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即 日 起，本 报 开 展“ 我 想 对 党
说”“我的入党故事”“TA 改变了我”
主题征稿活动。征集一批优秀文章，
展示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
情，进一步聚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
代的磅礴力量。

一、征稿主题
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以对党的坚定信仰和深厚情
感，用文学方式讴歌党的光荣历史和
丰功伟绩，着力反映 100 年来我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壮丽凯歌的光
辉历程，结合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真
诚讲述自己的入党故事、曾经的光荣
时刻以及内心感受，表达对党的热爱
和祝福，展现广大群众积极向上的良
好风貌，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珍惜。

二、征稿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征稿要求
1. 征稿主题 ：“我想对党说”“我

的入党故事”“TA 改变了我”。
2. 稿件要求 ：以上三个主题任选

其一进行创作。
3. 紧扣征稿主题，以 1000 字左右

文章为主。文章可以配图片。
4. 所有上传文件请注明作者姓

名、单位职务、联系方式及详细地址，
以便后续联系。

5. 作品须为原创稿件，作者投稿
数量不限。本活动不接受一稿多投或
已参加过其他活动的作品。

6. 稿 件 均 不 退 还，请 作 者 保 留
底稿。

7. 按照征集一批、遴选一批、展
示一批的方式，优秀作品将在《宝鸡日
报》文化周刊刊发，并通过“掌上宝鸡”
客户端进行展示。

四、投稿方式
1. 微信上传 ：扫描右方二维码上

传作品。
2. 投稿邮箱 ：108069160@qq.com
3. 电 话 ：0917-3273344
五、注意事项
1. 来稿作品须拥护党的领导，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
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

2. 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
著作权，并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
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3.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
位。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稿启
事所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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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追剧成潮流

从倍速观剧，到解说式看剧，

再到短视频追剧，观众的观剧速度

一直在提升。

短视频追剧，顾名思义，就是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通过观看

影视剧的片段剪辑、演员花絮、剧

情合集等 3 至 5 分钟的内容，实

现对影视剧的文化消费。这些短

视频的制作者，多为自媒体从业

者，他们通过剪辑、搬运，不仅在

短短几分钟内介绍完剧情，还将

剧情进行二次加工，提炼出吸人

眼球的“爆点”，并配上独到犀利

的点评，俘获一众粉丝。

如今，只需在短视频平台搜索

“影视剧剪辑”“热播剧”等相关字

眼，就会有成百上千个相关作者，

粉丝量动辄百万，甚至不乏千万粉

丝的“大V”。

对于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用

户来说，观剧不再是被动地“看”

而是有选择地“追”。一部新剧播

出，他们不会第一时间去看，而

是先去微博、豆瓣上看评分，再

根据评分决定要不要追剧。在他

们看来，在短视频平台追剧更省

时省心。

市民王一帆就是一名短视频

追剧爱好者，闲暇时，她会打开抖

音等短视频平台，追当下最热门

的影视剧。这段时间，她就在看

热播剧《清平乐》《小舍得》等，她

说，看完整的剧太费时间，不如

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剪辑版，不仅

能掌握剧情，还能通过解说，了

解剧情以外的“梗”。王一帆说 ：

“看剧没什么意思，有趣的是和同

事聊剧。”

其实，这是很多年轻人在短视

频平台追剧的主要原因。短视频追

剧不只是为了看剧，更是为了与当

下热门话题不脱节，能在同事圈、

朋友圈参与讨论。

和王一帆有相同想法的人不

少，市民唐敏也是其中一位。她

说，2020 年电视剧《三十而已》

热播，起初她每天坐等电视剧更

新，后来她觉得电视剧剧情有些

拖沓，于是“转战”短视频平台。她

说，在剧情进入中后段后，自己已

不在意其他人物的命运，只想看

“爽剧”戏码，既然几分钟的短视

频就能满足这一需求，何必苦等

剧集更新呢？

短视频追剧，靠的是聚集情

节冲突、制造热点话题，激发观众

的参与意识。所以短视频制作者将

剧中最吸引人的点拿出来，制造话

题，吸引流量。

短视频追剧也带动了正片

网络播放量的提升，但同时大量

剧情曝光也消耗了部分观众观

看正片的热情。不少专业人士担

心，长此下去，电视剧会失去在

观众心目中的艺术分量。

快餐式阅读引争议

相比影视剧的碎片化消费，

文学的碎片化阅读更早一步到来。

近些年，直播、音频、视频等网络平

台上，不乏对经典文学的精读和赏

析，由于其充满话题性，不少年轻

网友纷纷关注。

在一些平台上，专业人士通过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解读，将经典

讲给大家听。大二学生耿灵就特别喜

欢听这样解读式的文学作品，作为受

众，她花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读”完一

部名著。通过这样的方式，她一年要

“读”十几本经典著作。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一味追

求“即时满足”，意味着在某种

程度上放弃了更多可能性。如果

受众仅满足于接受这样的“懒人

包”“知识胶囊”，便会缺乏对作品

的深层思考和理解。当代年轻人

应该多读原著，在此基础上可以

听一听网络上的解读，从而扩展

思维和视角。

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

社会中心研究员戴维·温伯格博

士就曾表达过对“知识胶囊”的担

忧 ：“似乎只要服用了，就掌控了

知识，等着被喂养并不是一种获

取知识的好方法，真正的求知之

旅必然包含提问、包含挑战，而不

是将知识视为关于世界无可置疑

的真理。知识永远承诺开放，而非

封闭。”

正确对待“速食文化”

对于短视频追剧、快餐式阅读

这些“速食文化”，有人欢迎，称其

有利于节省时间 ；有人感慨，称其

反映出人心浮躁；也有人表示，“速

食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应当

辩证地去看待。正如加拿大传播学

者麦克卢汉所说，一种媒介的内容

始终是另一种媒介，在新媒介出现

后，旧媒介常常会成为新媒介的内

容。而短视频追剧和快餐式阅读，

正是网络发展阶段，视听内容的一

种全新展示。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孟改正说，身处社交

媒体异常发达的时代，年轻人是

流行文化的参与者，也是生产者

和消费者，他们对幽默搞笑的段

子会有强烈的反应，这很自然。但

如果仅在娱乐文化背景下成长，

年轻人会逐渐丧失对“枯燥”的忍

受力，这实际上对经典阐释、美学

赏析都是特别大的挑战。忍耐一

个没有生动言谈方式的时间非常

短，也容易导致阅读能力下降，不

利于深度阅读能力的养成。

在孟改正看来，短视频追剧、

快餐式阅读有积极的一面，比如，

不断丰富、及时更新的信息，能让

人更加便捷地对这个时代有所了

解，不至于脱离社会；但另一方面，

对信息有辨别、有取舍，就需要有

强大的“处理器”，即处理信息的能

力。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能力如

何获取？这就离不开更深入的阅

读以及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但网络

时代下，大数据往往会根据个人喜

好，把同类别的相关信息“喂”给受

众，这点需要引起重视。

“速食文化”当道，长此以往，

会不会造成为了迎合市场，而创

作只有“爆点”的作品？孟改正

说，对此无须过度担心，作为新生

事物，短视频追剧和快餐式阅读

在火热迸发之后，也在逐渐沉淀

和变化。我们也看到，“速食文化”

内容呈现的先天不足，会让观看、

体验、理解都变得破碎而片面，我

们要做的就是引导年轻人深度阅

读和深入学习专业知识。

WEN  H U A  G U A N  C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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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虹

能否成主流？速食文化

我国2035年要基本建成博物馆强国
为持续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高

质量发展，国家文物局等 9 部门 5 月

24 日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35 年，中国特

色博物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

社会功能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

物馆强国，为全球博物馆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

根据指导意见，我国将实施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创建计划，

重点培育 10 至 15 家代表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

的世界一流博物馆。实施卓越博物

馆发展计划，因地制宜支持省级、重

要地市级博物馆特色化发展。实施

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加强机制创

新，有效盘活基层博物馆资源。实施

类博物馆培育计划，鼓励将具有部

分博物馆功能、但尚未达到登记备

案条件的社会机构，纳入行业指导

范畴，做好孵化培育。

同时，我国将拓展藏品入藏渠

道，健全考古出土文物和执法部门罚

没文物移交工作机制，适时开展文物

移交专项行动，推动优化国有公益性

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政策，鼓励公

众向博物馆无偿捐赠藏品。

指导意见提出，博物馆开展陈列

展览策划、教育项目设计、文创产品

研发取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

他收入等，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

一管理，可用于藏品征集、事业发展

和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

等。合理核定博物馆绩效工资总量，

对上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可

适当增核绩效工资总量，单位内部分

配向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倾斜。

（据新华社）

征稿启事

短视频追剧、快餐式阅读当道——

读者在书展现场体验一款听书软件  （资料照片）

顾客在书店朗读亭内选取内容进行录制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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