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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浙江作家王霄夫
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公子》走进读者视野。小
说讲述了旧上海滩谢公馆的双胞胎孙子谢壮吾、
谢壮尔，孙女谢赛娇，和仆人裘家的儿子裘宝儿、
女儿裘小越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书中“谢公馆
一景”、“屠媚娘登台羊坝头”、“《良友》为谢壮吾
庆生”、“八女投江”等12幅精美插画，生动再现
了小说中几个重要场景，这些插画皆出自中国美
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王艺卓之手。在由浙江大
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与中国作家协会《文艺
报》艺术评论部联合主办的影视题材库建设及
《上海公子》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以《上海公子》一
书为原点，进一步对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影视文
学改编的可行性路径以及影视题材库建设的重
要意义等进行探讨。

在故事中铺展人物命运

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小说往往注重人物
刻画，会用大量笔墨去描摹人物的内心活动，读
者更容易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恰恰又是电
视创作的短板，大部分电视剧作品是被情结牵着
走，而不是人物，电视剧在塑造人物方面还是要
向小说学习、靠拢；另一方面，今天文学读者的审
美也显然会受到影视的影响，“我们真的不能轻
视故事，写出令人佩服的好故事，才能让故事里
的人物鲜活起来。”有专家建议，在没有好剧本
的情况下，不妨从文学中找灵感，文学本身通过
影视作品也能得到二次传播，文学与影视之间是
相互成就的。

“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一部影视剧救活一本
书，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后，在荧
屏大放异彩。现在许多作家不屑于讲故事，觉得
故事会减弱作品的文学性，这种对故事的轻视，
实在是文学的一种损失。”会上有专家结合自己
从事文学编辑的经验谈到，对于小说而言，中短
篇小说可以相对故事性不那么强烈，但是长篇小

说一定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不少专家都谈到，王霄夫是讲故事的高手，

也对人物有很好的塑造。其写作姿态是客观大
于主观，这种写作姿态决定了典型人物的浑然天
成。作者用大量笔墨，交代了人物的生长环境与
家庭背景，背景交代得越充沛，人物越可信，这也
是文学创作的优势所在。此外，从《江山美人》到
《审判日》再到《上海公子》，作者始终有意或无意
地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铺展人物命运、表现人物
性格，他为观众精心编织了一个关于主仆相对、
正义与私欲博弈的好看情节，完成了一场对生
命、亲情、人性和灵魂深度的拷问。小说表面讲
的谢裘两家的恩怨，而其中暗藏的真正主线在于
国家的道路选择、国共决战、美苏争锋以及新旧
势力交缠之下的人心所向。整部小说富有悬疑
感，带领观众一步步走向真相，为影视化改编打
下了较好的文学基础。

挖掘文学作品中的视觉性部分

巴赞在形容戏剧和电影的关系时曾说过，
“戏剧是水晶吊灯，电影是手电筒的微光。手电
筒照在吊灯上，光线折射，而后流光异彩。”与会

专家谈到，这里把戏剧换成文学，比喻仍然恰当，
挖掘文学作品中的视觉性部分，正犹如将手电筒
照在水晶吊灯的过程，而后得到更绚烂的光彩。
多位专家谈到，小说《上海公子》中，较强的动作
性、历史感与空间感，为文本赋予了更强的视觉
性表现价值。

专家认为，小说《上海公子》中关于霍家拳、
太极拳、散打以及其他激烈的身体动作描写很
吸引人，作者有意营造出由中国和西方各种功

夫和动作展现出来的人物关系和武打奇观，例
如许多人物之间的打斗场景，不仅仅展现在师
徒、兄弟之间，甚至也展现在国民党高官与普通
士兵之间。如此强烈的动作性对于影视视觉呈
现而言大有裨益。书中的历史感也较强，所涉
及的历史事实与人物关系都有较强的历史考据
性。作者对整个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
史背景的描述上，追求相当强的真实感与历史
流动感。此外，作者从江浙、上海一带出发，而
后面向重庆、北平、哈尔滨等全国各个地方，甚
至还有对苏联、美国、日本等更加广阔的世界版
图的描写。

题材库为影视文学改编搭建桥梁

如何让影视公司能够快速有效地找到、介
入适合影视改编的文学作品？——影视题材库
应当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与会专家认为，影
视题材库建设迫在眉睫。当下影视题材同质化
现象普遍存在，重复雷同、跟风搭车、大同小异
的电视剧充斥荧屏，市场上票房高的电影其题
材还是较为单一。从这一角度来说，拥有丰富
题材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影视创作的宝贵富矿。

有专家谈到，影视题材库的成功建设离不开一
支专业素质高的审读队伍，他们能够从海量的
文学作品中筛选出适合影视改编的作品存入题
材库。此外，还需要水平过硬的版权代理经纪
人，既要懂文学，又要懂影视，还要懂市场，版权
代理经纪人能够把这些“库存”盘活，实现同影
视公司的具体对接。

会议由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范志忠主持。小说《上海公子》作者王霄夫
回顾了本书的构思与创作历程。原中国作协副
主席黄亚洲，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影视与多媒体艺术教研室主任陈阳，中国
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奇佳，《文艺报》艺术
评论部主任高小立，原《江南》杂志主编袁敏，浙
江省小说创委会主任李森祥，浙江大学影视艺
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赵瑜，江苏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楚小庆，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姚争，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卢炜，
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副教授林玮，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王艺卓，编剧吴孟
婕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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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影视如何更好“相互成就”
——影视题材库建设及长篇小说《上海公子》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2019年伊始，北京联合大学青年教师
姜芷若创作的标题交响乐作品《京华兴学
颂》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这部融合了
音乐创作实践与时代发展进程的大型作
品，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时代背景，
通过《学知的殿堂》《青春的誓言》《奋进的
脚步》《明日的舟舸》四个乐章的叙事性描
述，表现了北京高等教育40年来的发展历
程。《京华兴学颂》具有极强的音乐表现力，
并且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作者在对音乐的抽象和题材
的具象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上有深入思考。

作品展现了对时代精神的坚守。《京华兴学颂》将
现实题材融入了当代思考，以“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为
切入点，从高等教育这一视角反映了国家在改革开放
4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革，用音乐做画笔，描绘了“大学
人”对知识与真理的渴望，记录了“大学人”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歌颂了“大学人”求真务实、勇于
探索的意志品质。

《京华兴学颂》的四个乐章，始终贯穿着时代精
神。作品第一乐章用灵动的旋律展现了在百废待兴的
改革开放初期师生对知识的渴望；第二乐章用民族风
格的音乐展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第
三乐章运用进行曲风格表达学子在求学路上奋发图
强、刻苦求学的精神面貌；第四乐章以大线条的旋律描
绘师生在奋进中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作者通过
缜密的思考，将具象的题材内容进行了抽象的音乐转
化；通过周密的布局，对不同阶段进行准确表达。

对于在高校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我来讲，聆听《京华
兴学颂》，不仅把我带回了那段坚持不懈、乐观向上的
奋斗岁月，更让我联想到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
厚重而博大的成就。《京华兴学颂》兼具美育功能和社
会教育功能。作品深情讴歌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
程中的坚定步伐。

作品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京
华兴学颂》立足于表现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作者巧妙
地运用了具有京味的民间音乐素材来强调作品的地域
性。以第二乐章为例，作品恰当地选择了《水牛儿》这
首广为流传的北京童谣作为素材。《水牛儿》是北京民
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普及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它也是几
代北京人的声音记忆、生活记忆和生命记忆。用它作
主题素材可以直观地拉近听众与作品的距离，引起共

鸣。在节奏方面，作者也适当
地借用了京剧打击乐中具有代
表性的节奏型，在“板眼”的
配合中，激昂的打击乐伴随着
简洁、凝练的旋律,描绘了一
代代京华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在《京华兴学颂》中，作者
通过旋律发展、复调手法等多
元化、多角度的作曲技法与传
统元素音乐有机融入，将民族
性与时代性有机融合。作品中
对于北京民间音乐素材的运
用，不单是将核心音调引入或
是作曲技术的体现，更多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坚守。
在《京华兴学颂》创作实践中，
我看到了青年一辈作曲家对中
国传统音乐的重视，感受到了
他们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责任与信念。

作品展现了对大学精神的
坚守。大学是人类文化继承和
传播的重要场所，也是培育人
生理想的摇篮。一代代青年
人，在大学这座象牙塔里展开
了梦想的翅膀，将自己的热情

转化成建设国家的蓬勃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的高等教育不仅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不断地
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精神内涵。时至今
日，以校园为题材的大型音乐作品并不多见。标题交
响乐《京华兴学颂》创新性地选择大学作为题材，用音
乐记录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反映了大学所具有的创
新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在新时代的新内
涵。整部作品中，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标志性校园文化
元素，呼唤起听众的青春记忆。例如：上课铃声的引
子，仿佛把我带入了课堂；递增式的音色布局、卡农式
模仿式的复调手法，仿佛是课堂上师生热烈的交流。

在音乐创作中，我始终强调作曲技法的运用要为
情感服务。《京华兴学颂》令我感受到这部作品是在感
性与理性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作者从听众的审美习惯
出发,强调作品的可听性，坚持雅俗共赏的创作理念。
在这部作品中，更让我感受到了校园中最真挚的情
感——师生情义。在第四乐章中，大线条旋律仿佛在
倾诉着学生对老师的敬重仰慕，表述着老师对学生的
谆谆教诲。作者将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这一大视角
巧妙地通过师生情这一小视角转化，使整部作品既有
了情感的主线，又使题材有了“接地气”的表达。

回望1978年，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中国教育事业的春天就此到来。高等教育事业的
复苏与发展，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领
域之一。《京华兴学颂》作为一部以“大学”为题材的标
题交响乐，用音乐语言歌颂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
等教育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吹响了向世界一
流大学看齐，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号角。作
为一次有意义的创作实践，作者姜芷若不忘一名教育
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初心，勇担一名音乐工作者繁荣兴
盛新时代音乐事业的神圣使命。《京华兴学颂》50分钟
的音乐，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忆和展望中，温
润了听众的心灵，在传播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增强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坚定了

“大学人”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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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最美的乡村》以党和国家新时代“脱贫
攻坚、全面小康”历史使命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中国
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市广播电
视台新闻女主播辛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有三位
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脱贫
攻坚工作的故事。该剧作为导演郭靖宇团队继《最
美的青春》之后打造的“最美”系列第二部作品，自
央视一套开播以来受到广泛关注。6月23日，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中国电视艺委会联合主
办的《最美的乡村》研评会上，该剧主创代表分享创
作体会，专家学者、青年观众代表等以视频连线的
形式对剧中人物塑造、思想内涵、表现形式等进行
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大胆突破以往电视剧一条
主线、一个主题、几个主角的模式，转而将30集的
篇幅分成3个单元去展现，各单元既相对独立，又
在内容意蕴方面血脉相连，并用辛兰这一电视节目
主持人的角色巧妙衔接在一起，达到了审美上鲜而
不垢的效果。第一个单元以扶贫干部唐天石为主人
公，他在调研后发现该村的问题在于村民脱贫积极
性不高，脱贫门路少，唐天石和村干部们发扬部队工作作风，使贫困
户摒弃了“等、靠、要”的错误思想。有专家谈到，第一单元主要表现
了以转退军人居多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主创将扶贫视为一场战
斗，用军人作风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开篇树立了扶真贫、真扶贫
的主题立意；第二个单元则以辛兰这一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她从城
市来到乡村，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扶贫过程中尽管遇到重重困
难，但辛兰凭借坚韧、执著、果敢捂热了百姓的心，确立了扶贫更要
扶志、扶智的主题立意；第三个单元富有青春气息，这一单元以返乡
创业大学生石全有为代表，讲述了他们利用短视频推广农村特色手
工艺、宣传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体验式农庄、开展网红电商的故
事。这些都密切结合了当下年轻人喜爱的元素，用丰富的细节展开
了短视频镜头里的美好乡村生活，确立了防贫防返贫、持续发展的

主题立意。与会专家指出，这种塔式结构实现了层层递进与内涵升
华，生动展现了从脱贫到全面小康再到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农村发展
图景。

有专家谈到，该剧真实呈现了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伦理
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扶贫工作的重要影响，这在此前同类题材
作品中很少写到。这种独特的伦理关系，让扶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它又是地域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农村凝聚力的来
源。该剧探讨了如何把这种伦理关系中的积极成分，转化为建设社
会主义的强劲动力，主创团队通过地域文化要素实现了作品的差异
化、个性化。此外，剧中小人物各有绝活儿，各有技艺，在脱贫攻坚题
材影视剧中，专家建议还是要更多挖掘、书写农民的优长，要打破

“穷”“懒”的思维定势，为手艺人争取更多的用武之地。（许 莹）

专家研讨《最美的乡村》

单元剧模式全景呈现脱贫攻坚风貌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
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34集电
视剧《湾区儿女》6月21日于央视一套开播。该剧由周海军、潘秋
婷执导，郑桦担任总编剧，王媛可、孙坚领衔主演。作为聚焦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影视作品，《湾区儿女》通过创业、商战、民生等诸多视

角，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港澳
与内地城市融合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谱写了一曲
平凡人物在新时代的拼搏赞歌。该剧原名《弯弯的大湾》，
是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2018-2022百部重点电视剧选
题剧目。

全剧以女主角麦斯钰的人生成长经历为主线。生活在
水上的麦斯钰，不甘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勇敢追求渴望的
生活。在数度遭遇挫折后，她得到珠海灯饰企业家欧阳东
江的赏识，在珠澳跨境工业区登上展示自我的舞台。麦斯
钰经受跌宕起伏的情感，在商海愈挫愈勇，经历经济危机，
又与国际名企狭路相逢……她紧抓"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成功中标港珠澳大桥灯饰照明工
程。男主角黄梓健则是一位温暖又呆萌的技术男，剧中他
与女主角维持了一段长达20年的友情和爱情长跑，不乏甜
蜜与浪漫的瞬间。

去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其中提出共
建人文湾区，并指出将推进大湾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

发展。此次《湾区儿女》正是粤港澳地区在影视业中紧密合作的代
表作品之一，电视剧主要在深圳、澳门、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取景拍
摄，以主人公的奋斗成长过程，折射出粤港澳地区在政治、社会、文
化和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更集中反映了港澳地区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可喜变化。 （慧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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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湾区儿女》央一开播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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