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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期，与国内纪念抗战的氛围相一致,学

术界与出版界也先后推出一批新的抗战出版

物。简略归纳，这些出版物大致可分为四类：其

一、力图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历史

的，如张宪文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

出版社，2001年）、步平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以及王树

增的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5年）等。其二、侧重探寻以往抗战史忽

略的重要部分，描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壮阔

图景，如张洪涛著《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

抗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12年）、陈钦著《我

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中信出版

社，2013年），以及周渝编著的《为国岁月：国

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寻访录》（团结出版社，2014

年）等。其三、从日本及西方发掘长期埋没的史

料，揭秘抗战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如

萨苏著《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

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英﹞米特

著，蒋永强、陈心心译《中国，被遗忘的西方盟

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

社，2014）等。其四、通过抗战亲历者的讲述，再

现抗战的悲壮历史和苦难细节，如梅世雄著

《与鬼子玩命：抗日将士“口述历史”》（新华出

版社，2009年）、崔永元等著《我的抗战——

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中国友谊出版社，

2010年），以及各类抗战经历者的回忆录等。

这些著作都试图揭开被历史迷雾遮蔽的

史实真相，都摸索从更多方面挖掘抗战资料和

感人故事，从而达到较为完整、较为客观地呈

现抗战本来面貌的目的。此类著述的产生，既

表明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在范围拓展和内容深

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突

破，也昭示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涉及自身历史

敏感问题时，有了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更为宽广

的胸怀。

二

我们目前对抗战史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

不够，尚有不少有待改进、有待完善之处。在抗

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除了要隆重举办一

系列纪念活动，也要秉持中华史学“其文直、其

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优秀传统，对抗战史

中的诸多重大问题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对如

何搜集、辨析、整理抗战史料采取正确的态度

和科学的方法。

就对重大问题的历史定位而言，无法绕开

的首要话题当然是如何对抗战中两个最大的

政治力量，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发挥作用的认识

和评价问题。八年抗战是在两个战场上展开

的，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主要由国

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形成

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侵

略，从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对共产党在抗战中

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相对谈得较多，经常用“中

流砥柱”来形容和概括。从抵制国民党一度消

极抗日，到推动建立并长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从在严酷的敌后战场开辟广褒的抗日根

据地，到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歼灭大量敌人，共产党在抗战中确实做出了

无可替代的、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重大贡献。

对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过

去相对关注不够，认知态度也经历了由漠视曲

解，避而少谈，到逐步直面历史，逐步客观公正

对待的过程。国民党是抗战时期的执政党，它

掌握当时的国家机器，能够配置全国资源和人

力，调动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侵

略。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民党军队

牺牲少将以上的将军共115人，其中上将8人，

中将42人，少将65人，其抗战之惨烈程度可想

而知。当然，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曾出现摇摆分

化，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

府；国民党在抗战中还曾同室操戈，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但总体看，国民党及其

主政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面对强敌没有

妥协、没有屈服，始终在正面战场与敌人浴血

奋战。八年抗战中，因作战不力或指挥不当，被

蒋介石和各大战区处决的军长不下十几个、师

长不下二十多个，所以台儿庄等诸多战役中流

行“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的军中语。这也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民党抗战的状态。

由此可说，正如共产党开辟和领导敌后根

据地和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做出艰苦卓绝的

重大贡献一样，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和大后方

地区与敌人顽强搏斗，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无

法磨灭的重大贡献。从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

看，共产党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抗战方略，其

所开辟和领导的敌后战场及抗日根据地在整

个敌后占领区遍地开花，无疑具有全局性意

义。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主持战时国民政府，

其所领导的正面战场及大后方地区的抗敌斗

争，具有全局性意义也是自不待言。承认国民

党抗战具有全局性意义，没有削弱、更无法否

定共产党抗战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抗战

的具有全局性意义，也无法削弱和否认国民党

抗战所占居的全局性主导地位。双方在整个抗

战中做出的互为补充的全局性贡献，是通过各

自的领导能力和抗战实绩实现的，是在既联合

又独立、既协作又斗争的矛盾统一过程中完成

的，不能相互取代，也不应彼此抹杀。不承认其

中任何一方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都有违历史史

实，也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

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才能避免因党

派之争和意识形态偏见，干扰史实选取而片面

地撰写历史；才能对抗战史中诸多重大事件、

重大战役、重要人物等，做出比较客观的描述

和相对公允的评价。

三

书写抗战史，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有关抗战的多种资料。

抗日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

抗战算起，已过去78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

变”日本侵占东三省算来，已长达84年。在这

段相对漫长却消失不久并与今天紧密相连的

岁月里，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以不同视角和不

同方式，如报刊、书籍、日记、文稿、文件、档案、

录音、影像资料等等，对抗战做了各式各样的

描述、评说及研究。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料时间跨

度较长，数量庞大，有的颇有史料价值，有的较

少参考意义，还有的甚至充斥偏见，混淆视听，

需要做一番认真梳理辨析，披沙拣金的工作。

自日本在祖国大地燃起战火那一天起，各

种反映日寇暴行和中华儿女英勇抗敌的著述

就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抗战结束后，

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和台湾

学者及有关人士撰写的抗战文章和抗战史著

作。这些多写于上世纪后半叶的著述，客观上

已成为今天抗战史研究的一种背景和参照。可

是，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

态，受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两岸发表

的不少抗战论著都存在明显偏弊，如台湾一些

出版物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是“游而不击”，而

大陆一些出版物也说国民党抗战是“抗而不

战”。如此罔顾事实的说法，都是不值一驳的。这

类抗战著述的存在，与其说可让人作为某种参

考，不如说提醒人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今天研究

抗战史，要认清此类著述感染了特殊时期的流

行病菌，要增强自身抗病毒、抗感染的免疫力。

还有一类需要审慎对待的抗战史料，就是

各种各样的抗战回忆录和访谈录。抗日战火熊

熊燃起，投身抗战者及经历战火磨难者就不断

写出有关回忆录和亲历记等。近二三十年来，

由于抗战参与者多步入耄耋之年甚至期颐之

年，许多报刊设“老兵讲抗战”或“抗战老兵口

述历史”等栏目刊发大量访谈类作品，一些出

版社也围绕抗战推出不少口述历史类或采访

性纪实性书籍。这类著述由于具有当事人亲

历、亲见和亲闻的特点，时常被当作珍贵史料

予以重视。应该说，这类著述确有一部分讲述者

经历独特且回忆和记叙严谨准确，很有史料价

值和意义；但有些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或因

名誉夸耀之心作祟、或因采访记录者添枝加叶

乃至杜撰编造，采纳使用时应特别小心谨慎。

最近读到一篇《老兵讲抗战》的文章，97岁

高龄的解放军某部军政委刘增钰少将,1940

年百团大战时在八路军129师任营长，采访者

向他求证两个关于他抗敌的史实：“山西至今

流传着‘刘营长赤脚进张净’的故事，我问他是

否有这回事。他说：‘没有，那只是一种宣传，其

实我打的是赛鱼车站。那次我们跑到张净车站

的时候，别的部队已经把张净车站的日本鬼子

打完了。……当时宣传人员找我问情况，我正

好进城买鞋刚回来，因为下雨打仗我把鞋丢

了，结果他们就用文学手法给加工一下，说是

我打的张净车站，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开了。’

我问他是否参与消灭过日军的一个运输大队。

他说：‘没有。只有一次我们在平定西边的一条

小路上埋了几个地雷，结果炸死日本鬼子运输

队的一匹马，马肚子炸开个窟窿，马上的人没

死跑了，这事宣传得也不对。’”（见《文艺报》

2015年7月27日）我很敬佩刘增钰老人谈论

自己抗战不掠美、不邀功的诚挚的态度，但这

两则兼有张冠李戴和捕风捉影的抗战报道流

传很广，并被载入当地抗战史的事实提醒我

们，书写抗战史对于一些来自采访、口述或回

忆类的资料，选择和使用时应注重与其他资料

对照比较，进而确定其价值。

书写任何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主要应依

据这段历史的原始资料。所谓“原始资料”，即

指这段历史当事人当时记载、当年留存或刊印

的资料。这一点对于撰写抗战史尤为重要。其

原因不仅在于原始资料相对可靠，相对接近史

实真相，更在于中国抗战力量组成结构的特殊

性，以及抗战后中国历史进程的沧桑巨变。中

国抗日力量的构成，主体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领

导的两支部队。抗战前，共产党部队（红军和游

击队）被执政的国民党视为“赤匪”而多次残酷

围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国共双方

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转而承认共产党

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并将红军和游击队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联合抗

日。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

针锋相对推翻其在大陆的统治，建立新中国。

正由于八年抗战是国共合作时期，此前和此后

是双方反目阋墙年代，因而抗战当时对战事等

等的记述，相对较少选择性过滤或有意无意地

扭曲变形。如由苏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7月出

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有《关于抗战与团

结的前途问题》一文，毛泽东在答美国合众社记

者问时明确说：“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

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第

69页）而由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署名的《八年

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料局1946印行）一

书，对八路军新四军参与的重要战役也多肯定

性记载，并在所附“作战要图”上有明确标注。

基于抗战原始资料具有这种还原历史的

功能和价值，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

较为注意搜集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出

版物。这本《故纸硝烟——抗战旧书藏考录》，

从抗战发生背景、日本侵略战序幕、八年抗战

历程、战时中国政治、战时中国军事、战时中国

外交、战时中国经济、战时中国文化、日本对中

国研究、中国对日本研究、抗战善后与恢复等

11个方面，图文并茂地展示和评点抗战当事人

当时写、当年印行的抗战旧书。我很庆幸自己

能够与这些旧书结缘相伴，期望这些发黄发脆

甚至破旧破损的文献资料，以当年白纸黑字、

时代见证的身份，昭示中华民族在血腥抗战中

的深重灾难和英勇伟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

妄野心和滔天罪行；同时也期盼这些旧籍能够

为抗战研究者和关注抗战人士提供一点探寻

真相的蛛丝马迹，早日读到更加全面更加公允

的抗战史。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文

化的高级形式，毫无疑义，高贵、

超越的精神气质、精准的语言结

构是它独特的禀赋和艺术特质。

这种特质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乃

至艺术形式——它给我们带来的

精神慰藉和愉悦妙不可言无可名

状，亦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不可

替代的。新诗诞生以来，如徐志

摩的《再别康桥》，海子的《德令

哈》等广泛流传的诗章，彰显了诗

歌的高贵气质和无穷魅力。印证

着荷尔德林“人类需要诗意地栖

居在地球上”和爱之中。

她一闭上眼睛，夜就沙沙作响

她不能醒，不能动，不能惊动

身旁的婴儿。只有他才有痛

哭的勇气

——小说家王小波的“勇气”

也如此佐证着。

这些年，流行一种说法：叫做

“接地气”。几经辗转扩散几乎成

了诗歌的写作指南以及判别一个

诗人的成熟度、“担当”意识强弱

的标准，似乎一首诗提到了“柴米

油盐、包谷红薯父亲伤口”便接了

“地气，”（狠一点的再捎上几个脏

字）便成熟了。君不见：把诗当做

农耕经验炫技的，日常记忆流水

账的，非虚构分行报告的，卖弄才

识、巧舌如簧的痞子文学成篇累

牍、津津乐道。有人问，诗呢？那

让我们为之心动为之沉思为之欲

罢不能、又让我们的内心归于宁

静的诗呢？那火焰样燃烧、冰样

冷峻、云样淡泊、尼采般喃喃自语

的被我们奉为“诗”的东西呢，被

我们视作灯塔、旗帜和理想之图

腾的诗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

洪水泛滥的分行的平庸经验和非

虚构叙述。

“接地气”与诗歌高贵超越的气质都不是什么

新概念，前者是方法态度与技巧，后者则是禀赋(或

者称之为“诗歌的dna?”)。如果换一种说法，“写实

主义”、“浪漫主义”则分别是它们的过去式和表现

形式：其实这也并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正如当下

的“中国梦”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谁又能否认她

不立之于坚实的大地呢。

以见证“人类心灵史”为己任的诗歌过多强调

“地气”是导致太多平庸叙述的诱因，让诗人放弃思

想的磨砺，使得写诗变得更像是一份依懒熟捻技术

的手艺活。诚然“接地气”是个很好的艺术主张，假

若有一部书叫《诗歌生成》，总序一定是：莫忘初

心——论诗歌之超越精神；此外还有299种诸如写

作技巧、方法的铺陈。现在单拿“地气”说事并以此

为号，未免以偏概全。诗歌需要紧贴大地呼吸的写

作，更期待站在大地之上的诗人心灵的声音。我们

摒弃了诗歌之禀赋以及人类心灵史的过去、将来和

现在进行时的呈现，而是敷衍着大量物理意义上的

非创造性、非经历分娩阵痛的非思想结晶，以及和

我们的人格表现相对应的精神层面种种非诗因素，

使生活经验和平庸叙述充斥并淹没了诗和作为诗

最本质的即纯粹、幽思、精准与睿智等等钻石一样

发光的那部分（当然还包括由此带来的无限思想空

间）。而被称之为“诗人”的我们，会否像地面上逐

食的鸡群，成了利益与经验主义的俘虏，这些与诗

是没多少关系的。

我们的民族是聪明智慧有着灿烂文化传统的

民族，也容易矫枉过正。如何欣赏或写作一首诗，

是艺术包容能力的问题，亦检验着我们的哲思与审

美能力。

愿我们的诗歌日见丰盈，隽永，并不忘初心。

诗
歌
的
超
越
气
质
与
﹃
接
地
气
﹄

□
普

冬

抗战史书写的昨天和今天抗战史书写的昨天和今天
□钱念孙

本报讯（记者 明江） 由

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安谅小

说集《明人日记》日前在上海举

办了研讨活动。该书由100篇

精彩纷呈、蕴意丰富的短小说

组成，作品以小见大，充满现实

感和艺术张力。

安谅从上世纪 80年代至

今已发表作品约 600万字，小

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话

剧、音乐剧等均有涉猎。中国

作协副主席叶辛表示，安谅的

作品体裁丰富、才情充沛，有生

活、有思考、接地气。《明人日

记》精选于他多年来发表的以

“明人”视角创作的数百篇作

品，以现实为镜，在日常生活中

发掘新意，艺术地提炼和展现，

颇见匠心，可谓一幅当代风俗

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

宗培说，《明人日记》发挥了微

型小说的艺术特色，将当下社

会的生活百态生动形象地展现

了出来。

专家学者谈到，安谅有着

丰富的生活阅历并勤于写作，

他善于在生活细节中捕捉心灵

感触，于平淡惯常中寻求别致

表达，每篇作品背后都显影出

现实生活的印痕，使他的作品

充满现实感，因其接地气而受

到读者欢迎。

《明人日记》接地气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8

月 15 日，首届“中国·红豆绒

杯”当代爱情诗大奖赛颁奖典

礼在江苏无锡举行。湖南诗人

宋志刚以《红豆，那颗磅礴的心

跳》组诗获特等奖，胡云昌的《唐

诗宋词里的红豆标本》、王太贵

的《在一首诗里邂逅红豆》获一

等奖。梁平、贾梦玮、龚学敏、王

学芯、李自国等为获奖者颁奖。

“红豆”是古今诗人们吟唱

爱情时钟爱的意象之一。据介

绍，为贯通古典诗歌与现代新

诗的审美表达，以“一颗红豆”

唤醒现代人对纯美爱情和优美

诗意的追求，促进当代爱情诗

的创作，2014年7月，《星星》

诗刊与红豆集团联合启动了这

项赛事。本届大赛共收到作品

4万余件，8000多位作者参赛，

最终有63位参赛者获奖。

评论家张德明评价说，此

次大赛以“红豆”为关键词，将

中国诗人由来已久的“相思”之

情和追怀之念深蕴其中，既体现

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感方式和

审美风范，也是现代新诗与古典

诗歌传统对话、接通的尝试。

首届当代爱情诗大奖赛揭晓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钦州市文联原主席徐汝钊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29日在钦州逝世，享年76岁。

徐汝钊，笔名于峪。中共党员。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短篇小说集《离离乡间

草》，中篇小说集《永远的河流》，长篇传记文学《刘永福》，话剧剧本

《无名县奇人奇事》等。曾获首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徐汝钊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

15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战火·青春”全国主题征

歌活动在京举行颁奖仪式。

17首获奖歌曲从 362 件应征

作品中脱颖而出，并结集为活

动同名专辑在仪式上首发。

今年3月，中国少先队事

业发展中心、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中共北京市海淀区

委宣传部、太平洋影音公司共

同发起了此次征歌活动，面向

全国征集反映抗战故事、体现

抗战精神的新创作歌曲。经评

审，应忆航作词、王培林作曲的

《为青春祭奠》获一等奖，《黄河

小米》《星夜的海》获二等奖，

《战场》《战火青春》《心愿》获三

等奖，另有10首歌曲获优秀作

品奖。反映抗战期间无私援助

中国人民的法籍医生贝熙业事

迹的歌曲《西山深处》获得特别奖。

这些作品表达了对英雄先烈热血青

春的眷念与赞颂，从中可以感受到创

作者发自心底的深挚情怀和对责任

使命的深刻思索。主办方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推出一批与时代同步、

为青年人传唱的主旋律歌曲，用人们

喜欢的音乐语言讲述先辈们的英雄

事迹，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发

挥积极作用。

当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官网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

馆”手机版同步上线，并推出了“平西

抗日烽火”网上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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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健） 献

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儿

童剧《红缨》将于8月26日作

为第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闭幕

大戏在北京怀柔剧场首演。该

剧由中国儿艺演出，廖向红任

总导演，杜薇编剧，讲述了抗日

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事迹。

杜薇介绍，该剧创作灵感

源于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歌中塑造的小英雄王二小曾

引起几代人的情感共鸣。如

今用儿童剧手段重塑这一典型

形象，是为了铭记先辈动人的

英雄事迹，传承先辈不屈的民

族精神。“我们用‘红缨’命名该

剧，不仅因为红缨枪是王二小

的武器，更因为红缨飘扬，扬起

正义勇敢、和平自由、民族精

魂。我们希望把这份精神和情

怀传递给当代少年儿童。”

舞台表现方面，音乐与歌

队的加入是该剧一大亮点，变

化的音乐配合跌宕起伏的剧

情发展，渲染出时而紧张时而

活泼的氛围。廖向红表示，

《红缨》以真实历史为基石，我

们将通过该剧带孩子们回到

70多年前抗日烽火的年代，引

领当代少年儿童珍惜如今的

幸福生活。

《红缨》：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由中共潞

城市委宣传部、中国新文学学

会乡土诗人分会、湖北省毛泽东

诗词研究会主办的“太行雄

风，潞城记忆·中国乡土诗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

潞城采风诗会日前在山西潞城

举行，共有70多位诗人参加。

潞城曾是八路军东渡黄

河、挺进太行山、开辟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总司令部所在

地，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

的红色文化记忆。诗会期

间，诗人们在潞城、武乡、黎

城等地的革命旧址进行了红

色文化采风，并把自己对抗

日英烈的崇敬化为一首首雄

浑激昂的诗歌作品。活动期

间还举办了主题为“抗战诗歌

精神的传承与再思考”的诗歌

创作研讨会暨朗诵会。孙朝

成、张永健、唐德亮、熊德彪、

王学忠等与会者表示，抗战诗

歌呼喊民众心声、推动历史前

进，是鼓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精神号角。 （别 蓉）

潞城采风诗会在山西举行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长诗《山河》赠书活动8月

10日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数

十位诗人、作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长诗《山河》是“80后”战士诗

人胡松夏创作出版的第八部文学

作品。全诗由“从南湖出发”、“白山

黑水”、“卢沟怒火”、“残雪”、“浴血

奋战”等五章构成，借助诗性语言

与宏大构架艺术再现了抗日战争

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热情讴歌了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

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军人的

独特视角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理性

解读，气势恢弘，语言凝练，充满爱

国激情和忧患意识。（欣 闻）

长诗《山河》在湖南芷江赠书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1

日，由乐视视频全网独播的大型音

乐挑战类真人秀节目《蒙面歌王》在

京举办全屏播放量破2.5亿庆功会。

自7月19日在乐视网播出以

来，《蒙面歌王》凭精良的节目制

作，迅速在综艺市场上赢得颇高的

网络播放量，首播18小时播放量

破2000万、8天播放量破亿。数据

显示，截至8月11日，《蒙面歌王》

前四期节目在乐视网的全屏播放

量已突破2.5亿，再次刷新行业首

季独播综艺节目的网播最高纪

录。据介绍，在未来两年，乐视网将

投入44亿元建设内容生态，其中仅

购买综艺版权的费用就将达7.5亿。

《蒙面歌王》自开播起就对纯

粹音乐保持一份敬畏。不少参加

该节目的歌手表示，戴上面具唱歌

让他们暂时忘记了被人熟知的标

签，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歌唱，这可

以让音乐回归本真。

乐视《蒙面歌王》播放量突破2.5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