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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在
哔哩哔哩甫一上线，便受到网友们的
热烈追捧：播放量、弹幕量一骑绝
尘。有研究者认为，经典名著作为传
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改编为影视剧
已经是一种新型传播方式，而新上线
的互联网弹幕版本，乃是传播方式的
又一突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精神世界，是民族特质与集体人格
的具体体现。现代中国人在对文化的
反溯中，可以知晓自己根源何处，知
晓民族的情感审美及价值信仰来自何
方。那么，如何将传统文化从抽象概
念与范式化叙事中抽离出来，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细化到现代生活之中呢？

集文字、音频、图像、信息互动为一
体的新新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能。

互联网传播中，信息交互性进一
步强化，经过内容再解读、生存情境
再演绎，受众与古文之间的距离被
缩短，不仅有利于内容记忆与信息扩
散，而且经过新新媒介的渲染，更多
人重拾对传统文本的兴趣，渴望在更
深层次进行解读。

其实，部分经典本身也经历了不
同媒介的传播过程。以三国故事为
例，西晋陈寿所著 《三国志》 中粗陈
梗概的史料为其源头，之后，又历经
数个世代的累积。晚唐李商隐 《骄儿
诗》 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
吃”一句，小小孩童便知晓张飞是虬
髯公而邓艾口吃，可见三国故事早在
晚唐之前便已经在民间流传。在这一
过程中，说书艺人是重要媒介，通过
口耳相传，使三国故事家喻户晓，让
忠恕仁义的精神深入人心。除此之
外，还有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杂戏表
演。在古代社会，相较纸本阅读，听
书、观戏无疑更为便捷有效，也更利
于故事快速传播。

现代社会，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途
径不仅是说书听戏，还有广播、电视、
电影等媒介。《中国诗词大会》《成语英
雄》等节目如雨后春笋，更有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主播，在国内
外社交媒体上分享传统生活方式，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符号。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
发生了巨大改变，对传统文化范畴内的事物接触较少，从而造
成认知的空白。主播们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受众重现春耕秋
收、造纸制笔、染布裁衣的过程，在图像、声音、文字的叠加中，
大众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传统田园生活有了具体的感受
与认知。同时，田园风光、古朴器物成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衍生，
为历史记忆与当下情绪建立联系，激发出大众的强烈共鸣，
唤起他们的归属感，继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认同。

可见，在现代传播过程中，新新媒介的作用显著：以大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阐述较为抽象的“传统”概念，在视觉、
听觉的共同刺激下，受众的想象力进一步被激发，在直观的
审美中实现跨时代的心灵碰撞，继而产生共情。

作为几千年经验的总结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传统文化需要现代表达。
在文化异彩纷呈、丰富多元的当下，更应利用新颖的传播方
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进当下、融入生活。

7 月 1 日，《梦想领航》 在上
海市黄浦区“声动党课”首发
首唱。这是国家出版基金 《唱
响中国梦》 项目组时隔 10 年之
后，又一次为中共一大会址奉
献新曲目。

《梦想领航》由杨赛作词，解
本康作曲，周杨、张琪演唱。歌
曲深情回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国梦”的初心始发，展现了新
时代上海浦江两岸挺立潮头的豪
情与担当，歌颂了共产党人的必
胜信念、坚强意志与开拓精神。
男女声对唱感情真挚，既深情绵
长，又大气磅礴，充满了催人奋
进的力量。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中共一
大会址就坐落在黄浦区。该区也
是共青团的发源地、国歌的唱响
地、解放上海第一面红旗的升起

地，现已经发掘出 120 多处革命
遗址遗迹。红色地标承载着党和
国家的红色基因，红色文化是黄
浦的文脉和灵魂。黄浦区将厚重
的红色底蕴与音乐、戏剧等艺术
形式紧密结合，在全国率先推出

“声动党课”，以党建为引领，集
结长三角文化创新青年力量，不
断推出新人新作，唱响时代精
神，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凝心
聚力。《梦想领航》正是“声动党
课”的主题歌。

“声动党课”以音乐电影《走
进这扇门》 开场。2011 年 7 月，

《唱响中国梦》项目组为中国共产
党成立90周年创作了这首歌。歌
曲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
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
成就。自 2012 年 1 月首演之后，
这首歌多次在海内外唱响。

三维重现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石窟依山开
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
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9万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
的古代石窟群之一，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

在云冈石窟现存的 45 个主要洞窟中，第 12 窟
又名“音乐窟”，开凿于公元 5 世纪，前殿后室，入深
14 米，宽 11 米，高 9 米。岩壁上雕刻了丰富的天宫
伎乐形象和中外乐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
响乐团”，在中国音乐舞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如何让这处不可移动文物“行走”到更多地
方，让更多人得以观摩品鉴？

2016年 8月起，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云
冈石窟研究院合作，对第12窟进行了高保真三维数
字化数据采集。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对合作团
队提出了殷切希望：“让云冈石窟走出去，是我们
多年的愿望。一定要把效果做好，对文物负责。”

合作团队经过多次实验，最终决定采用由浙江
大学研发的一套解决方案：三维扫描+三维打印。

前后历时3个月，团队对云冈石窟第12窟进行
了 52 站三维激光扫描，拍摄了 5.568 万张照片，再
经过摄影测量计算和人工交互三维处理，成功建立
了第12窟的高保真彩色三维模型。

经过 20台超大型工业级 3D打印机 24小时不停
运行，历时大约 13 个月，110 块模块全部打印完
成。在型准上，这项巨大体量的三维重现工程，误
差小于2毫米。

拼装“石窟”

石窟不是一天建成的。

1500 年前，假设每天有 30 名北魏工匠参与工
程，他们需要用大约 7 年时间斩山、开窟、造像，
最终完成云冈第12窟的营建。

1500年后，今人如何再造一个云冈石窟？
2020年初，5个工人仅用 15天时间，就完成了

复制版云冈石窟第12窟在浙江大学的搭建工程。
科学家团队把外围长宽高约为14×12×8.3米的

复制版云冈第12窟，分割成了110块拼装模块，每
一块的长、宽都在2×2米左右，重量约为50—70公
斤，然后在展厅里现场拼装完成。

听起来，搭建思路与积木玩具无异。
“玩具”，早已在展厅外围的露天空间严阵以

待：1月5日，8个12米长的标准集装箱运到了浙江
大学紫金港校区。3 天后展厅就绪，笔者有幸见证
了这场“大变形”的全过程——

和1500年前北魏开凿石窟不同，再造石窟是一
场“加法工程”：在桁架结构组装完成后，“12 窟”
窟顶最高层的模块就在地面上空被吊起，在低空完
成拼装后，再整体被吊到上空。就这样一层一层地
拼装。

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此次正式拼装
前，这个过程曾有过两次演练。“每个模块都是浮
动吊装的，所以拼装过程会微调每个模块的位
置。”承担复制窟打印与拼装工作的，是美科图像

（深圳） 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陈少康说，首次拼
装是最重要的工作，要让拼装接缝达到最优的效
果，得慢慢调整相邻模块之间的相对位置，这个过
程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经过第一次拼装测试
后，相邻模块之间的位置就会确定下来，之后就可
以根据留下来的标记，进行快速拼装了。”

“彩妆在身”

当复制版云冈石窟第12窟呈现在眼前时，笔者

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这个洞窟的全貌——大同市的
云冈石窟第12窟，正在经历整修，已经多年没有对
外开放。而在浙江大学的复制版云冈石窟第 12窟，
人们可以走进去慢慢观赏。

这是一个前廊后室的佛殿窟，前室外壁为中
国殿堂式石雕窟檐，观众甚至可以触摸它们，只
是手指所及的并不是武州山的砂岩。出于轻便、
安全的考虑，3D 打印的石窟是由高分子材料组成
的，乳白色。

要知道，人的视觉系统极其敏感。那么，复制
版云冈石窟第 12 窟的“砂岩”是怎么骗过人眼的
呢？原来，科学家团队在高分子材料上，喷涂了一
层专门调制的云冈砂岩质感涂层，“石头”就这么
制造出来了。

往里走，整个洞窟是彩色的。
“音乐窟”是云冈石窟中的五华洞之一，“华”

就指色彩的保存，原窟里现在可见的这一层颜色，
源自清代的重妆——色彩厚重、富丽、鲜艳的颜料
的成果。复制窟以还原这个历史阶段的色彩为准，
由人工使用国画颜料进行绘制。上色过程同时严格
还原了石窟雕塑表面的现状纹理、老化痕迹及人为
刻画留下的痕迹。

由于拥有了手工绘制的自由度，在考古学理念
的指导下，绘制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色彩复原尝
试——比如剔除了原洞窟因为煤灰沉积带来的黯黑
色调。今天能够看到的复制版云冈石窟第12窟，整
体色调比实际洞窟明亮。

所有模块在进场拼装前都已经“彩妆在身”，
复制窟的上色表面积约有920平方米，由7位专业人
员耗时8个月绘制完成。

据悉，在杭州完成首展后，1∶1 复制的这座
“音乐窟”还将全球巡展。云冈石窟研究院副院
长卢继文表示，云冈石窟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瑰
宝，“行走音乐窟”将上演一场中国与世界共享
的、永不落幕的“音乐会”。

日前，1∶1复制
的 云 冈 石 窟 第 12 窟

“音乐窟”在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亮
相，并通过线下、线
上的方式开放参观。
这是全球首例可移动
3D打印复制洞窟。

依托高精度数字
化 技 术 和 3D 打 印 技
术，云冈石窟在千里
之外的浙江省杭州市
迈出了“行走”世界
的第一步。

云冈石窟
迈出“行走”世界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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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领航》向党献礼
杨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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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于浙江大学的复制版云冈石窟第12窟 卢绍庆摄

7月1日，《梦想领航》在上海市黄浦区“声动党课”首发首唱
主办方供图

今夏，以悬疑为类型要素，以原生家庭和少儿
个体成长为表现重点的网络剧《隐秘的角落》引发
热议。在故事的戏剧张力、情节的凝练程度、台词
的信息量、镜头的丰富性和场面调度的精准程度
上，这部剧都颇具电影质感，成为近期网络剧类型化
创作的新亮点，为刚刚从疫情中走出的影视行业提
振了信心，为助力影视行业走出困境提供了样本。

人物塑造是剧作走向成功的密钥。秦昊饰演的
张东升性格阴郁、压抑内敛，有时还会流露出怜
悯、悲情和无辜等复杂的人性特征。秦昊奉献了精
湛的演技，与妻子分手时卑微又绝望的哭泣，和孩
子们吃快餐时偶尔显露的温存，把一个人格复杂的
凶手演绎得淋漓尽致。3 位崭露头角的小演员格外
引人关注。他们的表演自然真实，层次感、分寸感
把握精准。朱朝阳敏感、隐忍、心思缜密且有些自
我封闭。父爱的缺失和母亲的严厉掌控，让年少的
他无所适从、诚惶诚恐。严良，少年意气、性格倔
强，尽管他为了救普普的弟弟混淆了是非，但那是
少年的逞强心理和教育缺失导致的错误，仍是可以
挽救的。普普是个聪慧早熟又心性善良的女孩，父
母的早逝让她对严良有着亦父亦兄的信任和依赖。
这 3个角色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有着超越年龄的
心智和掩饰不住的童真。他们渴望在成人世界里收

获温暖，也在与张东升的对抗和妥协中顽强成长。
剧中充满生活气息的滨海小城，让观众走进了

故事，更走近了人物。背景环境的陈设真实且亲
切，父亲朱永平新组建的家陈设新式、格调优雅，
反映出生活的富庶优渥；而朱朝阳与母亲周春红的
家，陈设老旧、封闭古板，一如母亲偏执多疑的性
格和对朱朝阳近乎苛刻的管教。剧组用心设计打磨
的家装陈设表现出丰富的家庭状况和角色心理信
息。整部剧所展现出的现实主义美学气质，让作品
穿越迷雾，直抵人心。同时，抽象又前卫的主题音
乐和音效创作，又赋予这部剧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这部剧在悬疑剧的类型基础上，融入更多关于
原生家庭和个体成长的表述，而关于成年人和未成
年人两个世界的寓言，构成这部作品在社会学意义
上的精神高度。破碎的家庭给朱朝阳带来不易察觉
且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这绝不是孤例。现实社会
中，对孩子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让很多大人有
意无意地忽略孩子内心隐秘角落里的所思所想。亲
子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或者
假意的顺从，并且逐步颠覆孩子正在形成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孩童心中如果隐藏恶意的幼芽，且不被
成人和社会所洞悉，多年以后朱朝阳也许就会成为
张东升。作品揭示了大人犯错、孩子埋单的深刻道

理。对于原生家庭的审视与反思是这部作品的表层
意义，其更为深沉的内核是关于人性幽微之处的探
讨。笛卡尔的故事是贯穿全剧的一则寓言，选择相
信“现实”或是“童话”，代表人们心中对善与
恶、真与假、美与丑的试炼，一念之间的选择或许
就决定了人性的走向。剧末，张东升把朱朝阳引向
黑暗，而严良却用赤忱和勇敢把朱朝阳引向光明，
人性瞬间升华。

艺术作品对于恶的表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隐秘的角落》 没有选择性地看见和选择性地呈
现，而是采用互文、隐喻和反衬的方式，透过斑驳
的阴影指引我们寻见光明。很多观众不由自主地对
剧作进行了各种解读，构成了一种再创作，有的可
以给他人启发，有的或许仅仅是主观臆测。无论如
何，《隐秘的角落》 以细微的笔触传达了未成年弱
势群体的成长历程和生命渴望；也以犀利的声音告
诫人们，必须关注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守护孩子们
走向温暖又充满希望的未来。

《隐秘的角落》

网络剧类型化创作的新亮点
杨洪涛

《隐秘的角落》

网络剧类型化创作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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