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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观察

情满于山 意溢于海
■周清叶

■青推荐

《戏剧新生活》：在综艺中与戏剧相遇
■洪天贻

电视剧《山海情》深植于现实土壤，讲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
的故事，以历史的和审美的方式表现脱贫攻坚题材，以小见大
地表现了这一伟大过程，赢得了众多好评。

从吊庄移民到生态移民，这是宁夏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之
一，从人民利益出发是这一重要举措的逻辑起点，也是电视剧
拍摄的构思起点。剧作以五章和尾声的规模，线索清晰地再现
了闽宁镇20多年间的建设和发展、艰辛和收获，将历史事件的
史诗品格寓于日常生活叙事中。闽宁镇的故事千头万绪，但在
23集的有限篇幅里如何取舍？为此，剧作凝神聚力，径直切
题，以“减法”实现作品的价值增殖，呈现出爽朗明净又丰盈感
人的艺术质感。单纯明晰的线性叙事奠定了披荆斩棘、勇往直
前的感情基调。作品合理紧凑地安排情节，有“花开两朵，各表
一枝”的手法，如，当麦苗在福建火灾中抢救工厂物资而成模范
被采访时，得宝在金滩村首次成功种植蘑菇也登上了报纸，凝
练地表现了两省合作的深入和两个青年人在闽宁对口帮扶中
的各自进步；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方面，非必要，不出现，出
现就会引发或推动故事情节快速前进，比如，得花正式出现在
整体搬迁遇阻时，她作为后辈在大喇叭上的言论触动了老太爷
一辈的思想，使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得花再次出场是博士后
研究要回海吉调研，她带孩子们回老家，也促成得福几人一起
重回海吉、再看故乡的情节。成长中的他们再返乡，带来作品
明亮而抒情的结尾，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重意义。再如，
李大有愤而毁棚，激化多方矛盾，使得福面临压力和挑战，并最
终选择冒险违背麻县长的形式主义安排，说出蘑菇滞销的真
相，最终维护了菇民的利益。全剧诸多紧凑的情节设置使剧作
充满了戏剧性，真实再现了基层工作之难，也表现出人物对重
重困难正面应对的勇气和担当。

《山海情》刻画了形象感人的系列人物，真实再现了发挥人
民主体作用攻坚克难的全过程，充分展示了人物处于特定历史
情境中的美。这不是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剧作，马得福并非高
大全的英雄形象，他忍辱负重、踏实肯干，是在多方协助下不断
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形象。诸多人物有其生活原型，又包含丰
富的历史内涵和人生意蕴。作品以马得福、张树成、陈金山、吴

月娟等为代表，正面刻画了诸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形象。同时，还成功塑造了涌泉村三代农民，尽管性别、年龄、
认识水平、思想觉悟和实践能力有差别，但他们都是扶贫攻坚
不可或缺的力量。马得福和马得宝、李水花等人的经历，证明
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水花被迫接受了父
亲包办的婚姻，也接受了丈夫伤残的现实，她心无旁骛、无私忘
我地劳作，自励和劝勉别人时常说：“日子好着咧，而且会越来
越好”，她终于战胜命运的故事充分表现了西北女性的自尊自
爱、坚定乐观、执著奉献，也体现了新时代里，人民大众在一系
列惠民政策下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电视剧里，演员们扎实而优秀的演技、细致到袜子质地和
花色等服装道具以及渐次变化的妆容、发音的口型和微表情管
理等，精细地呈现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双重改变。剧
作的成功揭示了积极主动地融入生活的激流，就会从人民群众
那里汲取到力量，就能够迅速、准确地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
心声，也必然会受到人民的赞誉。

《山海情》以对独特“生活世界”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展示，带
领观众重温扶贫路。回到海吉人生存的本来形态，贫穷不是
美，但却是吊庄移民的故事起点。作品展示西北一隅的自然风
光，书写一方水土一方人。“马喊水”“水花”“水旺”“水水”等人
名以及“涌泉”的村名，使水的金贵和人们对水的渴盼溢于言
表。海吉涌泉村方圆百里大小山峰兀立，人们不敢也难于走出
去。尚待改造的玉泉营是一片戈壁，风沙扑面、从头做起是另
一重考验。天地本无情，兀自在轮回。融入人的主观生命情调
后，伟大祖国的大西北苍凉无言，呈现出悲壮的美。

扑面而来的土气息、泥滋味带来日常生活的美感。生动形

象的方言土语营造了鲜明的地域氛围，老百姓的酸甜苦辣、戏
谑幽默汇成了民俗风情，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得失忧惧绘成了
历史图景。贫穷是不能回避和否定的历史真实，但喜剧的因素
和全剧明朗的风格深深感染了观众，浓厚的西北乡村生活氛围
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氛围，以及作品整体的现实质感杜绝了电视
剧易犯的“悬浮”病，使作品雅俗共赏。“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电视剧对宁夏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做了很好的宣传。在结尾，
生态移民整体搬迁后，山川欢颜，水土重生，青山绿水滋养新的
地理和人文，令人振奋而期待。

托尔斯泰说，“情感是人性最本真的体现，思想只有转化为

情感才能沟通、联合人，而‘推动情感’才是艺术的独特功能。”
《山海情》清晰独特地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具有感人至深、催人
奋进的力量。剧中所有嬉笑怒骂皆出自真心、真性情。“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作品积极书写闽宁两省有志之士的情怀和担
当，纯正的趣味使观众的情感“向上提絜，向里体验”。家庭是
构成社会的基础，亲情是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马得
福一家寻找尕娃、照顾姑姑等情节，充分展现了人物的责任感

和亲人间的患难与共。得宝辍学、省钱供哥
哥上学，后来以带头种蘑菇、垫资做工程等行
动支持得福工作。父亲马喊水不仅身体力行
帮助儿子实施吊庄搬迁，还以农民的淳朴和
谨慎防止他腐化变质。大量的故事情节显示
了亲情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此外，还表现了
清新、淳朴的爱情。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有赖
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从动物界超拔出
来，本能的部分逐渐被社会化，但当下，现实
和文艺作品中却出现爱情物化和复杂化的不
良倾向。《山海情》杜绝多角恋爱的恶俗模式，
新一代年轻人以真诚和理智看待爱情，以历
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如马得福
所说，“水花已不是当初的水花，我也不是当
初的我。”爱情不再，但信任弥深，他相信水花
可以掌握养菇技术，也给予她一定帮助，吃苦

耐劳的水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年龄略小一些的麦苗和得宝
则质朴而坚定，始终互相追随。这两对年轻人的爱情因主观和
客观原因而结局不同，共同点是并非脱离现实的“爱情至上主
义”者，而是都以奋斗书写青春，追求更多的生活旨趣和价值目
标，表现了纯良高尚的情操和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光彩。

情满于山，意溢于海，《山海情》以饱满的情感表现丰沛的
主题意蕴，讴歌了劳动人民的理想愿望、集体智慧和坚强勇敢
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中
的成功之作，人民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融合助力其成为影视剧作
新高峰的可能。

近10年来，各类型的综艺霸占着广
大观众们数以亿计的电视和电脑屏幕。
生存类、选秀类、娱乐类、情感类、美食
类、生活方式类……五花八门的节目主
题定位更让屏幕前的一双双眼睛应接不
暇。一份来自云合数据《2020报告|网络
剧综节目观察》的数据显示，登上2020
年网络综艺有效播放霸屏榜榜首的选秀
综艺《青春有你2》累计获得近20亿的有
效播放量，纵观榜单上位列前茅的节目，
明星流量为导向，行业内情爆料、趣味性
与可看性并存，成了各大热门综艺必不
可少的要素，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节目
则大多涉及音乐、舞蹈、影视表演、搞笑
喜剧等市场性较强、受众基础深厚的演
艺行业。

2021年伊始，由爱奇艺出品的国内
首档“无名”戏剧人生活生产真人秀节目
《戏剧新生活》则为新一年的综艺格局点燃
了一把颇具新意的冷门小火苗。对于中国
的综艺发展来说，戏剧是一个相对陌生且
小众的领域。就现实中的市场占有率来看，
一场较为成功的话剧可在数轮巡演后收获
几万观众，而一集热门网络综艺的播放量
则可在数周内破亿，两种文艺生态的热度
悬殊远不可同日而语。屏幕前的观众，只
有较少数人真的买过戏票、进过剧场。

由于受众有限，流量紧张，和舞台剧
相关的真人秀本就屈指可数，以戏剧创
作为综艺的故事线更是鲜有先例。作为
主打首部以“职业戏剧人”为主角的真人
秀节目，《戏剧新生活》仅播出3期，就获
得了豆瓣评分9.3分。节目以“独立剧团”
的名义，让8位不为普通观众熟知的戏剧
创作者来到乌镇，进行8周的生活和创
作。期间所需的任何资金，都要戏剧人们
自己努力赚取。最终，每位戏剧人都有机
会用自己赚取的资金，参与一座剧场使用
权的竞标，竞标获胜者将获得该剧场一年
使用权。没明星、少流量、缺经费、“用爱发
电”搞艺术……这座名不见经传的戏剧公
社究竟魅力何在？

“话剧+综艺”的历史实践
2014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舞台剧综

艺节目——《星剧社》可以被视为“话剧+
综艺”的首创鼻祖。这档力图打造“偶像
话剧”的综艺，陆续在电视演播厅的舞台
上演出了《21克拉》《鹿鼎记》《罗密欧与
朱丽叶》《稳稳的幸福》《失恋公寓》《恶棍
天使》《白日梦》《超级奶爸》《罗密欧与祝
英台》《资本怎么论》等10部具有话题性
的类型化话剧。《星剧社》在剧目选择上
有双重标准。首先，作品及其创作团队要
在戏剧市场中具备一定的流量和品牌
性，其次，故事主题要有吸睛度——“都
市爱情”、“时尚”、“搞笑”、“奇幻浪漫音
乐剧”……都是不可或缺的类型化标签。
此外登台演员均为来自音乐、影视、主持
界的红人，为节目带来了收视保障。作为

“话剧上电视”的首次尝试，《星剧社》让
更多电视观众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接
触到舞台剧演出，大大扩展了话剧的传
播度。然而，每期90分钟的时长被舞台
表演时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幕后的故
事仅作为花絮在片头片尾予以几分钟的
展示。虽然有田沁鑫、何念等职业戏剧导
演指导作品，但观众却错过了专业人士

指导排练的过程，只看到明星们最后的
成果秀，这更偏向影视制作思维。创作者
们是否针对剧本进行了二度创作，抑或
只进行了一波“照本排演”的流水线操
作，观众无从得知。以结果为导向，选用
流量明星而非专职戏剧演员的《星剧社》
为话剧综艺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却依
然未能摆脱依赖偶像效益与类型化故事
的商业范式。

2019年，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
《故事里的中国》通过“戏剧+影视+综
艺”相融合的方式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优秀文艺
作品。其中戏剧部分总导演由中国国家
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每期呈现一部
文学或影视经典，这档节目开创了舞台
剧与文化访谈相结合的制作新方式。戏
剧演绎部分首先以剧本围读会开启排
练。导演和编剧与演员一起在围读中讨
论剧本内容，确定表演方向与创作思路，
这为舞台排练打下了基础。实际排演则
由戏剧现场与影视化拍摄两部分组成，
传统的戏剧舞台被转化为小型片场，切
分为三个舞台，其中既有戏剧表演空间，
又有影视化场景。加之高清影像等技术
的加入，使得戏剧舞台的艺术层次被拉
开，演出维度得到丰富化。在演员选配
上，每期节目都由知名影视演员和国家
话剧院的演员共同完成。在全长半小时
的演出呈现中，演员们要在戏剧与影视
的表演风格中不断切换，准确拿捏表演
分寸，十分考验功力。

戏剧在这档致敬经典影视文学作品
的节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更
多的是作为服务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承
优秀经典”的主旋律调性的艺术手法，但
精准的戏剧化改编、高水准的舞台呈现，
确实为经典故事带来了戏剧独有的创造
性表达。然而，这次戏剧也依然不是故事的
主角。“中国故事”的选材多为影视化作品，
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儿女》、电
视剧《渴望》等等。尽管安置于戏剧的排演
框架下，影视拍摄场景及影视表演却给综
艺带来了十分抢眼的视觉效果。另外，选用
名牌影视剧演员为主角所带来的明星效
应依然是节目收视率至关重要的保障。

戏剧综艺的核心在于聚焦创作
《戏剧新生活》确实是第一部以戏剧

创作者为主角的网络综艺。作为一个戏
剧生存实验，这档节目通过一个真人秀
的游戏模型向观众展示了游离于体制和
市场外的自发式戏剧创作是如何发生及
运作的，以及尚未深入参与进商业链条
的这一类戏剧创作者是如何生存的。由
曾与陈向宏和孟京辉共同发起过乌镇戏
剧节的黄磊与赖声川担任“戏剧委员会
主任”，节目的剧情设定在乌镇乌村中的
一座“戏剧公社”里。各戏剧人带着节目
组定额分配的少得可怜的起始资金，要
在这里同吃同住，自行解决驻地8周内
的生存与创作问题。在一个平等、自治，
大事小情均靠民主投票来决定的集体宿
舍中，一边生火做饭一边搞艺术，白手起
家，自力更生。这一规定情境有着浓浓的
理想主义情结。

从2013年至2020年，连续举办过
七届的乌镇戏剧节已经成为中国戏剧界
一年一度的戏剧盛会。而乌镇，也因戏剧
节的举办而成为中国最具艺术气息的梦
幻小镇。依托7年来积累的行业资源，从
情景定位、人员选配、剧场支持到内容制
作，《戏剧新生活》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戏剧新生活》的参与者大多为戏剧业内
人士，他们是在乌镇戏剧节有过精彩表
现的佼佼者，抑或是活跃于戏剧舞台的
一线演员和导演。对于综艺观众来说，这
使得他们有机会近距离了解戏剧行业的
生态环境与戏剧人真实的生存状况。自
曝“存款只有两万元”的刘晓晔是常驻孟
京辉工作室20余年的金牌演员，他毕业
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北京舞蹈学院
音乐剧系，这位表演极具个人风格的喜
剧老大哥就靠演戏吃饭，他最为人熟知
的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已经上演
了2000余场。学戏出身、毕业于北京舞蹈
学院的吴彼现为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曾获
得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最佳戏剧奖。
从业十余年，这位资深话剧演员也演过不
少影视剧，他自己却说最挣钱的路子是做
综艺。国家话剧院的导演刘晓邑，集编舞、
表导演、木偶、舞美等多种技能于一身，曾
任中文版舞台剧《战马》的演员及马偶组
导演，是个剧场全才。曾夺得乌镇戏剧节
青年竞演首届冠军的戏剧演员赵晓苏，在
孟京辉工作室累积经验后也慢慢转型做
起了影视演员。此外，还有两位优秀的戏
剧“90后”：中戏博士、舞台剧金童子，丹

麦欧丁剧团惟一的亚洲演员丁一滕；以及
青赛冠军刘添祺。后者是为了生计奔波，
靠当表演老师、打零工、跑剧组糊口的
创作型人才。节目组的流量配置只有两
位，一位是上过春晚演小品，乔杉的搭
档、喜剧演员修睿；另一位则是小有名气
的影视剧演员吴昊宸，近年来涉足戏剧，
反响颇佳。

这些戏剧场上的实干者相聚一堂，
张力满满，为一出好戏配足了料。任务设
置上，《戏剧新生活》的核心主题是“创
作”，因为，做戏剧最大的乐趣就在于

“新”。不论是老戏新排，还是原创新戏，
每一次排练都不是照本宣科的自我重
复。戏剧活动的核心是人，一出戏呈现的
风格与传达的价值观，是由创作它的人
决定的。勤于思考，真心投入，才能在作
品中形成真诚而有力的表达。

在《戏剧新生活》综艺中，毫无品牌
基础，也没有宣传与制作团队的临时剧
团被迫选在了旅游淡季开张营业，纯靠
上街卖票本就是无利可图。而创作的价
值恰恰在于创新的乐趣。每一期的挑战，
是成员们要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合力上
演一部新戏。揭示戏剧创作的过程是这
出真人秀的重头戏。想要生产出新奇、好
玩、动人的独特表达，必须兼顾选题、形
式、结构组织方式等多个方面。在责任心
和信念感的驱使下，群策群力，历经争吵
和磨合达成共识。所以在节目中，我们看
到刘添祺如何一步步将女儿最爱的童话
故事改成了一台戏；丁一滕怎样从苏联影
片《命运的捉弄》与王尔德名著《道连·格
雷的画像》汲取灵感，构思出两个新故事；
以及谨慎的吴彼爱唱反调、照顾人的修
睿却容易偷懒、刘晓晔有力排众难拿主
意的魄力，吴昊宸和刘晓邑在场地谈判桌
上意见相左，争执不休……这些点子、插
曲与风波，都是戏剧创作中再常见不过的
现象。在每一日的排练中都随处可见。观
众也看到，团队合作的创作机制下，没有
绝对分工，任何一位创作者都可能要身
兼多职。在协作中创造是一种本领，戏剧
人是手艺人而不是工具人。

尽管受到创作时间与成本的限制，
但每期一部新鲜出炉的短剧，仍高效地
向观众展示、普及了几款最基本的戏剧
类型。儿童剧《养鸡场的故事》中的童话
色彩、偶戏道具、多人饰一角；《鸡兔同
笼》中抽象的时空转换、无实物表演、慢
动作手法；《出山》（原作名为《静止》）中
的戏曲与曲艺的元素；似水年华酒吧内
的浸没式戏剧；水剧场的室外环境戏剧，
小鸭子、水、火等真实元素加入表演……
对于没进过剧场的观众来说，在电子屏
幕上观看这样几出发生在真实剧场中而
非电视演播厅里的“戏剧”，确实已经打
开了一个新世界的窗户。

戏剧能否出圈？
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是一个问题。”
在第一期开头，召集人黄磊就抛出了这
个关于赚钱的哈姆雷特之问。言下之意
是，搞戏剧赚不到钱。时代使然，戏剧无
过。国内戏剧产业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
益不成正比，市场化程度低，观众基础
薄弱，已经是不争的行业事实。毕竟现

代话剧是舶来品，传统戏曲日渐式微，
国人早已失去了进剧场的习惯。在影像
化时代，在电影与网剧面前，戏剧更是
绝无抗衡之力，它天然就不具备出圈的
素质。

就其对戏剧创作的聚焦度与内容专
业性来说，《戏剧新生活》确实是一档前
所未有的新型戏剧综艺。它一经播出，就
引起了戏剧能否靠综艺出圈来改善自身
小众定位的讨论。戏剧人为出圈博出位
的声音屡有耳闻，“真人秀大于戏剧”“靠
乞讨卖艺、当街卖票的环节来卖惨哭穷”

“几部作业离真正的艺术创作还差得远”
等等。也有人把这当成一场理想主义圣
徒的自我狂欢：“忽视金钱的姿态背后是
自命不凡的傲气”“反复科普的戏剧大师
及流派知识竖起阳春白雪的高墙，让观
众望而却步”。但正如赖声川所言，“《暗
恋桃花源》多有名，其实也就几十万人看
过。但电视剧一集的观看人数可能都不
止这个数。”《戏剧新生活》让更多的网络

观众接触到戏剧这门小众艺术，了解戏
剧人所处的现实，已经实现了颠覆性的
传播效果。另外，任何一档综艺节目都需
要卖点，都需要以保证收视率为前提。综
艺是综艺，戏剧是戏剧，双方本就是互利
共赢的合作关系。《戏剧新生活》为我们提
供的是戏剧化的综艺、综艺化的戏剧，大
可不必拿着戏剧创作独有的规则来要求
一档娱乐节目。看到观众们在弹幕中纷纷
惊呼“感人”、“泪目”、“想去看现场”，我以
为这档综艺节目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为戏
剧出圈做出了贡献。仅通过剪辑与后期处
理过的视频，让大众开始燃起对戏剧的好
奇，感受到它的魅力，未尝不是一个很好
的开始。

在这个时代，戏剧本就不是一项能
够全身出圈的艺术门类，它也不适合全
身出圈。但是，假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偶
尔关掉屏幕，买张戏票，走进剧场去和真
实的戏剧打个照面，不也是很美好的一
件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