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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

会”将分别于京杭古运河畔的江苏淮安和地处

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佛山两地主、分会场，共同

为全球华人华侨带来一场精心编排，容含了舞

蹈、器乐、交响乐、戏曲、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

式的主题歌舞晚会，共庆中秋佳节，共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与往年相比，今年“秋晚”的主题与承载内

容更加厚重丰富，晚会的前期策划也更费心血。

在电视观众不断分流、网络媒体异军突起的“小

屏”时代，“秋晚”如何守住文化根脉、赢得更多

民心是这台老牌传统节日晚会每年的必修课。

日前，已连续9年担任央视“秋晚”总策划、总撰

稿的杨启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今

年的“秋晚”中，观众将聆听到不少勾联着中国

人集体记忆的时代金曲，如《我和我的祖国》《我

爱你，中国》等，晚会的整体排编也将从不同层

面体现出节目策划的新意与亮点。如何以文艺

晚会的形式阅读中国、记录中国并传播中秋文

化与情怀？杨启舫谈到，多年来已作为一项新民

俗的“秋晚”，每年晚会创作的难点都在于如何

以新的创意、角度和主题去艺术地传达千古流

传的民族文化，如今年的主题“家国情怀”四个

字，既浓缩了中华民族团圆文化、中秋文化的核

心内涵，也道出了“秋晚”多年来的不变追求。

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

今年“秋晚”的主舞台设在了有着2200多

年建城史的淮安之大运河文化公园，在这个南

北文化交融的运河之都，整个舞台宛如一艘从

历史深处缓缓驶来、驶向新时代的航船，在贯通

古今的历史厚重感中也将融汇月光如水水如天

的浪漫意境。时至今日，作为总台唯一一档每年

坚持在户外直播的大型文艺晚会，“秋晚”历年

的艺术构思与文化传达往往就是从选址开始

的。如新世纪以来香港、澳门回归后相继在当地

举办的中秋晚会，就曾深切地表达了中华儿女

对祖国统一的历史祈盼。多年来，中秋晚会将中

秋节在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特色融入到了对主

题晚会的意蕴挖掘与文化氛围的营造中来，无

论是大江南北还是四海之外，“秋晚”都以独特

的浪漫情怀将唯美诗意与千古流转的团圆情

感、家国情怀熔铸进了“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

“每年都要围绕同一个文化内核从众多的

申办城市中选择一个地方来办‘秋晚’，这除了

需要细致全面的实地考察与大量案头工作外，

更需要晚会主创团队能以艺术创新的思维去实

现对文化的开掘。”在杨启舫印象里，历年中很

特别的晚会选址有两次，一是“秋晚”历史上第

一次选定在县级市四川省江油市举办；另一个

则是“秋晚”历史上第一次将举办地设置在寒冷

东北的大庆市，同时这也是一座新中国成立后

因开发大油田而兴建的年轻石油城。“诗仙李白

一生写了300多首与月亮有关的诗，在他的故

乡江油，我们设计了由张译、刘劲朗诵表演的

《将进酒》，也邀请到了音乐人吴彤以摇滚乐形

式专门改编演唱该诗，通过多元的艺术碰撞，试

图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领略到古老

‘诗中国’中那种壮怀激烈与慷慨激昂的美感与

精神意境。”

新民俗中秋看“秋晚”

2008年中秋节与清明节、端午节一起被纳

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后，曾引发社会各界对中华

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视与研究热潮，特别是对节

日深层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整个社会层面文化

仪式与电视传播方面的欠缺，也引起了各界的

更多关切与思考。十多年来，央视“秋晚”在电视

综艺晚会起起伏伏的发展浪潮中却能以相对稳

定的品质追求逐渐赢得更多观众的守望观看，

与其对民俗民情民间文化的坚守及其对凝聚民

族民心文化使命的担当是分不开的。

与“春晚”的恢弘并包相比，“秋晚”的文化

承载相对更加纯粹，也因此更易形成一种“中秋

看‘秋晚’”的“新民俗”或“新节日仪式”。做到这

一点，首先是“不管每年晚会在哪里举办、以何

角度立意，根本不变的还是要紧紧围绕‘赏月’

‘咏月’‘祭月’‘拜月’的内在传统与团圆、丰收

的中秋文化，将中国人的团圆情结、家国情怀充

分表达出来。”回忆起多年来随晚会主创团队

在国内外考察办会的经历，杨启舫最深刻的感

触是天南海北中，各地中秋民俗文化丰富多元，

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后者，“这些年我们

走了那么多地方，听过那么多方言土语，但奇特

的是，在很多相距甚远，乃至完全想象不到会有

关联的地方，却会听到很多相似的民间流传下

来的关于月亮的歌谣、传说，看到很多村落也会

有相同或相似的村名、文化。一些来自民俗专

家、历史专家的解释是，中原文化随着战乱离散

与迁居移民的人们流传到了各地，而对故人、故

乡的怀念则寄寓在这些有形无形的民间文化中

代代传留下来。”于是，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

人分享这些精彩的中华文化也成了“秋晚”每年

不变的又一潜在主题。

“特别是在海外，比如我去年前往的马来西

亚吉隆坡分会场。马来西亚作为中国老华侨聚

集最多的国家之一，那里无论是中秋节的浓烈

气氛还是节日文化、习俗，节日活动丰富完整的

保存等都让我们非常赞叹，更令人感动的是人

们对乡音的坚持，那里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移

民甚至完全没有回过国，却从祖上代代传承了

非常正宗的甚至可以区别出来源乡镇的方言口

音，这或许就是他们感知文化血脉的一种重要

方式。”杨启舫介绍说，尽管那里很多华人国籍

早已发生改变，但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唐装，打开

电视，千方百计想再看一看的还是那个心中所

系的“中国”。

为中秋文化赋予时代内涵

说到今年“秋晚”四个字主题中凝聚的内

涵，总导演李申和景欣对其中“怀”的解释是“面

向未来的胸怀、日新月异的感怀”。尽管有着被

网友称为近年来“秋晚”“最全、最强”的演出阵

容，还有来自台、港、澳及海内外的演员及团体，

但到底如何“让观众坐得住，看得下去”“让经典

作品有新的表达，让新作品有传统的内蕴”依然

是这台自半年前即已开始酝酿策划的电视晚会

筹谋的基本立足点。

对此杨启舫也深有感触，“一束干干净净的

白月光，有时候就是那么美，像呼唤着某种来自

远古的情怀。面对那些独特的文化意韵，能不能

深刻地体悟、艺术地传达，把‘秋晚’做得既好看

又有创新，有时候就标定了一个作品或一台晚

会的审美格局。创新很难，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

个时代，一台‘晚会’存在的意义靠的只能是作

品与其内在的文化品格。”

两年前，在大庆的那台“秋晚”上就曾诞生

了两个经典节目，一个是郎朗与邵牧童、齐·宝

力高合作的器乐演奏《万马奔腾》，一个是受邀

前来的匈牙利Attraction影子舞团与晚会主创

团队共同磨合创作的《影子舞：但愿人长久》。两

部作品中，一个用西方古典乐器钢琴与内蒙古

民族乐器马头琴拓展了经典民乐的艺术张力，

而另一部作品则吸取世界最新潮流的舞蹈类型

重新演绎中国经典的文化意象，无论在年轻人

中间，还是在借晚会阅读中国的海外观众之间

都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杨启舫表示，2017年的“秋晚”曾被团队认

为是很困难甚至“找不到切入点”的一届，然而

完全颠覆传统“套路”的文化背景设定反倒最终

激发了创作的天马行空与大胆求新，于创作者

和观众而言，不仅同时拓展了双方对电视晚会

艺术、文化的感受与理解，也为中秋节日文化的

时代表达与传播赋予了新的理解与内涵。谈及

即将播出的2019年中秋晚会，杨启舫认为对他

们来说这更像是一张新的答卷，近些年来从收

视大数据分析到短视频即时同步传播的种种策

略，“秋晚”在不断自我更新中不断践行着诞生

之初的那片初心，并试图用艺术的光守护好头

顶那片岁岁年年寄托中华情思的白月光。

图为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
彩排现场。

和卫/摄

9月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

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表彰大会在兰州大学

举行，《上甘岭》《青春之歌》《三毛流浪记》《孔繁

森》《梅兰芳》《战狼2》等70部优秀电影剧本和

其典型人物形象入选。

评选表彰大会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

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办，上海戏剧

学院影视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承办。会上，为

8位获奖编剧代表颁发了证书，并播放了获奖

作品宣传片。

电影《袁隆平》中的袁隆平、《生死抉择》中

的李高成、《战狼2》中的冷锋、《飞天》中的航天

英雄张天冲等电影人物形象都给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鉴往知今，弘扬正气。中国电影编剧以

深入生活为信仰，以为民代言为宗旨，以“四个

讴歌”为使命，从林则徐到赵一曼、杨靖宇、梁三

喜，从小兵张嘎到英雄王成再到航天英雄张天

冲，巡礼新中国70年银幕形象，编剧深入生活

植根时代，没有文学原创，就没有银幕形象，没

有以夏衍为旗手的编剧队伍做中国电影的脊

梁，就不可能有中国电影70年的辉煌。迈入新

时代，肩负新使命，创作新作品，文学脚本是中

国电影走向电影强国的立足之本。

获奖的70部优秀电影剧本，由评委会从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12000部电影故事片剧本中

评选而出。“电影剧本本身要有分量和高度，其

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还要深入人心，入选获奖

的这些电影剧本实至名归。”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副院长李晓红介绍。

“好的电影是由好的文学作品和一流的剧

作家奠基的，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优

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进行评选表彰，意

在对剧作家的贡献进行肯定。”中国电影文学学

会会长王兴东说。 （丽 丽）

关 注

《小欢喜》是近年来现实题材

电视剧的优秀代表，无论是收视

率还是口碑，比翼齐飞。这部剧演

技派扎堆儿，但前期宣传并没有

敲锣打鼓，而是悄悄在暑期档播

出了。播至中段，观众如获至宝，

趋之若鹜，评分一路走高，这一现

象是近年来不多见的。这种像熬

汤一样，渐渐升温，咕咚冒泡，越

煮越香的观看体验，本身就是一

个比较高级的审美过程。《小欢

喜》的“小”与“大”，正是该剧的智

慧所在。

一是小题材。近年来取得成

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叙事的切

口都比较“小”，《小欢喜》讲述的

是三个家庭备战高考的事，时间

跨度只有一年，发生的地点也局

限在小区。从小处着眼，以小见

大，就像《核舟记》讲的故事一样，

把一枚核桃雕得别有洞天。二是

小人物。这部剧的主人公都是

“小人物”即普通人，他们的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能够同广大观众

产生心理共振。三是小情爱。《小

欢喜》讲的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

皮、小情小爱的事情，比如方圆一

家虎妈猫爸猴孩子的打打闹闹、

宋倩对前夫乔卫东始终难解心

头之恨的争吵挖苦等等，都不是

惊涛骇浪、翻天覆地的大事，而

是弥漫在生活空气中的酸甜苦

辣，内容恰好贴合本剧剧名——

小欢喜。

但细细品味，这部剧的“小”

是真的“小”吗？其实不然，它是

在以小博大，以小见大，一叶知

秋，见微知著。说是“三小”，实乃

“三大”。

一是折射大时代。该剧契合

了某种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和意

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上层建筑，按

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社会现实

首先表现为社会心理，社会心理

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中间环节，对

文艺家的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

响，艺术一旦创作完成就成为历

史，反过来对社会心理产生重要

的影响，然后再间接作用于现实，

被观众所接受。比如《蚁族的奋

斗》中的农村大学生留城问题、

《小别离》中的基础教育问题。反

观《小欢喜》，它以高考为主题，而

高考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神经。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住房、就业、

教育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关乎

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集体诉求。二

是透视大悲欢。在观赏《小欢喜》

的过程中，我想起作家路遥在《平

凡的世界》里的一句话：人们宁愿

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

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

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这句话用来概括前几年的影视界

乱象是合适的。前几年，电视剧市

场上出现过一些悬浮剧，有历史

剧，也有现代剧，给人感觉是神仙

打架，高来高去。这些剧往往有一

个共性，不琢磨脚本，只琢磨营

销，一部剧播完了，除了绯闻、颜

值、cp之类的营销话题，什么都

没留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还是导向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艺

术创作违背艺术规律。近年来，在

相关部门的重拳治理下，这些乱

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为一批

优秀作品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回

头审视路遥的话，对于我们这个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生活，

哪怕是最卑微的生活，从来都不

是一件小事。在《小欢喜》中，方圆

和童文洁夫妇的中年失业危机；

乔英子对原生家庭特别是母亲爱

恨交织的情感，以致患上重度忧

郁症企图自杀；刘静和丈夫、孩子

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绝症，种种

磨难，搁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不

亚于一枚深水炸弹，处置不当，就

会引发毁灭性灾难。习近平总书

记说，“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

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

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

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

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

要解决如何反映的问题，也就是

创作者提升艺术能力的问题。三

是彰显大格调。沈从文曾经谈到

小说《边城》的创作动机，他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

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

性的人生形式。”《小欢喜》某种意

义上，也暗合了这种高尚的美学

追求和自然格调。一方面，《小欢

喜》是一部饶有趣味的电视剧，以

黄磊为代表的戏骨与几个优秀青

年演员大飙演技，让观众赞不绝

口。特别是林磊儿醉酒、童文洁母

子的数次交锋、方一凡与乔英子

的疑似早恋等剧情，让观众捧腹。

“趣味”是与人物形象紧密关联

的，它是一种情感态度，在艺术创

作中，人物形象越丰满，“趣味性”

就越强。另一方面，全剧给我印象

最深的片段是“丁一的坠楼自

杀”，它直接诱发了乔英子的抑郁

和离家出走，这让原本还算轻盈

的剧情突然沉重起来。由于表达

得克制，反而使剧情获得了张力。

钱锺书先生在《谈快乐》中有

这样的句子——“快乐在人生里，

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

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

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

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

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

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

努力的历史。”不知道《小欢喜》有

没有这样的寓意？

新中国成立70年优秀电影剧本
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结果发布《《小欢喜小欢喜》》的的““小小””与与““大大””

□邓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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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由中国文联，中国
视协，中共济南市莱芜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送欢乐、下基层——发扬红色传统，建设济南新城”
慰问演出活动，9月2日在红色革命老区济南市莱芜区举行。

中国视协文艺志愿服务团的艺术家卢奇、杨洪基、于兰、刘兰芳、臧金生、岳红、刘全和、刘全利
等在中国视协艺术家诗书画学会会长唐国强的带领下，在济南市莱芜区山东小三线纪念园礼堂，为
1300余名党员群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演出。 （皓 文）

中影集团国家一级演员臧金生中影集团国家一级演员臧金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演员岳红表演诗朗诵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演员岳红表演诗朗诵《《回延安回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