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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内外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豆瓣评分 9.4，吸引各年龄层观众
追剧，边感慨“又土又上头”边吐槽“怎
么只有 23 集”⋯⋯自 1 月 12 日开播以
来，讲述宁夏西海固脱贫故事的电视剧

《山海情》，在持续的口碑发酵中高开高
走，带着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情
怀火速席卷大江南北，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奉上成色十足的“开门
红”，也注定成为中国影视剧史上一部
立得起来的“新时代史诗”。

毫无热搜体质的《山海情》，成为荧
屏精品的密码在哪儿？它为何能唤起
全民共情？对标《山海情》，主旋律题材
创作如何摆脱生硬说教，润物无声、成
风化人？本期《文艺周刊》采访了多位
学者、创作者和普通观众——

与生活“平视”的视角

“《山海情》拍得很真实！”提起《山
海情》，这是观众们给出最多的一句评
价。真实，听起来像是个“最低”标准，
其实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资深媒体
人丹侬认为，该剧在追求“高于生活”之
前，先紧紧抓住了“艺术源于生活”这个
基石，它对生活采取平视的、真实展现
的视角和策略，有了这份扎实的“抓地
性”，它所流露的乐观开拓精神才是有
根有茎的，才不是脱域而空无依傍的。

为了换一口水窖几头牲口，水花被
父亲卖给了素不相识的男人；黧黑干燥
的面庞、西北典型民居“地窝子”、牛羊
粪沤出来的蘑菇培养基，成为构成扶贫
叙事的有机符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
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村民随
口编出的顺口溜逗人发笑，笑里又带着
心酸⋯⋯“《山海情》把真实、真诚的创
作情怀，植入到剧本打磨、演员飙戏和
场景还原等方方面面。真难、真问题，
绝不回避；真情、真成长，毫不造作，始
于真实记录，终于真诚解决。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通过讲述西海固故事，

该剧对人类改造世界的英勇实践做出
了具象化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山
海情》解锁的是国际通行密码，具有成
为对外传播爆款的潜能。”南京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研究员金苗说。

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影视剧作品的
灵魂，在省艺术评论学会戏剧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资深编剧毛贵民看来，性格
鲜明、真实可信的人物塑造是《山海情》
成功的关键：“就拿张嘉益饰演的马喊
水来说，他不仅憨厚，还带着一股痞气，
在农村的客观现实中，‘痞’有它的必要
性，利于工作的推行，这是落后地区农村
的真实生活规定的。”马喊水的形象背
后，是该剧主创对主旋律题材剧的人物
职能的认知转变，“他们没有豪言壮语，
因为他们不是来教育观众的，而是来展
现生活原貌、传递改变生活的勇气、显
示梦想如何变成现实的。《山海情》的人
物只用行动和台词说话，没有一点跳出
规定情景空发议论的虚假言行。”

东西部对口帮扶、劳务输出、产业
扶贫、科技扶贫、解决农民工欠薪、年轻
人在读书和外出打工之间的矛盾冲
突⋯⋯追完了《山海情》全剧，在贵州省
麻江县河山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南京农
业大学干部裴海岩，惊叹该剧在短短23
集里提炼赋形了这么多的典型现实。
剧中很多情节唤起他的共鸣：“马喊水
本想阻止水花落户金滩村，但当他看到
水花一个人疲惫费劲地打‘地窝子’，瘫
痪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帮不上一点忙，
自己那点自私的小心思再也说不出口
了⋯⋯我忍不住想起我们河山村的一
户人家，七十多岁的老两口，拖着一个
智力残疾的儿子，所以《山海情》确实是
不虚饰、很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又没
有让人觉得丧，反而心中蓬勃着一股脚
踏实地向前奔的信念，“贵州地形崎岖、
交通不便，因此桥梁数量多达 20000 多
座，全世界排名前百名的桥梁中，有 80
多座来自中国，其中一大半来自贵州。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愿意把这么多资
金技术用在一个偏远省份上？”某种意
义上来说，我们敢于真实地讲述贫穷，
也是出于对扶贫工作的自信。

他乡故事与全民共情

诚然，真实构成了《山海情》成功的
密码，但“叫好”并不天然等同于“叫
座”。那么，这个发生在遥远他乡的故
事，为何能唤起全民的“强共情”？

“这不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
的故事。扶贫是《山海情》叙事的表层，
根底里讲述的是我们每个人‘寻找出
路’的梦想。甫一开场的逃婚，少年远
走新疆的冒险，打工妹奔向大海的闯
荡，村民们艰辛坚忍的迁移，所有剧中
人都在人生道路上逐梦而行，哪怕这个
梦只是引一渠清水，种一方麦田，挣一
笔工资，找一份爱情，简简单单却又真
切动人。即便 90 后、00后们也能在‘他
们’的故事中映照自己的身影。该剧的
成功既在于现实主义的深沉力量，也在
于浪漫主义的深情召唤。”南京师范大
学新传院教授刘永昶说。

在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周安华看来，中国社会
特有的那股亲切温润的世道人心，弥漫
于剧中，令人迷醉：“比如马得福默默帮
助李水花盖菇棚，百般劝说李家老爷子
迁往新闽宁村；水花知道得福的不易，
力挺他通了电，还以学技术之名，帮他
弟弟马得宝打理菇棚；寡言少语的白校
长硬是追上大巴车，把一个准备打工的
女娃拽回来，甚至不惜和女娃家长大干
一仗。还有挂职县长陈金山充满喜感
式的任劳任怨，教授凌一农变身‘臭菇
人’也毫无怨言⋯⋯正是在这样胼手胝
足、互帮互助的环境中，马得福、李水
花、白校长们才能以坚守质朴善良的方
式追求幸福，以断根离土的勇气扎根新
大地，成为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人。”

“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沿海发达地
区的 90 后来说，长期对西部存在着‘偏
见’：他们为什么不能勤劳致富？是不
是不愿意走出舒适区？相信很多看了

《山海情》的年轻人会一下子变得包容

很多：人的思维和实践都会受到客观条
件的限制。我们没有权利去鄙视那些
生活在偏僻地区的人们，相反地，我们
应试着理解他们的处境，不要与同胞们

‘割席’。这应该就是《山海情》最打动
我的地方。”《乡村干部报》年轻记者周
妍说。

折射主旋律剧创作规律

《山海情》的成功唤起了人们对主
旋律题材剧创作的审视与思索。“扶贫
题材的影视剧最近扎堆上了一批，其中
不乏优秀作品，比如走轻喜剧路线的

《花繁叶茂》，但总体来说，图解政策、歌
颂政绩的意图强了点，带给观众的印象
主要是事儿挺好，地方挺惨，扶贫挺不
易，但真正打动人心、震撼人心的不是
太多。”曾摘下“夏衍杯”剧本奖的江苏
编剧宋世明说。

在宋世明看来，国家叙事与个体命
运交织、平民视角与人文情怀共融、民

族奋斗与青春成长共生，使《山海情》
连通了小和大、他和我，这种处理策略
应是主旋律题材剧的共通规律；剧中
马得福带着乡亲们与天斗与地斗，不
仅仅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更是为了
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幸福，这是打动观
众之处，“当看到几个孩子结伴出走
时，他们站在铁轨上，望着无尽的远
方，那一刻我想起了铁凝的小说《哦，
香雪》。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青春里
没有出走的欲望？《山海情》其实为主
旋律题材剧青春化提供了一个方向，
那就是讲述青年人的奋斗和希望。至
于前不久翻车的某部让八路军抹发
胶、住别墅的抗日神剧，它也是想青春
化的，只不过完全找错了方向。”

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旭
东提炼出了主旋律剧（他更愿意使用“主
题创作”的说法）创作要处理好的四组关
系：“首先是主题创作与创作主题的关
系。拿到扶贫这个主题后，我要写个什
么故事？反映什么思想内涵？其次是主
题创作与题材拓展的关系，和同题材相
比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比如《山
海情》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地窝子’、西北
饮食、双孢菇养殖，揭开了人们之前并不
熟稔的西北风光。还有主题创作与人性
深度的关系，不是把主题用喊口号的方
式喊出来，而是借助一个个丰富立体的
人物形象，大巧不工、大象无形地娓娓传
递出来。最后是主题创作和艺术创新的
关系。《山海情》最大的艺术创新是它的
方言叙事，是它建构起的自足自洽的西
北人情生态，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
等电视剧之后，它再一次将风味独特的
西北世界立在了荧屏之上。”

其实，无论何种类型的影视剧创
作，都必须对“时代”保持聚焦。“影视剧
创作要回到它的根本，就是关注时代，
表现现实，表现时代中人们的生存和情
感，表现时代对人的推动、裹挟和改变，
也表现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追求、挫折和
转变。当年的《外来妹》是如此，《平凡
的世界》是如此，《山海情》也是如此。
这些作品为所处的时代留下了动人的
精神肖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王方说。

接通“时代”和“我”，主旋律剧才能共情

□ 本报记者 傅秋源

40 集大型战争史诗剧《跨过鸭绿
江》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除微博热搜
置顶推荐外，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近 1.5
亿，在主流舆论场中全线飘红。2 月 1
日，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专门为电
视剧《跨过鸭绿江》举办研讨会。

真实还原战争细节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跨过鸭绿
江》第一次全景式、史诗般呈现了抗美
援朝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品以线
性叙事讲述抗美援朝从最初决策到最
后签订停战协议的全过程，犹如一部
洋洋洒洒的英雄主义教科书。对重大
革命历史事件的影像表达，首先要立
足历史全貌展现事件之于历史发展的
意义，这就要求对重大人物与场景进
行聚焦。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熊忠辉认
为，《跨过鸭绿江》在准确把握中国人
民志愿军参战的“宏大叙事”中，生动
展现了部队大集结、异域作战、高寒和
夜间作战的情景，并对多位普通官兵
和战斗英雄进行了细腻的刻画。熊忠
辉特别提到，作品在历史关键时刻，恰
当地运用纪实资料进行叠加，增加了
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

文艺评论家张永祎尤其推崇本剧
的构思和情节，战争本身瞬息万变，波谲
云诡，编导不仅抓住了关键性的事件，而
且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突出故事本身
的跌宕起伏和张弛有度。大战前夕，中
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突然联系
不上，一下把人们的心吊了起来，后来才
知道他只身去见金日成，提前研究军事
部署。通过这样的情节跌宕，更强化了
悬念的力度。此外剧中奇袭、奇战、奇
思、奇妙亦无处不在。

南京大学教授康尔认为，主创用
较多笔墨描述了政治层面上的斗争与
较量，也理所当然地展示了朝鲜战场
上的角逐与腥风血雨。这种侧重明
显、两者兼顾的选择，避免了将这部战
争题材作品写成纯粹的“文戏”或者内
涵浅显的“武戏”。

传递当代中国的自信

《跨过鸭绿江》在收视和口碑上取
得了双赢。在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
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安华看来，该
剧清晰地注释和彰显了时代精神。在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它是一支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黄河大合
唱”。编导对重大事件的把握准确、生
动和客观，营造了一种极其宝贵的“过
去性”。它抒写了一首浩荡的正义之
歌，鼓舞了当下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
者，显现出异乎寻常的民族共情性。

全剧在英雄叙事上也有突破。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吉德认为，
剧中的英雄有爱恨情仇、七情六欲，譬
如毛泽东想起爱人杨开慧时的伤感，
彭德怀收到妻子来信时的激动，这些
细节都很容易触动观众的心弦。

南京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
辑任晓润认为，《跨过鸭绿江》有别于
其他的同题材作品，并非一味地表现
敌人的愚蠢无能，而是力求真实地展
现各方不同的立场和博弈，有力传递
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领袖捍卫和
平的强大意志到超凡的战略智慧，从
前线我方的高超战术到将士们的舍
生忘死勇往直前，英雄之美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呈现。

加强对“历史可鉴”的影视表达

“新时代太需要这样的史诗了。
看这样的剧，能补钙，能治软骨病，能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刘旭东感慨，“我们曾经有过《长征》

《解放》《延安颂》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的长剧，《跨过鸭绿江》接续了
这一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该剧
在塑造虚构人物之外，还一一再现了
抗美援朝中涌现出来的特级英雄形
象，具有纪录片的效果。”

以真实的历史和具有渲染力的艺
术细节表达作为驱动，《跨过鸭绿江》

从根本上说透了中国为什么能赢。“究
竟这段战争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需
要我们传达怎样的历史观给后代？这
些都需要有文艺作品的接续、补形与
铸魂。”省文联办公室干部宋显磊说。

在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研
究员陶赋雯看来，《跨过鸭绿江》填补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像“断层”，为英雄们
赋予了立体生动的血肉。祖辈、父辈的
历史记忆与年轻观众的内心期待相契
合，建立起一种爱国护国、传承革命意
志的“共同体美学”。她说，我们需要警
惕在战争媒介表达中的历史虚无主
义。如果我们自身思想阵地不守牢，就
会有别国拍摄的战争片占据、主导影视
市场。在别国的战争银幕视角下，“我
们”和“我们经历的战争”会成为任由言
说的“他者”。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
对“历史可鉴”的影视表达，传承战争遗
志，铸魂革命精神，让影像力成为当代
战争历史传播的新驱动力。

省广电总台影视频道副总监王海
波分析道：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和 70 年前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在
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
天，一个日益强起来的中国同样面临
着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压力。
影片所强调的并不仅仅是“抗美援朝”
的正义性、自卫性，还有打赢这场战争
的必要性以及对未来和平发展所产生
的深远意义。

《跨过鸭绿江》全景谱写国家英雄史诗

一开一合，潘讯的《弦索烟云》读
完。大概说来，该书既有潘讯访谈老一辈
苏州评弹人的记录，也有作为苏州评弹人
的潘讯自己的独语；既有评弹历史的总
览，又有通透沧桑的记忆和深入肌理的细
节，更不乏辨析、思考、提炼、总结，可谓有
张有弛，有血有肉。甚至整本书读起来，
也像是一部令人津津有味的评弹。

第一部分里，潘讯与周良、金丽生、
邢晏春、邢晏芝、薛君亚、王鹰、杨玉麟等
诸位先生的对话，恰似评弹“双档”表
演。老一辈名家们纷纷居于“上手”，把
弦索间的历史烟云一一道来，其间，居于

“下手”的潘讯时而深入追索，时而慨而
叹之。弦索一动，唇齿一开，行云流水
般，倾泻出了一部苏州评弹史。

苏州评弹的史论研究，表演流派研
究，苏州书场的演出形态研究，评弹女艺
人研究，《杨乃武》评弹文本的发生发展
研究，评弹伦理学研究⋯⋯这些依据口
述历史而生出的学术话题，显然不再是
基于地方、基于曲艺的“小历史”研究，而
是把苏州评弹置于江南文化生态、甚至
是中国文化生态中的“大历史”研究。

是的，苏州评弹，从来就不是一个地
方性的话题，它以苏州为起点，却流布各
地，晚清以来的江南文人均颇好评弹。
苏州评弹也从来不是封闭的艺术，它成

于海纳百川的文化姿态，积极吸收不同
艺术门类的成果，如武侠小说《雪山飞
狐》《天龙八部》，京剧、越剧、滩簧、话剧
作品的情节、故事、行腔、表演的特点，甚
至还学习了电影中的“剪辑”“蒙太奇”思
维，评弹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创新发展更
是常态，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新调。在反
复打磨之中，一个故事、一种表演，才得
以千锤百炼，永传后世。

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种开放的态度
使评弹艺术成了一口“文化深井”，那些
千锤百炼的故事、反复打磨的人物，为其
他艺术门类提供了情节范本，如《玉蜻
蜓》《珍珠塔》《杨乃武与小白菜》《三笑》
等，在不同剧种中被反复书写，《三笑》

《杨乃武》《满清奇冤》甚至是后来的琼瑶
电视剧、周星驰电影，都不同程度地接受
了评弹经典故事的情节模式与人物类
型。从这个层面来说，评弹艺术因其开
放包容的姿态成就自己的同时，亦以同
样开放的姿态，将艺术成果回馈给了整
个文化艺术界，这种本能的文化自觉，可
太了不起了！

即使只有一桌，一椅，一人，一三弦，一
琵琶，也能不断精进，不但打开了嫏嬛洞
天，更注意对这些文化的记录和研究——
他们或是传承人，或是学者，或是出版
人，或是文化官员，或是爱好者⋯⋯他们
尽了一切努力，将评弹艺术从各个不同
的角度，进行抢救、整理、完善、发展——
文化之留存与延续，不正是这样吗？

《弦索烟云》，为苏州评弹撰史
□ 子 方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公 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陆杨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24
许可证流水号：0249871
业 务 范 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

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各
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代理业务；国家保
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陆杨镇友谊南路103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高新区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09
许可证流水号：0249872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

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陆杨镇友谊南路103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玉山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28
许可证流水号：0249873
业 务 范 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

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各
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代理业务；国家保
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张浦镇花苑路834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张浦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07
许可证流水号：0249874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

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张浦镇花苑路834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蓬朗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13
许可证流水号：0249875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

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蓬朗镇蓬莱路386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22日

江东笔会

热点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