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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
话发表以后，国内文艺界的创作生态和文艺面貌焕然一新，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逐渐成为文艺界的共识，文艺在
反映社会生活、塑造时代英雄、引领社会风气方面积极作
为，出现了守正创新、奋发有为和筑梦新时代的正大气象。
这种新气象在电视剧创作领域尤为明显，现实主义电视剧
的回归成了一道靓丽风景线，创作了一批“社会上起作用、
市场上有观众”的精品力作，体现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
神的丰硕成果和巨大胜利，人民群众由衷地感叹“人民电视
剧”又回来了。

典型人物的高度即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众所周知，电视
剧是人物的艺术，人物是电视剧作品内容构成的核心成分，
人物立则电视剧立，人物优则电视剧优。换句话说，整部电
视剧的精气神和艺术品相，主要聚集于典型人物身上，现实
主义电视剧尤为如此。当前，现实主义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
最大的特点是富有真实性和典型性。

翻看新时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人物塑造注重在
时代性和当代性中彰显真实性。例如，电视剧《装台》中的底
层人物刁顺子和蔡素芬，电视剧《最美的乡村》中的扶贫干
部唐天石和卢振兴，《花繁叶茂》中的村支书唐万财和何老
么。这些人物形象或反映了中国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社会真实，或体现了民族文化面对现代文化转型坚守的历
史真实，人物在政治、社会、家庭伦理的多重漩涡中艰难挣
扎，这样的人物既接地气，又有生气，更冒热气。可以说，人
物的真实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的真实，创作者让人物在命运
诉求和现实困境之间来回奔跑，从克难超越的过程和审美
视野凝视个体生命的复杂存在，具有洞悉社会历史本质的
诗意美感。

主题思想的深度即是社会历史的深度。主题思想是现
实主义电视剧的主导因素和灵魂内涵，应当说，这种主题思
想既存在于现实主义电视剧的题材之中，又生成于作品的
创作和创新之中，创作者借助人物、故事和环境将其最大化

地呈现出来，使作品具有了深邃的思想价值和宏
大的社会意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主题思
想的开掘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成绩。

现实主义电视剧的文本内容或许最有说服
力。其一，涉案题材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三叉戟》
《破冰行动》《人民的名义》反响强烈，观众看到了
纪检监察战线和人民公安战线的奉献牺牲精神，
看到了依法治警、依法治吏和依法治国的坚定信
念，看到了一代人在复杂斗争中的共同命运，彰显
了一个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政党勇于刮骨疗毒
的自我革命精神。其二，改革题材电视剧《鸡毛飞
上天》《大江大河》《黄土高天》具有开拓性，这些作
品依托艺术的形式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史，不仅再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的
历史进程，而且表现了中华儿女在社会转型期文
化心理结构的艰难蜕变史和成长史。其三，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伟大的转折》《可
爱的中国》《海棠依旧》催人泪下，这些作品的主题重在“以
史启真”和“以史资政”，用历史故事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合
法性和必然性，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不得，升
华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其四，扶
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石头花开》《枫叶红了》《一个都不能
少》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作品着力探寻乡土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内生动力，挖掘乡村社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依靠力
量，着重表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题内涵，强调“两
山”理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动力。依托扶贫剧着重反映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观在当代乡村社会的成功实践，彰显了执政党为国为民
的初心和使命。其五，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三十而已》《都挺
好》等引发收视热潮，这些作品或点赞个体的奋斗励志精神，
或探究女性的独立自主问题，作品告诉我们，人的情感本能
和情感自由越是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人类社会就越能
向着高级文明不断靠近。此外，以《安家》《嘿，老头！》《幸福
院》等为代表的温暖现实主义电视剧令人动容，体现了全社
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欣赏接受的广度即是文艺大众化的广度。文艺需要人
民，人民需要文艺，人民对优质文艺的需要与优质文艺供给
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应当是当前文艺创作和消费的主
要矛盾，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满足人民大众的欣赏接
受需要方面做出了表率作用。

第一，带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现实主义电
视剧没有“迎合民众”，而是聚焦社会大多数的喜怒哀乐和
人生烦恼，将普通人的生存处境、欲望困境和奋斗故事作为
电视剧的核心内容，以艺术的形式抚慰他们的忧伤、疏解他
们的困惑并为其提供希望和出路。实践告诉未来，只有将人
民装在心中的艺术，人民才会将艺术高高举起。例如，电视
剧《少年派》和《小欢喜》就是其中的代表，创作者真实反映
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面临的困惑和烦恼，敏锐
捕获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堵点、痛点和难点，引发了话题
性的收视热潮和社会共鸣，是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
导向的典范之作。第二，面向工农大众进行艺术创作。中国
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占据了我们国家
人口的大多数，工农题材电视剧不应缺席。譬如，反映林业
工人青春奋斗史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一经播出便引发了
无数林业工人的共鸣和欢呼，他们豪情满怀和忘我奉献的
奋斗精神在当代青年中引发强烈反响。农村剧《岁岁年年柿
柿红》，以改革开放40年乡土中国的蜕变发展为主要内容，
堪称为时代存真、为农民塑像、为乡土铸魂的优秀作品，在
农村群体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传播力，创作者在深入生
活和走进农民的同时，担当了为农民发言和代言的重要使
命。第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现实主义电视剧拒绝
与浮躁功利的创作习气同台合唱，精准拿捏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平衡点，创作了一批经得住社会检验和市场检验
的好作品。无论是前几年的《父母爱情》《小别离》，还是这两
年的《在远方》《鸡毛飞上天》都在国内外市场取得了不凡的
收视业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可见，优
质作品是两个效益的统一体而非矛盾对立体。

总而言之，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是践行文艺工作座
谈会讲话精神的一支轻骑兵，充分体现了人民文艺、大众文
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和正大气象。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的正大气象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的正大气象
□□薛晋文薛晋文

香港警匪片在电影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叙
事模式，往往反映警察与毒贩、黑帮、不法富商的较量以及
警队内部的反贪肃纪，注重以悬念迭出的惊险故事和激烈
火爆的打斗、枪战、飙车、爆炸等标志性场面吸引观众，此
外，也有一些影片正面表达黑帮人物之间、卧底警察与黑帮
人物之间的所谓兄弟情分、江湖义气，从而增加了对人性复
杂的探索。这一叙事模式在香港警匪片长期繁盛之后，正
面临着巨大创作瓶颈，熟悉的元素、熟悉的桥段、熟悉的意
义，必然无法吸引对此模式已产生审美疲劳的观众。

由邱礼涛执导的《拆弹专家2》对同类题材寻求创新起
到一定的借鉴意义。警匪片中惯常出场的为了获取巨额非
法利益而作奸犯科的毒贩、黑帮和不法富商，在该片中被置
换为具有国际背景并提出明确政治主张的恐怖组织，由此
使得该类型影片具备了崭新的表意能力。

同样是城市反恐题材，在《拆弹专家1》中，西区隧道股
权持有者闫老板重金收买了恐怖分子洪继鹏，令其策划一
起恐怖袭击，以炸毁红磡隧道相威胁，强迫香港政府高价回
购经营状况不佳的西区隧道，可以看到，其行动的全部目的
都在于获利。但是在《拆弹专家2》中，马世军继承巨额家
产之后建立了恐怖组织“复生会”。该组织成员之中有大量
白种人，并且以1993年发生的美国世贸大厦爆炸案作为自
身精神的起点，片中“复生会”的目标是毁灭世界而不是获
取金钱。最令人胆寒的是“复生日”恐袭计划：劫持地铁运
行至香港国际机场下方，引爆预先安置在车厢内的小型核
弹，给香港以毁灭性的打击。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
题之一，在极端性政治主张的驱使下，恐怖分子实施犯罪
在目标、逻辑和方式上，均与传统的刑事犯罪存在着巨大

差别。《拆弹专家2》直面这一问题，体现出敏锐的时代意
识和鲜明的全球视野，同时，也对香港警匪片的题材做出
了拓展。

进而，影片以主人公潘乘风的自我迷失隐喻香港由于
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境遇所造成的认同困境，使得主人公
成为香港主体意识的具象化表征。由于价值断裂所导致的
潘乘风的自我迷失，其实应当从象征性的层面做出理解与
阐释，否则，主人公就会成为一个不可理喻的“糟糕的个性
化”形象。

具体看来，自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对于
香港而言这是突然之间被强行给定的极端处境。西方文化
全面而强势地进入及其对于社会意识的长期塑造，难免引
发价值断裂和认同困境，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影
片最有意义之处在于以隐喻的方式指出，这一问题如果不
能有效解决，势必导致香港遭遇来自内部负面因素造成的
严重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

最后，影片在叙事中引入了哲学思考的崭新维度，以主
人公潘乘风的主体意识重建过程，阐释了香港社会走出认
同困境的现实路径。在一次实施恐怖袭击的过程中，潘乘
风受到爆炸冲击波的剧烈震荡而丧失记忆。潘乘风的前女
友、警官庞玲根据心理学家的建议，在潘乘风努力追忆、确
认“我是谁”的关键时刻对他的身份做了一次明确的指认：

是领受警局命令潜入恐怖组织“复生会”的卧底警察。潘乘
风接受了被赋予的身份并据此展开了主体意识的重建。

潘乘风重返“复生会”后，继续执行警方的指令，最终以
自己的生命瓦解了由他自己制定的“复生日”恐袭行动，彰
显了完成建构的主体意识所具有的强大能动功能，使得主
人公可以突破身份的制约以死求善。

可以看到，潘乘风新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来自庞玲有意
识地塑造，这一情节将阿尔都塞的主体建构理论以具象的
方式表现出来，并指向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在阿尔都
塞看来，个体总是经由媒体、学校、教会、工会等“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基于特定价值的“质询”和“召唤”，才能因为认同
此种价值而生成特定的主体意识，并在此主体意识的支配
下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潘乘风主体意识的重建来自庞玲基
于正义价值的询唤并由此实现自我救赎的情节，象征性地
阐释了香港社会也必须经历文化环境的深刻改造，才能建
构崭新的主体意识，根本性地走出基于历史性创伤体验的
认同困境，为未来的发展繁荣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拆弹专家2》从叙事功能单元置换、富有冲击力的创
新性情节设计以及哲学思维的引入，使得一个城市反恐主
题的警匪片，因为建立了区域与全球、个体与社会、现实与
历史之间的想象性联系，从而极大地扩充了意义的容量，开
掘了思维的深度，可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创新尝试。

评 点

电视剧《大宋宫词》片头独具匠心，将
角色人物、剧情场景动态融入传世名画《韩
熙载夜宴图》中。以“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这一极具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的审美艺术
特质，在“琴瑟和鸣，鹣鲽情深”的悠扬乐声
中，手卷般在荧屏前向观众徐徐展开。剧中
王公贵族、士族大夫、文人雅士或在宫宇或
在亭榭间，抚琴调香、点茶观画、饮酒吟诗、
宫廷队舞的雅致场景，瞬间便将观众代入
那个一如“雨过天晴云破处”汝窑瓷般典
雅、隐逸的大宋。导演在完美主义主导下对
服化道的准确把握和历史景观的精致再
现，浪漫主义引领下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以
及女性独有细腻情感的表达与艺术升华，
运用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语言对人物与人
物、人物与周遭环境之间互为镜像的映照、
情绪渲染和命运观照，都无疑为《大宋宫
词》贴上了李少红浓烈的个性化艺术气质
标签。

电视剧《大宋宫词》以民间熟知“狸猫
换太子”的刘娥为大女主，以其与写下千古
名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的宋真宗赵恒之间真挚爱情故事为主线，
辅线以“咸平之治”“澶渊之盟”“仁宗盛治”
为历史背景，在北宋真宗、仁宗时代，在皇
族、大臣、世家、士族之间，围绕皇权更迭、
朝堂权谋、后宫暗斗、垂帘听政、治国安邦
等进行了全景式故事演绎，多视角诠释了
忠诚与背叛、权力与欲望所折射的人性美
丑之分、善恶之辨，并以中国多民族平等共
融的站位视角，重新阐释了北宋与以萧太
后为代表的契丹大辽
在“澶渊之盟”结束几
十年后长期对峙的战
争状态，从而达到以
战止战、共存共荣，一
如苏辙《栾城集》所言

“（辽）与朝廷和好年
深，藩汉人户休养生
息，人人安居，不乐战
斗”，乃至“牛羊被野，
戴白之人（白发长
者），不识干戈”。此盟
约为大宋与辽带来百
年和平，更加速了北
方民族大融合。

围 绕“ 澶 渊 之
盟”，从战前寇准为代
表的主战派与宋真宗
为代表的主和派朝堂
之争，到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战，在电视剧《大宋宫词》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剧中黄河边这场冷兵器
时代宋辽两军之战被演绎得极为精彩。从渡河之战到澶渊攻
城的战争场面，辽军铁骑被宋军凿破冰面落入黄河的水底仰
拍，澶渊攻坚时，北宋守军强弩滚石、地道藏兵、步骑协同作
战，这些层级递进、酣畅淋漓的冷兵器战争场面，全然是大电
影般的艺术语言。不仅如此，澶渊之战正面战场的激烈厮杀、
战争幕后心理战、外交议和等都穿插其间。因此我们不难理
解，电视剧《大宋宫词》开篇以凌厉的剪辑，将皇子夺嫡、刘娥
与真宗坠入爱河等庞大信息迅速交代，剧情倍速推进，这让很
多看惯了古装剧男女主角一集相识，五六十集方能相守的观
众一时难以习惯，甚至吐槽。其原因就是李少红执导的《大宋
宫词》并非满足于一个痴情皇帝与民女刘娥之间的儿女情长，
该剧核心是演绎刘娥爱上三皇子后，以极大的勇气和坚韧从
容面对皇帝“鸩酒”、大臣非议，始终守护她和三皇子的爱情。
并在爱屋及乌和情非得已的皇权争斗、后宫暗斗的裹挟下，终
被封后乃至走向垂帘听政的台前。剧情可能与我们时常诟病
的国产古装电视剧注水情节、倍速观看不同，61集的《大宋宫
词》剧情毫无拖沓之感，每一集都在多线剧情推进中，将一个
又一个矛盾和考验集中于刘娥身上。

刘娥的塑造与历史上相似的人物有所不同，她与吕后的
阴险狠毒不同，刘娥心地善良，作为女人，即便贵为皇后，对她
的情敌依然富有怜悯之心，对非亲生仁宗的爱胜似亲生；她与
热衷权力、武周代唐的则天皇后不同，刘娥是出于对真宗的
爱，为维护大宋江山稳定的责任，才从幕后走向台前；她与慈
禧大权独揽、处处提防光绪不同，同样是垂帘听政的刘娥在朝
堂权谋斗争中纵横捭阖，为大宋殚精竭虑。刘娥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对真宗深深的爱，出于对大宋江山的爱。《宋史》这样
评论刘娥：“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
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刘娥终将她治理下的一个欣
欣向荣、国富民安的大宋交到了仁宗的手中，使大宋迎来“仁
宗盛治”。

作为全景式表现北宋历经三朝皇帝的大剧，以大笔墨写
了大臣的人生命运。朝中大臣的群像塑造不同以往忠臣、奸臣
简单的二元划分，以寇准为首的众臣都是多维的立体塑造，可
圈可点。

《大宋宫词》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正剧，也不能定
义为古装戏说剧，我不妨将其定义为历史故事剧，但无论是历
史史实还是虚构的传奇色彩，我们从剧中塑造的大女主刘娥
身上，感受到了“爱、责任、宽容”的力量。

3月28日，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
会、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新时代重大主
题电视剧的创新生产”学术研讨会在上
海大学举行。会议以“新时代重大主题
电视剧的创新生产”为核心议题，旨在以
科学研讨回应“群众催更”与“时代内
需”，与来自全国各地30余位专家学者
展开对话。研讨会共设有6项主题议程：
其中5项议程分别就重大主题电视剧创
作的“全景观照”“艺术对话”“多维阐释”

“创新启示”以及“案例分析”展开学术研
讨，并对上海大学校史剧《红色学府》的
创作进行研讨。

近期重大主题剧热播，专家认为，重
大主题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兴衰荣
辱，人民悲欢离合”，影视剧不仅是艺术
作品，更是触动人心的红色激流与时代
赞歌。《觉醒年代》《装台》《山海情》等热
播剧“葱茏现生活，鲜活表人生”。

专家们将这种“热”归因于现实主
义表达与浪漫主义情怀相融合的创作理
念，以唯物史观面对重大主题的创作方
式。专家认为，艺术作品是思想的审美
化，功力高下最终体现在对“度”的把
握，创作要在宽度、醇度与亮度三方面
下功夫。

与会领导、专家还对上海大学原创
校史剧《红色学府》提出建议，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对该剧题
材表示肯定，并建议重视人物与故事的
深入挖掘，形成原型可溯的“历史脚
本”。也有专家认为片名当有概括性、抽
象度，但不限定明确指向性；主题应当是
明确的，但话题可以是开放的；可以尝试
重要历史人物瞿秋白的形象塑造。多位
专家学者就作品形式、题材选取、人物塑
造、片名拟定以及发行推广等多个维度
提出宝贵建议，为创作积蓄了“底气”。

（许 莹）

“新时代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新生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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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励志综艺节目《乘风破浪》即将收官。《乘风破浪》
通过30位演艺界成熟女性追梦历程的成长与蜕变，传递
了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时代正能量。30位女嘉宾在舞
台上一次次不断突破自我，刷新着对自我的认知，引领更
多女性消除年龄焦虑，以自信、向上、拼搏的姿态追求梦
想，实现人生价值。在收官之战中，将有14位成员通过层
层比拼，最终产生闪耀声乐表现奖、闪耀舞蹈表现奖以及
闪耀乘风破浪舞台奖三个奖项。

随着台网融合的不断升级，湖南卫视与芒果TV在愈
发加深的互融互通中，衍生出新的网台联动模式。在融合
传播中，湖南卫视《乘风破浪》在内容、剪辑、叙事上都与芒
果TV《乘风破浪的姐姐》做出区分。在内容上，后者更加
注重真人秀和舞台表现，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完整过程呈

现，更便于线上互动和观众情绪与意见表达；而《乘风破
浪》则是基于卫视平台播出要求，在内容、剪辑、叙事上更
加注重主题立意的表达，观众不仅看到嘉宾们在节目中的
个人竞技，更有团体的互相鼓励和彼此温暖，展现了舞台
之下的女性友谊，同时紧扣时代热点，充分挖掘当代女性
成长、奋斗的励志故事，邀请不同领域和行业的优秀女性
人物榜样来到节目现场，如湘西州级苗鼓传承人石金琦、
贵州大山里的扶贫大队“侗家七仙女”等来到节目中与嘉
宾们同台表演，从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中挖掘女性力量。

据悉，《乘风破浪》将于4月9日晚8点在湖南卫视收
官，14位成员将进行最后两轮五人唱跳组、七人团体组的
比拼。“她力量”不会随着节目的收官而止步舞台，节目期
望能够开启更多女性的精彩人生篇章。 （湘 闻）

《乘风破浪》收官在即“她力量”不止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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