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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电视剧《一口菜饼子》

的播出，就播出的技术方式而言，它是直

播。就传播对象而言，它是“窄播”。我国

电视剧的发展在最初阶段，受制于电视

机这个物质平台所能普及的范围，其小

规模、小范围、短篇幅的直播方式，是由

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民众的经济能力

所限定的。

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国家工

作的中心。蓬勃的经济建设和物质装备

的快速发展，使标志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三大件”，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变换了对象，电视机开始迅猛地走进

城乡间千家万户。社会需求推动着社会

生产，这不仅表现为彩电生产线的大规

模建设，也推动着我国电视剧的内容生

产、传播平台的建设。从无线到有线、从

微波中继传输到卫视电视网的全面覆

盖，从“村村通工程”到互联网入户，40

年间我国信息网络的高速推进、全面普

及，将视觉文化形态推送到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中心。平台和端口的容量，召唤

着讯息和内容的更大规模。在视觉文化

形态方面，以情节性见长的电视剧，从上

世纪80年代一集篇幅的短剧逐步发展

到 4-8集的长度，从《敌营十八年》开

始，长篇电视连续剧映现荧屏，到今天数

十集体量的电视剧已成主流。

电视剧创作和生产能力与规模，决

定于电视剧再生产的基础是否雄厚。改

革开放40年，国家财力、社会财富逐步

提升，为我国电视剧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资金、技术基础。从

改革开放之初每年数十集的规模，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年

产电视剧数量超过万集，改革开放推动着我国电视剧事业和

产业的逐步壮大。

改革开放40年，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改变着社会关

系。多样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是社会关系多样化的表

现。我国电视剧的创作、生产、播出单位快速扩展，从中央电

视台到地方电视台，从中国电视剧制作

中心及各地各级电视剧制作中心到民

营影视公司，从电视机构到网络平台，

从电视剧时段到电视剧频道，从受众细

分、档期规划到类型定位，40年间，我

国电视剧不仅最早踏入了市场化的门

槛，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繁荣。

同时，多样的社会关系催生着多彩的故

事需求。改革开放40年，国产电视剧的

活力，植根于社会变革伟力，电视剧题

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来源于社会生

活的丰富性、生动性。

改革开放也逐步改变着单位与家

庭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方面的区位关

系。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诞生为

标志，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信息传播——接受方式，逐步代

替原来以单位为核心的方式。1990年，电视剧《渴望》所引起

的“万人空巷”热，与剧情展开于大时代背景下的家长里短密

不可分。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电视剧通过日益广泛的国际交流、

通过引进与推出，不仅让中国观众看到了域外的故事，也让

世界看到了中国的风景，不仅学得了更多样的故事讲述方

式，也传播出中国电视剧的经验与成果。从《姿三四郎》《血

疑》到《阿信》，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神探亨特》到《成长的烦

恼》，从《黑名单上的人》《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到《春天

的第十七个瞬间》，从《爱情啊，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

人》到《大长今》，世界各地的电视剧走进来了。从《三国演义》

《红楼梦》《雍正王朝》到《还珠格格》《长征》《媳妇的美好时

代》《父母爱情》，中国电视剧走出去了。40年来，我国电视剧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气量，从观澜走向了激水。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大众文化迅猛发展的四十年。电

视剧敏锐地把握住了大众文化由纸媒接受方式向可视形象

接受方式的转变，迅即成为大众文化传播体系中的翘楚。

纵览40年，在大众文化领域，我国电视剧已经从蹒跚学

步者，成长为奋步疾行者。它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文

化需求的同时，也导引着人民群众的审美理想、价值追求、人

格境界和社会关怀。

40年来我国优秀电视剧作品，扎实地植根于改革开放的

热土，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与先进的、前进的、奋进的脚步相

伴而行。《蹉跎岁月》《乔厂长上任记》《新闻启示录》《女记者

的画外音》《新星》《外来妹》《潮起潮落》《希望的田野》《温州

一家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鸡毛飞上天》《索玛花开》

《岁岁年年柿柿红》《黄土高天》等作品，从国家转型处起步，

沿改革开放道路而行，向民族复兴迈进，在沧桑澎湃中记述

潮头的壮阔，也描摹小河的涟漪，在艰难中讴歌坚韧，在纠结

中赞美团结，在改革先锋的性格形象中书写民族自强的气

质。这些优秀作品，在它们播映之初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今

天再看仍然魅力萦怀。

40年来我国优秀电视剧作品，悉心观察人民群众的喜怒

哀乐，在岁月流程中捕捉生活的斑斓、描摹生计的变迁、体味

生机的所在。《篱笆·女人和狗》《结婚十年》《编辑部的故事》

《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牵

手》《车间主任》《我爱我家》《家有儿女》《老有所依》《媳妇的

美好时代》《奋斗》《欢乐颂》《小别离》《情满四合院》等作品，

以家庭为单位，以时代为经纬，以日常为纵深，以情感为纽

带，以得失为情境，以美善为归依，将40年来我们经历过的

和经历着的上山下乡、上班下学、上市下岗、上城下海、上当

下套、上位下台、上网下单等等生活气象，与地气、人气、正气

扭结在一起，最终让观众品出的是家和万事兴的中国道理。

40年来我国优秀电视剧作品，深情回望我们民族百年奋

斗的道路，撷取雄关漫道上的旭日朝花，在缅怀先行、瞩目先

驱的记叙中，激励先锋精神。《秋白之死》《长征》《八路军》《延

安颂》《解放》《亮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高山下的花环》

《突出重围》《士兵突击》《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恰同学少

年》《东北抗日联军》《海棠依旧》《绝命后卫师》《彭德怀元帅》

等作品，从不同层面讲述了从大革命到共和国波澜壮阔的革

命历程。它们大多是革命历史剧，同时也是民族励志剧，它们

接续地描绘了站起来的道路曲折，它们也揭示了强起来的道

路自信。

40年来我国优秀电视剧作品，不断开掘民族文化中的故

事矿脉，探寻神州文明的雄厚根基，关注着中国特色的久远

履历。取材古典文学名著创作了《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

义》《水浒传》等作品。《东周列国》《孔子》《诸葛亮》《唐明皇》

《努尔哈赤》《康熙帝国》《贞观长歌》《汉武大帝》《大秦帝国》

《军师联盟》《天下粮仓》《于成龙》《北洋水师》等，更是在我国

“历史演义”小说之外，建构起一个庞大的电视剧演义体系。

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它们和前代“历史演义”的不

同，在于他们始终以国家统一富强为叙事的核心所在。

40年来，优秀的国产电视剧在改革开放伟大时代中，为

当代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为大众通俗文化的健康传承

和发扬光大作出了显著成就。应该看到的是，40年来在我国

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诸如“戏说

风”、“豪华风”、“克隆剧”、“雷剧”、“神剧”、“狗血剧”、“脑残

剧”也不乏例证，“天价片酬”、“收视造假”、“剧情注水”也亟

待解决，更重要的是产能过剩、题材雷同、创新乏力的情况依

然存在。

改革开放40年，使我们从温饱型社会迈进了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同行，我国电视剧也要实现从数量

大国向质量强国的转变。实现这个转变需要电视剧行业继续

改革开放，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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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一部电影百病丛生的渊薮，当

以侵犯编剧著作权、篡改剧本的问题为

先，刮骨疗毒刻不容缓。

一个编剧被行业认可，不知经历了

多少“至暗时刻”，涅槃重生了多少次，才

习得郢人斤斫，方“羽化飞升”忝列“仙

班”。而完成一部得意之作，收集资料非

一日之功、咀嚼消化也非一时三刻。剧本

的创作如春蚕吐丝、蜜蜂酿蜜。下生活是

编剧的必修课，诚如剧作家王兴东所言：

“好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饱尝饮冰食

蘖之苦，历累月经年的打磨和数十次的

修改方有所成，是呕心沥血的结晶。

优秀剧本的性格都是唯一的，是“这

一个”，打着编剧个人的烙印，是他学养

的影射，是他对生命、社会、世态人心的

独特感悟。一个完成度很高的剧本是个

完整的生命体，她自有摄人心魄的身姿

和倾倒众生的品貌，有自己的生命节律，

有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哪怕是商业类型

片，孤标傲世的个性特征依然存在，不独

因为迎合观众就香消玉殒。

对一个成熟编剧的心血之作，平和

地提修改意见是上上之策，从善如流的

编剧自会根据制片方和导演的真知灼见

或逆耳忠言，裁云剪水完善剧本，诊治剧

本者需有“医者仁心”。但是凭空夺走，

关起门来“暗度陈仓”，自以为高地“整形

易容”“移花接木”“点石成金”“脱胎换

骨”，这些悖理违情的“狗尾续貂”“画蛇

添足”“断鹤续凫”“煮鹤焚琴”勾当，很多

情况下会把一个高分剧本改成不合格的

残次品。

写剧本如生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个完

成度很高的剧本是编剧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每

字每句都和编剧血脉相通，是有着编剧自己基

因的，承载着编剧的幸福和痛苦，平生最怕被强

势的人领养和抢夺，更何况“孩子”常常得不到

善待。对编剧而言，剧本是饭碗，是安身立命之

本，是扬名立万的功业，他每日所思所

想所读无不是文学和剧本。术业有专

攻，对剧本提意见，切不可拿自己的爱

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很多时候，作品好了，功劳是导演

和演员的；败了，被认为是编剧不行。

殊不知，有些作品的成品和原剧本的

距离相差甚远，编剧成了被踞炉炭上

的“背锅侠”。跨专业的全才各个行业

都有，但首先要对自己的特长和知识

背景有清醒的认识，不以篡改他人作

品为终南捷径，不以毁损别人成果而

自以为高。很多篡改者，不去深入生

活，不去“用脚写剧本”，而是躲进小

楼，从自己看过的影视作品中剽窃段

子，更有甚者，向壁虚构，编造了很多

没有生活依据的情节来狗尾续貂，反

以为高。这种肆意践踏别人劳动成果

的行为，是行业风气不正的表现。

号称“好莱坞编剧教父”的罗伯

特·麦基在“2012中国编剧营”最后一

天的论坛上，曾谈到了“导夺编权”，即

矛盾丛生的导演与编剧的纠纷和是

非，譬如“王芦之争”（导演王全安与

《白鹿原》编剧芦苇）。麦基认为，导演

首先不能篡改剧本，第二不能偷窃编

剧的创意，这样的事情在好莱坞不可

能发生，“编剧是一个电影中最具创造

力的部分，如果不能保障编剧的权益，

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电影文化。”针对电

影《白鹿原》，他还指出，一个导演拍摄

自己的太太，真是犯了天下最愚蠢的

错误——她若提出不喜欢，那场戏基

本就改定了。麦基强调指出，一部好的影片需要

编剧、制片和导演三者精诚合作。

我以为，“精诚合作”的根本就是编剧、制片

和导演坦荡如砥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擅胜

场，唯有如此，电影行业方得风正气清，中国电

影才可花开满路，才有未来。

想到就说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满足文化需求满足文化需求 引领审美理想引领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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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视剧自创生到现在，整整60年。60年里，电视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发生密切、深入的联系，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伴随文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40年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国电视剧艺术发展的强
大动力，改革开放为实现这种向往提供的机遇，是我国电视艺术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基础。40年来，我国电视
剧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业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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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渴望渴望》》

《《西游记西游记》》

《《长征长征》》

《《海棠依旧海棠依旧》》 《《潜伏潜伏》》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近日，在广东佛山市举办的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

高峰论坛上，与会的4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走向新时代：改革开放

与中国电影”为主题，对40年来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继

而进行产业改革与升级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显露的问题展开了深入

研讨。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作为中国电

影发展研究的风向标，本次论坛聚焦中国电影异彩纷呈的发展历史与开

放多元的创作态势，以更为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和客观持重的理性思

考，为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发展做了一次承前启后的有益总结与探索，

意义非凡。

改革开放是中国电影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电影的新生是与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教授陆绍阳认

为，政策的利好、经济文化的腾飞，国民收入、城镇居民数量和全国银幕

数量等基础建设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电影的生产力、创作力得到了空

前解放。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是中国电影产业得以发展的核心因

素，但回顾40年来，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投资领

域及内容生产领域等方面的危机，只有及时将中国电影转向内涵式、现

代化、重人文的发展模式，以创新思维和体制提升核心竞争力，坚持把现

实中的精彩故事化为动人的银幕形象，才能真正触动人们的情感与心

灵。“真正‘留得下’的作品，都是因为对现实的诚实介入、抒情传统的承

继、富有‘灵韵’的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民族文化的特有魅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表示，改革开放的语境和外来因素的

共同影响使得中国电影成为了跟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聚焦中心。40年来，

中国电影在多样化的文化品格与价值趋附中，提供了多样的当代立场的

审美判断。“正是开放倒逼电影改革，才有了电影创作的回响和具有创新

性与开放性质的表达。”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愈发高扬的中国

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逻辑，也在深刻地引导并强化着中国电影人与世界对

话的欲望。“在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我们能给这个时代和社会带来多少

改变，提供多少有价值规范、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理想的基本电影、

范式电影，给国内外提供多少具有正面显示度、开放度的作品，是中国电

影在当下乃至未来的发展之道。”

产业升级是中国电影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近年来，随着《战狼2》

《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异军突起，“工业品质”“产业升级”“重

工业电影”等关键词开始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焦点话题。北京大

学教授陈旭光提出，真正提升民族电影整体质量的关键在于电影工业的

升级换代，它需要美学、艺术层面上的有力保障及相应电影理论体系上

的建构、阐释与支撑。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谈到，中国大陆年产影片数量从1978

年的46部跃升到2017年的772部。“40年来，中国电影从创作者到观

众的审美追求都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变，电影学界继上世纪80年代

后适时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建构及电影美学升级的设

想，已再度表现出了中国电影对美学的迫切需求。”四川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秘书长李立等人认为，“电影工业美学”已成为让中国电影又好

又快发展的学界共识，探究其概念的有效性、适用度，厘清其研究的边

界与对象，对观察与反思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并针对

相关症候提出诊断措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启迪作用。“近

百年来中国电影理论的痛点就是去努力寻求一种基于中国美学传统

与中国历史语境相融通的理论，通过回溯并梳理我们自身的美学传统

来照亮前行的道路，并最终产生出能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具有标志性的

理论成果。”

创新发展是中国电影立身世界的艺术使命。2017年，《电影产业促

进法》的实施使许多低成本制作的小众题材影片成为了市场新宠，促进

法的落地也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在传统电影产业领

域重构的过程中，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浙江大学

教授范志忠认为，中国电影在注重类型化重工业美学建构的同时，还应

保持着人文关怀的深度和艺术视听语言探索的敏锐度。与此同时，在影

像、银幕、观众三者间关系被彻底改写的新媒体语境下，电影创作与大众

审美的深度对接将对过往的创作模式产生破而后立的创新成果。而以

VR电影、互动立体电影等新概念为代表的电影新技术的发展，也将对

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和生态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讲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立身世界的真正决

定性力量，“40年来，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依然严重滞后于它

应有的地位。当代中国电影人仍需秉承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以创新精

神思考和解决当代人关心的文化问题，承担起中国电影文化在世界影视

文化格局中的历史使命与责任。”编剧赵葆华表示，中国电影正面临以好

莱坞为代表的外国大片的文化挑战，要引领社会精神，增强国家民族的

文化软实力，就需要中国电影用新形象承载新的时代精神，用充满艺术

智慧和艺术魅力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向生活的纵深递进，全面提高中

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在宏观研讨与瞻望之外，与会专家还从“中国电影摄影技术的进步

与差距”“中国动漫产业升级与国产动画电影的突破”“‘一带一路’影视

文化传播策略的顶层规划与思考”“生态思想失位与复位的新时代中国

电影”等层面多视角地透析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从不同维

度探寻中国电影持续繁荣发展的密钥，为新时代中国电影重树文化自

信、提升国际影响力等目标提供了独到而丰富的理论智慧。（路斐斐）

第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高峰论坛——

聚焦改革开放与中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