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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 乐队们还好吗
2020年夏天是又一个属于乐队的
夏天， 各大平台不断推出乐队类综艺，
如《乐队唱聊吧》《我们的乐队》等，由企
鹅影视、哇唧唧哇等联合出品的知名综

拥抱网络可成新出路

艺节目《明日之子》正在热播的第四季
也将主题定为乐团季。综艺数量虽多，
却少有爆款。乐队本身属于小众娱乐，
多人组合的形式也难以让大众记住，
乐队类综艺遭遇瓶颈。 但在互联网时
代，专业音乐平台的扶持和社交媒体的
广泛受众可能成为乐队展示自己的新
途径。

“乐夏”之后难有同类爆款

爱奇艺独播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
曾在2019年夏天把原本属于小众的乐队
带入了大众视野。从第二期起，《乐队的夏
天》就不断冲上微博热搜、知乎热度排行榜
等社交媒体榜单，节目官方微博拥有超
198万粉丝，微博话题“乐队的夏天”讨论量
超485万，阅读量达到42.5亿。猫眼电影专
业版数据显示，《乐队的夏天》猫眼最高热
度达到9058，超5万人进行评论，综合评分
8.8分。节目结束后的巡演也一票难求，公
开报道显示，巡演武汉站的4000张预售票
1分钟就宣告售罄。目前，节目第二季正在
宣传阶段。
《乐队的夏天》的火爆证明了乐队市场
的可能性，近一年来各大平台也推出了多
档乐队题材综艺节目，但成绩均不理想。
2019年8月，在《乐队的夏天》结束后优酷
独播的《一起乐队吧》同样获得了较高的热
度，猫眼电影专业版显示，该节目的最高热
度达9622，但评分仅6.2分，微博话题讨论
量仅为136.1万，与《乐队的夏天》差距明
显。而由太合音乐集团策划、制作，芒果TV

出品的微综艺《乐队唱聊吧》于今年6月收
官，但微博话题讨论量仅有2225。关于《乐
队唱聊吧》的策划，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太
合音乐，但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
同样于6月收官的《我们的乐队》获得
的关注度较高，猫眼综合评分8.1分，官方
微博粉丝62万，微博话题“我们的乐队”拥
有586.1万讨论和31亿阅读量。但微博话
题“王俊凯我们的乐队”讨论量约为节目
名称话题“我们的乐队”的6倍，阅读量约
为3倍，单个艺人获得的关注度远超参与节
目的乐队。
线下停摆仍专注内容

从整体上看，乐队人的音乐道路并不

容易。公开报道显示，《乐队的夏天》中超
过一半的乐手都是兼职音乐人，主要职
业有教师、设计师、互联网公司从业者
等，涉及十几个不同的领域。即使在工
体开过演唱会的鹿先森乐队，也在节目
中透露过其中四名成员都另外有其他
工作。
现在，大部分乐队缺乏知名度和推广
渠道，只能在规模较小的Livehouse中演
出。Livehouse本身在音乐演出市场中也
属小众，《2018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
数据显示，Livehouse在演出市场的产业
规模在2017年仅为1.25亿元，而整个音乐
演 出 市 场 的 规 模 达 到 59.39亿 元 ，
Livehouse涨幅51%仍不及整个音乐演出
市场的5%。演唱会和音乐节是音乐演出市

场主导，产业规模37.64亿元，超过整个音
乐市场的一半。公开报道显示，今年受到疫
情影响，演出行业仍未恢复正常，部分
Livehouse转型餐吧、俱乐部，也有一些店
面关停。
对于小众领域的乐队，综艺节目带来
的流量意义重大，但综艺不应该是乐队的
全部。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京成
指出：“ 任何风格的音乐都会有它的粉丝
群，一个乐队在内容、形式、成员等方面都
拥有它独特的魅力。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前
提下，多出好的作品，展现自己的音乐特
色，并加强与粉丝的互动，有助于一支乐队
的进一步发展。”
音乐人们也深知作品的重要性，近
期，一些乐队也在打磨着作品。例如，旅

北京京剧院“京戏云剧场”首场演出开唱
参加演出的京剧名家也纷纷在视频
者 耿文婧）7月15日晚间，北京京剧院
中现身。
推出的“京戏云剧场”正式开唱，并上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京戏云
—名家荟萃 剧场”首场演出后还将陆续推出京剧
演首场大戏《群芳争艳——
演唱会》，包括王蓉蓉、杜镇杰、李宏 演唱会、京剧器乐演奏会等其他多种
图 、迟小秋、朱强、张慧芳、胡文革在 形式的演出。其中在7月17日，北京
内的京剧名家纷纷登上舞台，吸引众 京剧院“京戏云剧场”第二场演出《梅
—梅派青衣经典剧目演唱
多观众观看直播。
韵芬芳——
当晚演出开始前，北京京剧院借 会》将与观众见面，北京京剧院领衔
助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为“京戏云剧 主演张慧芳、胡文阁，国家一级演员
—名家荟萃演唱会》 尚伟、王怡、李红艳，青年演员郑潇、
场”《群芳争艳——
预热，其中在抖音上，当日连续发布8 马娜、路洁、白金、谭茗心、张晓妹、邢
个短视频向观众展示台前幕后，同时 莹、吴玉环、刘烁宇等梅派传人将悉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郑蕊 实习记

数亮相。
今年以来，尽管线下演出暂停，
但北京京剧院也在尝试其他方式
持续与观众联动，并将新作品以
直播的方式带到观众面前。就在6
月初，北京京剧院推出的现代京剧
《许云峰》便在线上通过付费直播实
现首演。
公开资料显示，《许云峰》改编自
40年前北京京剧院创演的京剧 《红
岩》，为了进一步实现创新，不仅人物
愈加鲜活，还借鉴了话剧艺术现实主
义的表演方法，并借助舞美、灯光、服

装、造型以及多种曲风的音乐，给观
众带来不同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
该作品的创作因适逢疫情时期，因此
主创团队多次通过网络、电话会议
等形式进行剧本的沟通、讨论、修
改与完善，最终完成了剧本，并进入
了随后的彩排阶段。北京京剧院方
面表示，《许云峰》 既是国内戏曲院
团首次将新创大戏以云首演的方式
献给观众，也是北京京剧院深度开发
互联网演艺空间的开始，是对“互联
网+戏曲”这一可持续发展传播模式
的尝试。

国家大剧院线上展演话剧《西望长安》
子，用并不高明的骗术，伪造履历、骗
者 杨菲）7月15日，国家大剧院通过
取官职甚至娶妻成家的荒唐骗局，流
官方微信宣布，继推出“春天在线” 露出老舍对市井生活的青睐以及对
“声如夏花”系列线上音乐会后，话 小人物命运的关注。
剧也将首度加入到播放列表中。其
《西望长安》也是国家大剧院自
中，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老舍话剧 建院以来制作的首部老舍话剧，并
《西望长安》将于7月18日率先登陆 于2017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已历经
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和各大 多轮复排上演，并时常出现一票难
网络平台。
求、场场爆满的景象，同时包括相声
公开资料显示，老舍共有约27部 演员高晓攀、苗阜皆出演过骗子“栗
话剧作品，其中《龙须沟》《茶馆》两部 晚成”一角，该剧也成为国家大剧院
作品最为读者所熟知，而话剧《西望 戏剧演员队的保留剧目，由青年演
长安》 则正是诞生在这两部作品中 员王浩伟、王千予等人进行演绎。而
间，讲述了一个名叫“栗晚成”的骗 针对此次将作品搬到线上展演，国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

行团乐队成员孔一蝉于5月25日发布微
博称，“一年前，在#乐队的夏天#认识了很
多朋友，一年过去了，我们在西安录着新
专辑”。

家大剧院也对《西望长安》的时长、
演员表演、细节呈现等做出了适应
性调整，以期让观众在剧场缺席的
日子里，借“线上观剧”获得更好的
观看体验。
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现，今年
以来多个演出剧院均已将话剧搬
到线上直播，如开心麻花便把由沈
腾、艾伦、常远等喜剧明星主演的
新作《贼想得到你前传》放在西瓜
视频、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上，进
行“云点映”，该作品也是开心麻花
舞台喜剧首次在线上免费公演。除
此以外，部分艺术节、戏剧节也将展

演放在线上，其中，上海戏剧学院每
年都会举办的“上戏艺术节”便以
“2020特别版”的方式启动，16部参
与展演与展览的作品通过上海戏
剧学院微信号等线上平台连续推
出，包括表演系、导演系、舞美系、
舞蹈学院、戏曲学院、电影电视学
院、创意学院的毕业作品都在其中
展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截至目前各方
在演出与线上的融合尝试，证明了该
方式的可行性，可作为今后持续布局
的领域，并与线下形成联动创造更大
的市场空间。

虽然《乐队的夏天》的火爆让乐队走入
大众视野，证明了乐队市场的潜力，但原本
赖以与乐迷维系的Livehouse演出无法举
办、综艺后续乏力的现状让失去曝光度的
乐队音乐再次滑向小众。电视节目创新引
擎相关负责人认为：“从综艺的角度来说，
乐队是多个人组合成一个团体出现在舞台
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比个体更难被
观众记住。”
乐队虽然较为小众，但仍然属于音乐
领域，具有比较广泛的泛娱乐基础。天津师
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立强指出：“挖
掘乐队的娱乐潜力可以从成员和内容两方
面进行。一方面，有魅力的乐队一定是和人
结合在一起的，节目可以挖掘成员的故事；
另一方面，音乐有很大的受众基础，乐队产
生的音乐是能够大众化的内容，是可以火
爆的点。”
除了依靠综艺曝光获得流量，移动互
联网时代也为乐队提供了更多的曝光渠
道，各大音乐平台对原创音乐人均有扶持
计划。例如，网易云音乐推出了“石头计
划”“觅音计划”“云梯计划”等扶持计划。
原创音乐平台5sing也正在推出“原创国风
征集比赛”“15周年新星计划”等面向音乐
人的活动。
在专门的音乐平台之外，乐队还可以
通过社交平台进行自我展示。“ 现在是短
视频、直播的时代，乐队的生存方式可以更
加多元化，不一定仅仅单纯地卖专辑、歌
曲。虽然乐队是一个小众领域，但在短视频
时代，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粉丝圈层，进行更
加社交化的营销的。”陈立强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耿文婧/文
贾丛丛/漫画

中国评剧院邀观众
云赏《玉堂春》经典选段
7月16日，
中国评剧院通过官方微信号继续通过“六十五载华
章、经典名段回顾”每日一曲活动，向观众展示名剧名
段，此次带来的是《玉堂春》选段“望窗外”。
评剧《玉堂春》选段是苏三被沈延林骗回山西老
家受尽折磨后所唱。曲作者考虑到新唱段应与原有的
唱腔风格协调，便以白派过门及原唱腔中内存的素材
为主题，从前奏开始，以作曲手法将主题发展为成套唱
腔。最后的甩腔，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再衍展。此手法既有
评剧流派的艺术特点又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情感。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评剧院成立于1955年，并把
“以演现代戏为主的国家级示范性剧院，同时上演新
编历史剧和经过整理的优秀传统戏”作为建院方针。
自成立以来，中国评剧院已恢复整理创作300多出优
秀现代戏及传统剧目，包括《杨三姐告状》《秦香莲》《花
为媒》《刘巧儿》等作品均深受观众喜爱，并有20多部
剧目80多位演职员先后获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多
个奖项。
今年是中国评剧院建院65周年，尽管线下演出自
1月起便相继暂停，但中国评剧院仍持续保持着剧目
的创作、排练以及表演等工作，除了日常会向观众展示
的“六十五载华章、经典名段回顾”每日一曲活动外，各
类直播演出也相继上演。其中在今年6月端午节期间，
中国评剧院挑选传统评剧经典唱段，在官方抖音号开
启直播，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平，国家二级演
员于海泉、王婧、张琪，以及优秀青年演员赵岩等，均进
行了精彩唱段的演绎。
除此以外，中国评剧院还在本月初完成了“火红的
七月初心永恒”红色经典演唱会，这也是继中国评剧院
在抖音平台完成多场直播后，首次在快手平台开启的
直播活动，演员各自在家，并通过主播连麦的方式进
行了演出，带来《母亲》《金沙江畔》《高山下的花环》《夺
印》《烈火中永生》《苦菜花》等红色剧目中的经典唱段。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