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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指南

焦
点

昨晚，你是如何跨年的？国内某旅游网站根据3亿
用户搜索行为发布报告，旅客动辄飞越3000公里，“南
北大穿越”成跨年旅行趋势。张家口、长白山等滑雪胜
地跨年酒店房量紧俏；受机票降价、冬季景区减免政策
影响，2021元旦“跨年跟团游”比去年价格更低。

挥别魔幻的2020年，跨年旅行尤其看重“仪式
感”。数据显示，2021年元旦，国内深度游目的地热度
上涨320%。重庆解放碑钟声倒计时跨年、珠海长隆烟
花跨年、乘西沙邮轮海上跨年、在海拔3000米的西藏
徒步跨年、在“中国东极”抚远打卡“2021第一缕晨
光”、在零下50℃的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泼水成冰、在无
锡拈花湾身着冬款汉禅服看打铁花表演，都成网红玩
法。很多人翻山越海，在旅途中迎接2021年。

“现在的年轻人在跨年时，除了看重仪式感，还希
望过得轻松愉快，房车营地、温泉养生和滑雪是‘90
后’搜索热度最高的度假体验。”无锡康辉旅行社导游
小谢介绍，继丁真带热理塘后，四川洪雅县瓦屋山成元
旦滑雪游搜索黑马。数据显示，瓦屋山、张家口、哈尔
滨、北京、牡丹江（雪乡）等滑雪游目的地，元旦热度上
升最快。

“张家口太舞滑雪场、长白山周边热门跨年高星酒
店部分房间，在2020年12月初，元旦的低价房型就已
售完。”正在练习滑雪的无锡市民金先生，自从在“家门
口”的融创文旅城雪世界接触过滑雪运动后，就一发不
可收拾，小型滑雪场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提前
一个月就预定了张家口太舞滑雪场的门票及周边酒
店，打算在运动中健康跨年。

和往年不同，2021年的旅游将延续低成本出行趋
势。元旦期间，国内机票均价同比便宜近两成、多条热
门航线平均支付价格比去年便宜200至300元。无锡
出发至广州、北京、西安、重庆、长沙、成都、厦门等为元
旦热门航线。随着铁路交通的日益便利，坐火车通勤也
日趋普遍。坐1小时高铁到别的城市转转，成为元旦的
出行趋势之一。在某旅游平台上，前10条热门火车线
路皆往来于城市群之间，成都往来重庆、广州往来深
圳、上海往来杭州等多条城际线路位列其中。

受机票降价、冬季景区减免政策影响，2021年元
旦“跨年跟团游”也比去年价格更低。数据显示，元旦期
间跟团游均价为1800元，比去年便宜25%。而品质更
高、独立成团的元旦私家团，均价费用仅3000元左右，
同比便宜40%。

此外，“安全”仍是旅客关注焦点。相比往年，家人、
朋友、同事等熟人出行占比增长10%。元旦跨年游人
群中，夫妻情侣占比最高（34%），同比增长6%；朋友、
同事出行占比28%。元旦私家团选择率占跟团总人数
比例，从2020年的10%提升到30%。 （陈菁菁）

从零下50℃到28℃
飞越3000公里“南北大穿越”

去年 12 月末，
市民暖暖和她的朋
友相约去听了一场
名为《回响》的跨年
演讲，2个半小时的
时间里，她听了 11
个文化新青年的演
讲分享。

2020年，对每个
人而言，都是不平凡
的一年，在这样的日
子，文化治愈人心的
力量也愈加凸显。
这些演讲嘉宾，有独
立摄影师也有自由
艺术家，有简单生活
家也有空间设计师，
有跑团创办人也有
东方生活美学酒店
倡导者。在他们的
演讲中，暖暖能感受
到的，是这座城市正
在逐渐升温的文化
生命力。

本报讯 近日，第九届无锡微电影节颁奖
典礼暨无锡市第四届文明观影活动颁奖仪式在
无锡大世界影城中山路店IMAX激光厅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参赛入围选手、专家评委和嘉宾
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本届无锡微电影节和文明
观影活动各奖项的诞生。

本届无锡微电影节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市文广旅游局联合主办，市文发集团承
办，无锡大世界影城协办。为了给广大电影爱好
者和电影追梦人创建更充分的展示空间，此次
大赛特别增设了10个优秀剧本奖。据介绍，大
赛吸引了超百部作品参赛，70部作品经过初审
进入了网络票选阶段，参与人数超134万，最终
评选出34部影片角逐11个奖项。

当天，无锡市第四届文明观影活动各奖项
同时揭晓。据了解，自去年9月份起，市电影放
映行业协会围绕“规范”“发展”“服务”三方面开
展文明观影活动，倡导每位观众都养成良好的
观影习惯，如在电影开始之前将手机调整为静
音模式，不随意喧哗、不刻意拍照等，成功在全
市影城范围内掀起一股良好的文明观影风气。
通过制作统一标准的评分表、公众号投票、现场
走访等方式，第四届文明观影活动最终评选出
金奖、银奖、铜奖各10名及个人奖项15名。

颁奖典礼结束后，典礼现场放映了微电影
获奖作品《戏法师：推理游戏》和最新DC英雄电
影《神奇女侠1984》IMAX激光版。据悉，该影厅
于去年9月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IMAX激光放映
技术，使无锡成为江苏除南京外又一拥有IMAX
激光影厅的城市。当天，影片凭借精美的画质与震
撼的音效获得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陈菁菁）

第九届无锡微电影节闭幕

资讯

不平凡的一年
他们用“温度”和“热度”跨年

“我想在27岁的时候，做一部真
实的作品。”知名青年舞蹈家朱凤伟
（以下简称“大朱”）在学舞的第12个
年头，带着自己舞蹈剧场的导演处女
作——《一场》，一部从自身出发，带
着很多人青春痕迹的作品，来到了无
锡，接受无锡观众的“检验”。

穿着花衬衫的县城男孩、台上
搭起的塑料棚、20世纪 80年代老
歌……来到朱凤伟的舞蹈剧场《一
场》，曾经的市井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一场》可以说是一部“新潮”的作品，
表演时间仅一个小时，随后大朱带着
演员们，在无锡大剧院的舞台上盘腿
而坐，开启了与观众畅聊模式。当然，
观众的观后感更是两极分化，有人觉
得“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大朱，也不是
他的舞蹈”“舞蹈部分不够多，我就是
来看舞蹈的”“剧情看不懂，舞美布置
过于简陋”，也有人感慨“《一场》的创
新模式，走在了表演前端”“大朱将自
己曾经经历的青春，呈现在了眼前”

“在表演中，读到了自己粗糙而不完
美的青春期恋情”……

对于这些评价，大朱全盘接受，
大朱说：“《一场》是我的第一部导演
作品，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这

部作品可以更加生活、更加真实，能
让观众找到一些共鸣，唤醒那些经历
或者没经历过的年轻人破碎的心动、
美好的悲伤。往小了说，《一场》就是
讲述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往大了讲，
它会牵动一代又一代人青春美好的
经历。”

大朱因《舞蹈风暴》而“出圈”，他
也顶着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舞剧中御
用男主角的头衔，从《平潭映象》的驭
龙王子，到《春之祭》中的大祭司，再
到《十面埋伏》里的项羽等，大朱清朗
硬气的气质，阳刚沉稳的舞台表现，
赢得众多观众喜爱。与这些大场面舞
蹈作品相比，属于大朱自己的《一场》
专注细小。

为何叫《一场》？这是个一直会被
问到的问题。大朱表示，一场就像问
号，到底是一场什么？一场记忆，一场
青春、一场梦……大朱的《一场》，有
叙事，有台词，有音乐。按他自己的想
法，不炫技、没有太多学院派的东西，
靠着一种直觉，让其呈现出心醉的感
觉。“《一场》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故
事，或许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你
经历过的青春，有的挺美好，有的觉
得好悲伤。但当你回过头来看，会发

现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记忆，像梦一
样，是你青春的缩影。”

第一次当导演，大朱压力很大也
很累，“以前跳舞，只需要跳好自己的
部分，但现在，我要考虑演员、考虑观
众、考虑灯光等等。对我来说，这是我
从演员到编导的一个转折，我相信它
是OK的。最终不管观众评价好坏，
它都给了我一个新的认知，让我踏入
了一个新的绿洲，也让我超越了之前
的自己。”

记者获悉，《一场》的创作，离不
开杨丽萍的支持。“我也从她身上深
深学到了很多，比如对舞蹈的追求、
对舞蹈的要求还有把控。跟她合作让
我觉得自己更加喜欢跳舞，更加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知道舞蹈会给我
带来什么。”其实，《舞蹈风暴》后，大
朱身上就被贴了“野蛮生长舞者”的
标签，野性、自由、王子更成了他的人
设，但做的舞剧却如此县城生活化，
粉丝们的确有些不适应。杨丽萍却宽
慰大朱，“她很尊重我的想法，她告诉
我，做作品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而
不是别人想做的。”

第一个导演作品，大朱就表现出
自己的真实、不假。 （马晟）

《舞蹈风暴》中耀眼的舞者、杨丽萍舞剧御用男主角——

舞者朱凤伟：

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导演作品，真实、不假

专访

“我们不想告诉大家你应该怎
么去生活，什么才是美。美没有标
准答案，生活亦如是。演讲时长2
个半小时，没有一个听众提前离
席。”组织团队成员范慧如说，从决
定要做这场演讲，到确定演讲嘉
宾，然后一场头脑风暴就把主题确
定下来了，“这特殊的一年，依然不
变的是对美的追求。”

走进《回响》，碰撞是观众的共
同观感。11位讲述者从各个视角
展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向观众诉
说着一个个不同的灵魂。他们是
有趣的，他们是有深度的，他们也
是有温度的：

“用跑步改变自己，你会发现
你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过你的想
象。”DC跑团创始人蒋文豪，参与
过30余场马拉松比赛和20余场
越野比赛，在现场，他所做的《当跑
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激情四射，
掌声不断。

创意、快乐以及奇思妙想在当
下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我们进入了一个崇尚
生活方式的时代，美好生活应该包
括物质、情感、精神多个层次。”空
间设计师苏阳在题为《社区美好生
活》的演讲中，勾勒出生活美学的
样子。

这两年，说唱文化逐渐破圈，
说唱歌手是那个总能捅破窗户纸
的人，不经意间，唱出隐藏在年轻
人心中最敏感的共鸣与共识。“当
你的经济条件支持你可以重拾音
乐，不管多大的年纪，请再次点燃
自己的激情。”在庄皓鈊《说唱的魅
力》的演讲中，对生活的热情喷涌
而出。

一场演讲
传递文化温度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当年
轻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梦想就
越来越宽广。于是每个年轻人心中
会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看不见的城
市”，那是一座想象中的，能令人一
起憧憬的理想城市。在更多演讲者
的金句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所勾
勒出的这座理想城市：音乐是真诚
的——民谣音乐人曹量《声音&生
活》；耐心点，你的未来将会来到你
面前，无论你是什么样，它都会理
解你、爱你——简单生活家布可
《好看的生活》；中国不缺人才，缺
的是初心和匠心，静静地做自己，
这就是中国设计——美学酒店倡
导者吕邵苍《江南在地院子的动
人故事》。

这场演讲的幕后团队，是名为
古德拉克的一个文化项目团队，创
办人王丽娜说，一开始会担心没有

观众来，所以只放了200个人的座
位，但令她们震惊的是，最后来了
350个人，现场座无虚席。“这座城
市里的青年们心中有丘壑，眼里存
山河，为热爱去坚持，为城市去发
声。”在现场观众们的反馈中，似乎
能感受到他们的悸动。“其实我们
一直知道，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对文
化有很高的期待，但一直苦于找不
到可以充盈他们生活的文化产
品。”她告诉记者，这些演讲者不是
什么名人大咖，但都专注于自己
的领域，有属于自己的思考。而她
们想做的，就是构建文化社群，搭
建一个既能满足文化期待，又能
丰富城市精神世界的文化产品。

“这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遍一遍
不断打磨，反复调整演讲内容，和
嘉宾们一起找到内容输出的最好
表达方式。”

一个社群 打磨文化质感

“我们就是无锡人，我们爱无
锡。我们想在这里做自己最想做的
事情，希望这座城市有活力，希望
这座城市青年的声音是有力量
的。”这是王丽娜所作的演讲结语。
在她看来，城市需要有质感的文化
产品，城市也需要一个能表达多元
文化的支点。既然总要有一个支
点，来支撑起年轻的文化力量，那
这个支点为什么不能是古德拉克？

从第一场文化市集“混凝土与
诗人”开始，古德拉克项目开创运
作。通过创意市集的运行，一大批
有个性、有特色的创意团队被汇集
到这个项目中。仅仅有情怀，肯定
是不够的。以青年文化社交为新动

力，推动消费场景升级，实现“文化
搭台、跨界娱乐、集合消费”的多元
化盈利模式，全方位激活青年文化
市场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文商
旅融合发展新趋势。丰富的文化产
品服务于城市消费场景，探索出多
样化的青年文化形态，并由此找到
更多与文化展开互动的可能性。
范慧如告诉记者，明年古德拉克
对文化产品内容的制作和生产
会“加速”，不仅是市集、演讲，还
会持续打造文艺展、艺术展，将
有创意有内涵的各种艺术家展
汇聚到无锡，“甚至是打造创意
园区，为城市文化消费提供更丰富
的场景。” （韩玲）

一种情怀 表达年轻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