方式、饮食

服饰、手工艺品等内容，传递出

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蕴，田

园牧歌式的影像满足了国内外

一些观众对于传统中国的想

象， 说明中国文化可以创新手

段发扬光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看来，李子柒视频让外

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方

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对于增

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破除刻

板印象有积极意义，而这种大

众文化传播方式更有着独特

优势。

“大众文化从感性上会让

人形成对一种文化的初步和

基本印象，从而更进一步地降

低跨文化传播中的折扣，也为

更多的高雅文化传播打开了

空间，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 他说。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

实力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中

国文化吸引着海内外关注的

目光 ：“add� oil （加油 ）”

“guanxi（关系）” 等中式英

语词汇，先后被《牛津英语词

典》收录；电影《流浪地球》

在北美、澳新票房成绩亮眼，

电视剧《陈情令》风靡韩国、

泰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

交媒体也成为对外文化传播

的新渠道， 通过生动丰富、具

有现场感的介绍，“润物细无

声” 地日益凸显出文化对外传

播的正面效果。

让人看到别有意趣的一面

业内人士指出，李子柒视

频从专业性上看，甚至不输成

熟的工业化纪录片。 视频中充

满了数天及数季度的跟拍，大

量延时拍摄则被运用于展现

时节变化之美，此外还有滤镜

调色、微距特写，不同场景的

中远景切换等技术运用。

据抖音视频相关负责人

介绍， 我国现在在海外有影

响的文化视频作品质量都较

高：人物语言和表情自然，镜

头运用也恰到好处， 例如手

工节目有多个短镜头快速剪

辑， 美食节目会从不同视角

拍摄。

“然而不足的是，国外民

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大多还

停留在功夫、美食、服饰等具

象和器物层面，体现中国当代

文化特征的文化产品还较少

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 ” 中国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林坚说。

发掘中华文化之美

和李子柒一样意外在海

外走红的，还有网络文学作家

陆琪。

“前几年我突然发现，我

写中国人的感情故事，居然在

日本火了。” 陆琪说，发现自己

的作品在海外找到知音后意

识到，应该有意识地向海外读

者讲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而这种意识透露出的，正

是国人愈加强烈的文化自信。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仲呈祥指出，对外文化传播

中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传承

好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创造具

有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也要学

习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为我所

用。

“我们的故事里是中国上

下五千年文明所积累的思想、

道德和价值观，如果这些故事

得到外国读者的喜欢，就意味

着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得到

了他们的喜欢。 ” 作家唐家三

少说。

“文化传播要了解受众

需求， 不能只考虑 ‘我有什

么’ ，还要考虑‘他对什么感

兴趣’ 。 ” 张颐武说，“李子柒

视频能够吸引人们的强烈兴

趣， 说明了传播的题材吸引

力。 ”

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

孙萍曾在欧洲从事长达 20 多

年的京剧文化推广。 她说，从

武戏到文戏，从看热闹到听唱

腔，从热衷听快板到要求听慢

板，是京剧海外推广的必经之

路。 “传播的目的在于接受，

就得明白当时的观众希望看

什么。

白瀛 余俊杰 王思北

用受众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李子柒的视频截图。 （资料图片）

“与博物馆文创开发相比，图书馆做文

创难度更大。 ”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

媒学院院长丁伟说，一方面，图书馆藏品以典

籍为主，其核心元素是书与文字，在艺术表现

力上要弱于千姿百态的博物馆藏品。 加之大

量古籍繁体字、竖排版的阅读方式，与现代人

的生活有距离感， 又无形中增加了图书馆文

创产品艺术性衍生的难度。另一方面，国内图

书馆相较博物馆更安静、“内向” ，缺乏“明

星藏品” 的曝光率，这也为图书馆文创的营

销增加了难度。

在丁伟看来，作为传统文化的宝库，图书

馆的馆藏不缺审美趣味。 截至目前， 共有

12274 部古籍入选珍贵古籍名录， 省市各级

古籍善本数以千万计。 我国殷商甲骨和中华

珍贵医药典籍《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成功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

遗产是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智慧源泉， 图书

馆需要做的是用现代语言去激活典籍。

“数字化时代，消费者的需求模式已经

从‘千人一面’ 向‘一人千面’ 迈进。 这种生

活消费方式使得人们的消费场景日趋离散

化、非线性化，远远不是模块化、线性化的传

统市场细分方式可以覆盖的。 ” 品牌营销专

家袁清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文创产

品应该是集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

等跨学科集成，具备精神和物质双重性。

图书馆偏“内向” ，加大开发难度

近些年， 各种又新又

“萌” 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大

出风头” 火遍全国，图书馆也

不再甘居人后。 据统计，短短

两年间， 由国家图书馆牵头

成立的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联盟的成员，已从 37 家

增加至 116 家。

然而由于起步晚， 当下

图书馆的文创产品存在结构

单一、规模小、品牌效应不强

等一系列问题， 甚至仍有不

少公共图书馆的文创开发处

于空白阶段。 究竟图书馆文

创开发难在哪， 需要具备怎

样的品质才能使百姓 “日用

而不知”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专题培训班上，来自设计、

营销、图书、博物馆等多个领

域的专家就这些话题展开了

头脑风暴。

事实上， 目前热销的文创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是重体验、会讲故事。以上海图书馆推出

的《缥缃流彩》线装笔记本体验套装为例，它

以宣纸做内页， 并从七八本古籍中提取元素

做成彩页。 读者拿到手时，是一张张散页，可

以按着自己的喜好， 装订出独一份的线装笔

记本。 套装里有针、线以及详细图解，上海图

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品芳还拍摄了一段示范

视频，演示标准四眼线装的装订方法，产品附

送了过把“私人定制” 古籍装帧的独特体验。

这款笔记本布制封套上的梅花也藏着一

个美妙的故事， 它取材自清代大学者阮元编

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约 200 年前，

院子里一株枯死的老梅树忽然复活， 阮元惊

为异象，欣然提笔，名之为“返魂梅” 。 100 年

后，画家陈子清在重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

识》时，在书衣上画上了一株苍健的梅花，以

“返魂梅” 寓意他的装裱给了这本古书新的

生命。 如今，《缥缃流彩》 线装笔记本再以

“返魂梅” 为元素设计了一个布质封套，寓意

这本古籍又一次焕发新生。

“书斋里鲜少示人的宝物走到了老百姓

的生活中， 这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的生动注解。 ” 据上海图书馆副馆

长林峻透露，去年“缥缃流彩———中国古代

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 举办期间，

《缥缃流彩》 线装笔记本体验套装推出了第

一批 500 套，短时间内便被一抢而空。而近日

举办的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期间， 短短四天

又售出了近 250 套。

业内人士指出， 图书馆承担着传承文明

和社会教育的职能，过去单向、被动的服务方

式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已显得不够“解渴” ，而

文化创意产品正是采用现代人更易于接受的

方式传播图书馆文化， 让古籍中的内容活起

来，真正做到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 “许多

人觉得拥有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就是拥有了文

创 IP，其实不然。 ” 林峻认为，好的文创需要

具备三个特点：审美、功能、内涵，缺一不可。

仅仅做到迎合消费，不算本事，更高明的是融

汇古今、沟通雅俗。 他指出，还有一个误区必

须打破，那就是把文创等同于衍生品。 目前，

许多图书馆的文创开发都配套大型的展览或

活动在做，缺乏独立性。“好的文创不应该是

新奇点缀，而应该进入生活日常。 ” 李婷

文创不是依附性存在，而应成为日常

《触不可及》宣传海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