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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说过做学问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境界是人认识世界的不同状态，不唯学问，许多领域

同样如此。在《一路书香》中，我们能层次分明地看到一档

文化节目关于“路——书——人”的三重境界：以路载书，

以书说人，层层递进，互为表里，《一路书香》堪称文化综艺

节目中的《人间词话》。

第一重境界是“看见路”。董其昌《画旨》有云：“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

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作为一档户外文化综艺节

目，“路”是《一路书香》最鲜明的特色。王阳明倡导读书须

“知行合一”，《一路书香》同样主张走出书房去读书。在第

七集中，节目组来到江南名城绍兴，1600年前王羲之曾于

此挥毫写下《兰亭序集》，抒发生死无常的感慨，1600年

后，嘉宾重温当年的曲水流觞，品读《兰亭序集》中的“后之

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南北朝重生死，好清谈，唯有在这

文气浓郁的绍兴，才能诞生王羲之这种名士，也唯有亲临

此地，才能把握住书圣的从容与旷达。同样的体悟还出现

在陕北之行，节目以路遥《人生》为切入点，通过上山放羊、

唱“信天游”等生活体验，真实还原书中场景，让观众了解

到路遥为何要“走出这个山村”、“寻找人生的新模样”。以

此一地，能看见陕北作家笔下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和

对黄土地的无限眷恋。

第二重境界是“看见书”。歌德曾说过：“经验丰富的

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

睛看到纸的背面。”在西双版纳之行中，节目嘉宾从人与自

然的关系谈到《瓦尔登湖》，由敬畏自然与追溯本心的联

系，引出读书对于人的重要意义。现代社会里，人们经历

着庞大纷乱信息流，获取知识的方式从未如此简单，但直

指人心的文字却愈发难得。不论是《瓦尔登湖》还是《听

客溪的朝圣》，讲述的都是作者对于自己隐秘内心的探寻，

其中的文学魅力，只有用心品味才能察觉。这就像是喝

茶，没有喝过茶的人不适应苦味，一如没静心看过书的人

不能忍受枯燥。然而品得多了，看得多了，就能从这平淡

无奇的苦中，尝到有滋有味的甜。说到底，读书的最大意

义，就在于让人能从自我的狭小世界里超然而出，去思考

更为宏大和细微的世界。

第三重境界是“看见人”。文化的意义在于“人化”和

“化人”，不论是走过的路还是读过的书，本质上都是一个

人独特气质的来源。在中国互联网的语境中，俄罗斯是一

个崇尚武力的“战斗民族”，然而在《一路书香》里，我们能

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一个拥有普希金与彼得大帝的

俄罗斯。站在涅瓦河边的青铜骑士像下，节目组为观众解

读了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和《青铜骑士》背后的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用他的决心和意志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而

普希金又将这种伟大的精神以文学作品的方式流传下

去。彼得大帝和普希金先后影响了俄罗斯的历史、地理、

习俗、文学、审美，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生于文明

边缘的欧洲小国，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争和重塑后，不但

没有因此被击垮，反而成为了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

拥有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列宾、柴可夫斯基等一大批杰

出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家。在俄罗斯人的繁衍生息中，正是

这些人赋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气质，这种气质又反过来造

就了这个尚武又崇文、敏感而坚韧的民族。

三重境界，三个视角，只有维度，无分高低。文化与人

的关系，就像是鱼与水的关系：大多数鱼不会对水有清楚

的概念，因为鱼在水中，不能自察。《一路书香》为观众带来

的意义，就在于其带给观众看文化节目的新视角：当有人

用第三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出，包围着我们的生活，滋养

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历史与内涵，这

些贴近生产前沿的、回归生活实际的、由内而外散发出的

澎湃生命力及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就能获得每个现代中

国人的喜爱和共鸣。

日前，《一路书香》出品人、总策划田文喜在《一路书

香》专家研讨会暨第二季启动签约仪式上正式宣布，《一路

书香》第二季即将启程，全新视角全“心”体验。在即将开

拍的《一路书香》第二季中，将在第一季的基础上进一步开

拓创新，用更新颖的形式呈现节目内容，传递更深厚的人

文关怀。第二季中，将加入“朗读”的环节，用“朗读+真人

秀+深读”的读书模式，即“先读书后探寻再升华”的模式，

传达更真实的情感，也希望能够继续让中华传统文化大放

异彩。

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

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沧海桑田的变

迁。鸽群看得见，弄堂炊烟在摇摆，苏州河的歌舞少了一

拍。时间鼓胀好比发水面包，抓住的稻草经不住的洪流。

昨日多愁善感，明晨虚无缥缈……在王安忆的笔下一切都

充满意境。《一路书香》第二季签约导演高志森对《长恨歌》

情有独钟。他注重节目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注重文学的意

境和内涵，在传统和前卫的结合中，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中，将进一步完成文化输出、文化自信的重任，使中华文化

大放光彩。

戏
曲
电
影
如
何
吸
引
当
代
观
众
？

—
—

古
装
粤
剧
电
影
《
柳
毅
奇
缘
》
的
创
新
亮
点

□
祁

海

关 注

新作点评

电视剧《煮海》以中国首位爱国实业家、化

工之父范旭东为蓝本改编，讲述了抗战后满怀

抱负留学归来的青年们振兴民族工业的感人故

事，展现了他们励精图治、煮海为盐的宝贵精

神。6月1日，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煮海》

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结合该剧主题

思想、人物塑造、情节架构等多个方面，为工业

题材影视剧的有效表达出谋划策。

与会专家认为，工业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数

量较少，厂房冰冷的机器、工人朴素的服饰等视

觉呈现以及农耕大国背景下对大工业生产秩序

认识的不足等，使得许多影视创作者对此类题

材望而却步。专家们认为，电视剧《煮海》的拍

摄勇气可嘉，更可贵的是，该剧成功对人们印象

中“冷”的工业题材进行了艺术化的“热”表达。

《煮海》回归历史的真实语境，将近代中国工业

的发展同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剧中主人

公范旭东首先面临英国公司的技术封锁，然后

是塘沽以陈立信为首的盐霸的设卡阻拦，还有

军阀利益的纠葛等，经历重重阻碍，最终使久大

得以立足。中国近代工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剧中不仅讴歌

了实业家们献身科研的精神，并深刻揭示出在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单纯依靠实业救国是走不通

的，必须革命和启蒙并举，在新的政治体制下，

走自力更生的强国之路。与此同时，该剧将带

领观众聆听今天强调的“核心技术是大国重器”

的历史回响。 （许 莹）

专家把脉工业题材影视剧的有效表达

6月 11至 1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牵头指

导，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携手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

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组织国内权威专家，

历时四年策划编撰的《中国电视剧 60年大系》丛

书（1958-2018），在上海电视节“中国电视剧60年

主题展”上发布，为庆祝中国电视和中国电视剧诞

生 6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丛书由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共6卷9本，分为《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

编年史》《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法规卷》《中国电视

剧60年大系·创作卷》《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产业

卷》《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剧目卷》《中国电视剧

60年大系·人物卷》。本套丛书既是对中国电视剧行

业进行全面梳理的“电视剧史”，更是一部资料齐全

的中国电视剧百科全书，必将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电

视剧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丛书全景记录了中国电

视剧60年的发展轨迹。《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编年

史》是中国电视剧60年来的事业、产业、政策、社会现

象以及经典剧目的全方位扫描；《中国电视剧60年大

系·法规卷》收录了自1986年至2018年4月间的电

视剧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从政策研究

的视角探寻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规律；《中国电视剧60

年大系·创作卷》结合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文艺政

策、文艺思潮等，对一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相统一的重要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评述；《中国

电视剧60年大系·产业卷》从多维度研究分析了中国

电视剧产业的发展历程，对推动中国由电视剧大国向

电视剧强国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剧目卷》收录600部剧目，全

卷总字数近60万字，为优秀的中国电视剧“树碑立

传”，是了解中国优秀电视剧宝库的指南；《中国电视

剧60年大系·人物卷》收录 600余位中国电视剧各

历史发展时期有贡献、有影响、有成就的电视剧人，他

们是中国电视剧60年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他

们充满智慧与情怀的叙述中，引领广大读者一起触摸

历史、展望未来。 （李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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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书香一路书香》》的三重境界的三重境界
□□君君 大大

今天若将经典舞台戏曲作品

搬上银幕，观众能不能接受？许多

人认为不可能。近年来，多部根据

经典戏曲拍摄的电影，即使引进

新科技拍成 3D电影，还是不卖

座，似乎验证了以上论断。

但是，今年广东影市上一部

根据经典粤剧改编的古装戏曲片

《柳毅奇缘》却颇受观众喜爱。该

片由粤剧名演员丁凡、曾小敏与

电影导演邓原、潘钧等一批广东

艺术家联手制作，成本只有区区

600万元。影片从今年1月起在

广东多个城市售票上映，反响热

烈。今年春节档《唐人街探案2》

《捉妖记2》等多部商业片云集，

广州青宫电影城坚持开12场《柳

毅奇缘》零售场，结果场场满座。

《柳毅奇缘》上映4个月之后，青

宫电影城在最近两个周末开该片

零售场，上座率仍达100%。“没

想到戏曲片这么好看！”许多非戏

迷观众对《柳毅奇缘》这样评价。

影片从内容、形式两方面都加强

了现代气息，缩短了传统文化艺

术与当代观众的心理距离。

借古喻今引发情感共鸣。许
多观众不爱看古装戏曲片，是嫌

其故事、人物距离当代太遥远。

《柳毅奇缘》的改编顺应观众社会

心理，在传统美德当中提炼出适

应现代人需求的精华，引发当代

观众的思考和感情共鸣。《柳毅奇

缘》取材于唐代神话故事《柳毅

传》，描写书生柳毅为受恶夫虐待

的龙女传送求救家书的故事。原

著描写来自湖南的书生柳毅赴长

安考科举落第之后，在长安附近

闲逛访友途中遇见龙女，便回到

湖南洞庭湖代龙女传书。事成之

后接受龙王酬谢的珍宝，回乡之后富裕起

来。原著中柳毅参加考试失败后闲着没事，

本来就要回家乡湖南，他是顺路顺手帮人，

接受了丰厚报酬，一点没吃亏。他虽然做了

好事，但不太感人。

电影《柳毅奇缘》改为柳毅从南方洞庭

湖赶赴北方京城考试，快到京城之时便遇

到身陷危难的龙女，他为救素不相识的弱

者，见义勇为，不去考场了，立即返回遥远

的南方报信，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功名。柳

毅谢绝留在龙宫与获救的龙女共

享荣华富贵，也不要任何酬谢，返

乡过平凡生活。他为救人作出了

重大牺牲，而且施恩不图报，是一

个纯洁、仗义的善良人，与当今社

会某些人的冷漠、自私、懦弱、贪

婪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形象感人、

可敬。

近年来，人们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受到各种思潮的冲

击。中国广大百姓特别怀念和渴

求纯洁真诚的人际关系和美好感

情，电影《柳毅奇缘》的改编者密

切关注时代变化，以借古喻今的

手法，切中当今社会热点，因而大

受欢迎。

艺术形式大胆出新。许多年

轻观众不爱看戏曲，是嫌其沉闷，

如演出时间过长、节奏拖沓、手法

陈旧单调。电影《柳毅奇缘》努力

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调动电影手

段求新求变，突破舞台演出的局

限，增强影片的可看性。

这部戏曲片在保留舞台版精华的前提

下，将三小时的舞台演出作了必要的压缩精

简，放映时间不足两小时。龙女首次出场，舞

台版有一段较长的龙女独唱，拍电影时被删

掉了，唱段内容用简洁的龙女独白去交代，保

留幕后的粤剧合唱，伴奏音乐配器加入西洋

管弦乐，女声齐唱更加动情好听。因此，删去

龙女独唱的这段戏使节奏明显加快了，但粤

剧味浓厚，艺术感染力并未削弱反被加强。

电影《柳毅奇缘》的柳毅首次出场，仍保

留大段唱段，但借鉴MV手法，让演员身后

的背景不断变化，近两分钟的演唱分切成

14个镜头，使用远景、全景、中景等多种景

别，不同的拍摄角度和镜头运动，显得灵活

多变。龙女诉说受恶夫虐待和题红岛来历

的唱段，加入闪回镜头。这种声画组合的方

式，并没有缩短演唱时间，观众不再觉得冗

长拖沓。

电影《柳毅奇缘》引进新科技，这是戏曲

片中首次使用LED特效，并与舞台景、棚

景、实景相结合，展现动态的仿真画面：如北

国原野大雪飘飘，羊群走动，一叶轻舟在南

方湖光山色中踏浪而来。洞庭湖龙宫水波荡

漾，万千水族快乐游弋，一双白豚拉着水晶

船在水底世界穿行，一对红衣新人走向巨大

圆月之时，栈桥两旁突然长出两行鲜花……

这些特效画面比静态单调的舞台布景更加

生动真实。但导演有意控制特效的仿真度，

不像故事片那样逼真，以八分实两分虚的比

例，保留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写意、夸张

等舞台艺术魅力，使影片更富有诗情画意或

神奇浪漫色彩。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珠联璧

合，使观众感到新奇有趣。

《柳毅奇缘》舞台版全是文戏，电影版为

加强动作性，增加了一大段“二龙决斗”的武

打戏，钱塘龙王与泾河小龙王从水底打到地

面再打到天上，还惊现“喷火”绝活，伴奏的

粤剧锣鼓点加入现代音乐，镜头剪辑节奏灵

活，加了这段戏，全片结构的动静结合就更

显得起伏有致。

粤剧电影《柳毅奇缘》在电影市场打响，

为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电影写意作为一种艺术追求与美学倾向，

可以拓展、深化电影艺术表现力，对电影的主题

呈现、寓意表达、意境营造等起着重要作用，也

是中国电影民族化的主要路径。一代代中国电

影人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努力建构

并丰富着中国电影学派的内涵。5月28日，由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的第

20期影视大讲堂上，导演郑大圣就电影写意这

一话题对话专家学者，对电影中进行写意化表

达的可行性途径进行了有益探索。

电影写意的可能性萌生于不可思辨、不可

思议之处，这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导演郑大圣

在主讲时谈到，电影的奇观是对空间的如实收

摄和对时间的同步捕捉。电影作为一个如此拟

真、逼真、写真的媒介，自诞生以来不乏诗意和

意境营造的成功之作。例如前苏联“电影诗人”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在直接用电影写诗方面

作出巨大努力；而意大利导演费里尼与瑞典导

演博格曼，则在他们的作品中引入戏剧这一外

援，这里的戏剧不是情节叙事意义上的戏剧性，

而是戏剧的假定性，他们试图在以真实的拓片

为本性的电影中捏造出假定性；在意与象、虚与

实之间，便有了诗意或者写意的可能，这也是中

国电影人可以发挥的地方，例如费穆的影片《小

城之春》，超脱物象又不离物象，有意无意之间

的那种暧昧、混沌并非刻意流露，宛如天成。

在对话单元，与会专家学者结合郑大圣作

品谈到当代中国电影的“写意”尝试。认为导演

郑大圣作品风格独特，从《王勃之死》《阿桃》《古

玩》《廉吏于成龙》《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到《村

戏》，他的作品积极探讨电影写意的问题，这不

仅仅是一种手法与策略，更是一种创作态度。

他的电影大都由历史故事改编而成，出于历史

又超越历史，具有浓重的寓言性，其电影中呈现

的悲剧色彩本身就是诗意的，导演通过突转、发

现与苦难共同发力，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净

化人们的心灵。有专家具体举例谈到，导演郑

大圣在拍摄《廉吏于成龙》时站在舞台的侧面，

这是一个让人跳脱了日常的观察世界的角度，

生发出新鲜感与陌生感。当影像脱离了日常状

态，进入陌生化，就进入了诗的境界。该片还采

用大幕布的形式，用投影来表现周围的环境，具

有明显的写意性，事实上戏曲电影一直处于美

学矛盾体中，一方面要呈现戏曲艺术本来的程

式美；另一方面还必须把握电影的艺术形态。

优秀的戏曲电影总能从二者中找到平衡；而《村

戏》则是一部元电影，电影中的故事都发生了两

遍，叙事上表现出影像意蕴中的结构诗性，在故

事与诗的吻合方面作出独特贡献。与会专家认

为，中国电影中的写意展现了东方对生命哲学

与审美的理解。对电影写意的探讨，既要建立

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又要与电影工业的发

展、票房等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中国写

意电影能否走出国门让外国观众接受并理解东

方美学，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许 莹）

导演郑大圣对话电影专家

电影“写意”之可能与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