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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集人文纪录片 《凤舞神

州》，由中央新影集团、湖北省

荆楚文化研究会、湖北省凤

舞神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该片追溯了神州凤

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全景

式 地 展 现 了 凤 凰 诞 生

地———楚地的人文历史风

貌。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

道首播后，该片社会反响热

烈，影视界学者和地域文化

研究专家纷纷撰文，探讨其深

邃的文化价值与和艺术特色。

弘扬辉煌的长江文化
王人殷

2013年 2月 5日 星期二专版

我是楚人，一生致力文化事业。说来惭愧，对自己
故土的凤凰文化、楚文化，却知之甚少，得其一麟半爪
而已。这固然源于个人治学不足，却又与我所处时代
之大文化背景紧密关联。

十三世纪之前，中华文明整体上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为人类进步做出过卓越贡献。其后若干世纪，基本
上停滞不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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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方列强炮舰轰开国门，中国
人痛苦地意识到自身的实力远落后于西方。中华文明
遭遇到几千年来最深刻的文化危机。一百多年来，几
代仁人志士的觉醒和前仆后继的奋斗牺牲，经历无数
的曲折挫败，才走出了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一个古老文明在当今人类社会之兴衰成败，取决
于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这种文明是否博大精深，是否
包蕴着丰富的促进人类发展、具有普世价值的遗传基
因；其二，这种文明的今世传承者，是否具有强大的综
合国力，经常居于国际舞台的聚光灯焦点。近几个世
纪，欧洲诸强，继之以美国，主要继承了希腊文明并创
造性地发展，从而构成了西方文化中心的霸主地位。
反观中华文明，历史上虽曾光辉过许多世纪，却因继承
者的衰微而落伍。曾经受大唐文化哺育的日本，其软实
力也远超中国。这种不堪回首的态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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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才发
生质的突变。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迅猛而矫健的步伐，
中华文明开始从边缘向中心反弹，“国学热”、“汉语热”
在国内国际上悄然兴起。

中华文明的海洋汇纳的百川中，有两条主干流，一
是北方的黄河，一为南方的长江。与之大体相应的文化
符号、文化形象，则是龙与凤凰。龙，聚集了爬行动物族
类之精华，威猛、矫健、阳刚；凤凰则综合羽族动物之特
性，臻于飞跃，美丽、祥和、阴柔。两者外貌及性格异常
鲜明，又具有强烈的互补性，相辅相成，相互融合。“龙
飞凤舞”、“龙凤呈祥”，就是中华文明灵动的具象，中华
民族的名片。

在中华文明漫长发展的历程中，基于各种复杂的
历史因素，这两大文化干流呈现出倚轻倚重的不平衡
状态。简言之，重北轻南，重龙轻凤。凡炎黄子孙，都以
龙的传人为荣。每到春节，龙灯舞上纽约、巴黎街头；端
午节的龙舟大赛，也少不了“老外”的积极参与。虽然龙
舟竞赛源于纪念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对比而
言，对凤文化的传播，差之远矣。中华文明如果剥离了
凤文化，从整个文化的发展看，是不完满的。

时代吹响了振兴中华的号角，大型人文纪录片《凤舞神州》应运而出，生正逢
时！

运用电视媒体全景式地鸟瞰凤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凤舞神州》迈出了第
一步。这是多么艰难的一步啊！就时间跨度而言，从夏、商、周起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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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囊括
了中华文明史全程；就内涵而言，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巫术宗教、民风民俗，还
有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以及丝绸、冶金、漆器、农业、牧业、渔业、商
业、传统手工业、现代化大工业等广阔的学术领域和生产领域。将如此庞杂、繁乱的
内容，梳理得明晰有序，赋予优美的画面和动人的音响，并环绕凤文化的轴心展现，
这可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超大课题。我们不难提出《凤舞神州》在素材筛选取舍上
有失当之处，某些叙事段落时空转换欠流畅，但总体而言，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这个
超大主题。可喜，可贺！

观赏《凤舞神州》，对我来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之旅。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已
获益良多。由于有这种特殊缘分，也想说点自己的疑问和感到的遗憾。

就我的理解，凤文化与楚文化两个概念基本内涵是重叠的，却也有些差异。凤
文化更带符号性、形而上色彩，楚文化则趋实体性。从文化的辐射空间而言，前者的
覆盖面似更辽阔。

我最遗憾的一点，何以没有介绍马王堆出土的那幅彩绘的帛画。那幅画由三部
分组成：天上、人间、地下，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年楚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瑰丽、神
秘而诡异。记得初见这幅画时，就浮现了《离骚》、《招魂》的意象，觉得两者一脉相
通。

祝愿凤凰飞出神州，舞向世界。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

中国的先人们重
视“ 纪 事 ”、 “ 纪
史”，由中央新影集
团、湖北省荆楚文化
研究会、湖北省凤舞
神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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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型纪录片 《凤舞神州》，刻
镂深深而历历可数地展现了“楚文化”的“端
绪” （发端和脉络）。它以形象可感的影像艺术，
追溯和挖掘了“楚文化”的“文脉”与“气象”，
是文化上的重要贡献，是纪录片的佳作。

该片以大量的文物、情景复现、故事讲述、思
想钩沉，成功展现了“楚文化”发生发展的时空、族
群、缘起、器物、图腾、生活、气象、品性、风俗等，达
到了系统而有机、生动而概括的历史再现与人文
活化的效果。以纪录片的形式对“楚文化”做深入
而系统的梳理与展现，令人信服地彰显中华文明
的又一条“文脉”、别一种“基因”，这无异于一种文
明的发现，使中华文明的历史面貌得到复原、扩大
和丰富，并为今人与后人的文明创造提供勇气、参
照和智慧，这是积功积德之大手笔。

正是这种努力和成果，使我们对一种既熟悉
又陌生的文化现象有了连根带叶的感知。我们知
道了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少年熊”部落与土著部落
的长期生活创造出“楚人”；“凤凰”翱翔于天
空———“楚天”；在今日湖北、湖南、江西（部分）的

广袤的河湖港汊间升腾出“云梦泽”，进而形成了
“楚地”；楚人爱鸟，特别爱凤凰，他们创造出族群
的图腾“凤凰”。于是，在这片“云梦泽”的“水”世界
中，“楚人”生活着、创造着、发展着，对中华文明的
形成与赓续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于是，我们知道了
惟“大”惟“明”的“祝融”和“巫文化”，知道了“非梧
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竹不食”的“凤凰”，知道了
老子和《道德经》以及“上善若水”，知道了《山海
经》，知道了屈原和《离骚》以及“端午节”，知道了
编钟、编磬，钟子期、伯牙和“高山流水”，知道了李
时珍和《本草纲目》，知道了“汉剧”与“黄梅戏”，知
道了长江三峡和纤夫号子……更重要的是，我们
知道了“楚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哲学潜质，奠
定了中华人格与精神品质的基础，滋养了中华民
族的心灵与气度。

通过 《凤舞神州》，我们也能想到：在我们
的传统社会中，比较正统和强势的文明观念在
“天”在“龙”，成为“显性”存在；而另一种在
“水”在“凤”的文明则有些“隐性”，有些弱
势。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以“凤”和“水”为

主的“楚文明”，走向了生活、融进了习俗、潜
入了文化的本体 （思维、生活、艺术等）。楚文
化既受到以“儒”文化为主的挤压而失去主流地
位，同时，它自身又向着生活、向着心灵、向着
体验、向着习俗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包含并
涵养着“楚文化”固有的性格与品质，它的存在
与传承，不仅保留了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基因，而
且，具有创新与变革的勇气。

该纪录片忠实于史实、忠实于生活、忠实于
精神内质，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新的开掘和寻
找，以图勾画出“楚文明”的主轴和路标、气韵
与特质，叙事与镜像古朴、真挚、灵动、连贯、
鲜活。今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在向着现
代化、向着全球化、向着文化新的开放、新的融
合、新的发展进程中，更加需要中华“文脉”，
需要民族“共识”，需要重建民族“心智模式”。
因而，我们需要“楚文化”以及其他构成中华文
明“文脉”的文化的发掘与弘扬。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

《凤舞神州》 题材重大，制作精
美，文字优雅活泼，是一部难得一见
的优秀人文纪录片。通观此片，给我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该片从第一集“凤
之缘”开始，到第十集“凤之翔”结
束，贯穿着一条紧密的逻辑主线。这
就是古今楚人有着美丽的凤凰所隐含
的核心价值追求。这种核心价值追求，
就是楚学专家们所称的“五种精神”：

第一，古今楚人筚路蓝缕的艰苦
创业精神。该片讲述了楚先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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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辗转迁徙，定居江汉平原，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像雏凤一
样积蓄力量展翅飞翔，最终从一个蕞
尔小国，发展成疆跨江准河汉间地
“方五千里”大国。这种艰苦创业的
族群精神特质，经过一代一代的凝
炼，已经化为基因沉淀在后世子孙的
身心里。明代，药圣李时珍以医学济
世作为自己一生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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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不辍，
几乎走遍祖国的名川大山，参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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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书籍，数易其稿，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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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编完巨著 《本草纲目》。正因为这
种精神的传承，几千年来荆楚儿女以
各种方式续写着文明。

第二，体现了古今楚人追新逐奇

的开拓进取精神。楚人的“追新”是
的一种不落俗套的开拓精神，“逐
异”是一种出人意表的进取精神。楚
人创造了率先称王、首创县制、问鼎
中原的称霸史迹以及在屈骚文学、老
庄哲学、明代医药、活字印刷、近代
工业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都在该片
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在片中，楚庄
王以“凤”抒发自己的宏大志向：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
一飞冲天。”正是依靠这种追求卓越
的高远志气，楚庄王方成为春秋时期
的一代霸主。这一地区在社会变迁和
时代发展中往往领先起步，首着先
鞭。晚清的张之洞在湖北修铁路、开
矿山、建工厂、练新军、兴学校、办
实业，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最为发达
的地区之一。

第三，表现了古今楚人兼收并蓄
的开放融会精神。正如该片介绍，荆
楚地区处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交
叉地带，其地域文化明显带有混合特
性，反映在思想观念上，荆楚文化表
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楚人主
张民族融合，它在统一江淮地区诸侯
小国和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实行团结

安抚政策，因此“甚得江汉间民和”。
这也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第四，表现了古今楚人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楚国大将屈瑕，兵败以
死谢国，开楚军将帅以身殉国之先
河；在吴师入郢后，楚臣申包胥在秦
庭哭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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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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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最终赢得救兵，
赶走吴国；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屈原，
自喻为不受世俗羁绊的凤凰。当听闻
楚国郢都被秦军攻陷时，忧郁悲痛，
投汨罗江自尽。楚先民的这种以大义
为重的气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古
今楚人，从古代的孙叔敖、申包胥、
屈原、王昭君、李时珍，到近现代的
董必武、闻一多以及不可胜数的仁人
志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
楚地人们推翻暴秦的历史；直至武昌
首义，革命志士打响了推翻腐朽清王
朝的第一枪！在救亡图存的上世纪二
十年代，工人阶级先锋队应运而生，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

个代表中就有
"

名是湖北人。直到今
天，乘神州六号畅游太空的宇航员聂海
胜，驾蛟龙号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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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海底的潜海员
叶聪，楚人后代的身影仍在处处闪现。

第五，表现了古今楚人重诺贵和
的诚信和谐精神。凤凰是中华民族和
美文化的集中体现。楚国先祖鬻熊曾
被西周文王尊为资政问谋的国师，其
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和为贵；楚庄
王一生征战，所追求的是以德服人，
提倡“止戈为武”，认为进行战争的
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安民”、
“和众丰财”。汉代昭君和亲，增强了
汉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体
现中华民族“和”的精神。

总之，该片集中展现了古今楚人
的五种人文精神，也体现了古今楚
人的核心价值追求。荆楚儿女忠实
地传承着凤凰所承载的人格理想和
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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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湖北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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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末，筹谋
';

年，摄制一年又
$

个月，足迹遍及荆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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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县市，集央
视与湖北“企地合作”之力的大型人文纪
录片《凤舞神州》，如期在央视九套华丽呈
现。数十家媒体集中报道，专家、观众好评
如潮。笔者觉得该片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
特色：

一、构思精妙，论史深刻

纪录片把楚喻凤，以凤说楚，构思十分
精妙。凤是中国宗教信仰中的“四灵”（麟凤
龟龙）之一，也是荆楚人民的原始图腾之
一。凤文化对世界各地文明都有深远影响，
尤以荆楚民族为甚，《山海经》以凤比德，楚
庄王以凤明志，屈原和宋玉则更是以凤鸟
自居。凤是荆楚文化中的图腾形象，是长江
文化的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美文化的集
中体现。两千年前，孔子曾以龙比喻老子，
而老子则曾以凤喻孔子，这反映了黄河、长
江两地人们对龙凤各有喜好的事实，也反
映了威武的龙与和美的凤都是中华民族最
根本的文化基因。正基于此，纪录片以凤说
楚，用前三集分别讲述荆楚民族的滥觞、初
成和崭露，以后七集整体展现楚“凤”成长
的艰辛成长、涅槃和朝阳翱翔。可谓一楚一
凤，一经一纬，经纬互济，互根而互化。

与构思精妙相辅相成的是，纪录片论
史深刻，展现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荆楚
文化。纪录片每一处场景，每一句解说词，
都能紧紧抓住荆楚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事件及其鲜明的
文化特质，以大开大合的气势来铺陈张扬。总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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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纪录片，经纬交错，首次以影像的形式，将荆楚的历史、地
理、哲学、文学、艺术、科技、风俗等学科门类的成就囊括其
中，综汇融铸，展现了绚烂多姿、波澜壮阔的荆楚文化形

象，也以严谨求是的实证态度，辅助再现历
史的影视手法，展现了极为厚重的上下五
千年的荆楚大历史。

二、词景竞美，灵秀别致

极富感染力的解说词和瑰丽浪漫的画
面，竞美争辉，是该片另一特色之一。纪录
片展现荆楚文化的灵秀，不仅在于其山水
俱佳的自然风貌，也不仅在于流传古今的
老庄哲思和屈骚诗赋，纪录片更是通过对
楚王的称王、问鼎，屈原的放逐，李时珍的
求索，当代仁人志士的奋进，以及在冶铸、
丝绸、髹漆、医药、地理、近代工业等方面的
成就展示，用内敛深邃的解说词和华丽秀
美的画面，将荆楚久远的历史和楚人的浪
漫情怀、追求卓越与标新立异的独特气质，
做了近乎完美的诠释。

三、实证丰富，制作精细

处处关照的实证手法，是该片剧情结
构的又一大特色。从片中可以看出，《凤舞
神州》摄制组几乎历览了湖北各地县市文
化馆、博物馆和重要历史古迹，许多珍贵文
物得以大量整体呈现，这其中既有闻名中
外的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二十八星宿
的天文图、精美的丝绸、靓丽的漆画等，还
有先前闻所未闻的儒、道、医等方面的出土
简帛文献，让人深深体味到荆楚文化博大
精深的一面。

该片利用当下最先进的数码技术，用
精妙的视听语言来表达历史，从而产生一种美轮美奂、大气
磅礴的视听效果

<

使该片达到了历史性、艺术性、观赏性、思
辨性和教化性的多重统一。
（作者陈昆满为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贾海燕

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母亲河，从远古至
今，它们滚滚奔腾生生不息，承载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民
族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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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电视专题片《凤舞神州》的创作者们怀着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敬畏和探求精神，揭开了长江文化前世
今生的华彩面貌，在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发掘中，填补了影视
作品中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宝库。

开片展翅翱翔的金凤凰，是远古时代生存于长江流域
先民们崇拜的图腾，也是本片确定的文化精神标志。凤凰的
灵动妩媚与龙的生气雄壮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富有象征性
的文化符号和精神信物。本片正是以凤凰为灵魂，搭建总体
艺术构思与布局，以纵向维度和点面结合的书写方式，在宽
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和现代社会的节点上，从各个角度勾
描出长江文化萌芽、初始、形成、创造、发展的漫长历程。影
片遵循“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
国与国之间和谐的宇宙观为思想主旨，将史料、文献、地理、
神话、传说、民俗融会贯通，营构出浑然一体的宏阔叙述，展
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它超越了纪录片、专题片固
有的艺术形态，完成了一次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传承相结
合的艺术飞跃。

观看这部影片，会惊喜地发现：众多曾被人们忽视的历
史现象、史书记载、考古发掘、族群迁徙、物产分布、创造发
明以及自然环境，如今经过创作者的梳理、挖掘、辨析、再认
识，便呈现出可与黄河文明比肩的长江文明，一幅浩瀚壮阔
的长江文明史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在屏幕上。

在第一集里，把上古时代中原人从南阳出发来到长江
的史实，演化成少年熊部落与当地土著女孩梦相遇、相识的
故事，谱写出楚人在长江流域与原住民融合共创家园的华
夏民族史话，即长江文明的起源。影片大量采用史料与故事

相结合的诉说方式，通过具象再现楚国的历史。如：第三集
里“楚王绝缨”的故事，凸现了楚王的智慧、胸怀和主张“百
邦和睦万民安居”的观念，展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
历史情境与楚国的历史地位。在描述楚王和宋玉对话时，用
伯牙摔琴谢子期的传说故事牵出“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典故的由来，进一步引申出巴人后裔土家族的舞蹈、山歌与
劳动的关系，阐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真谛。这些有趣的形象
化展示，正是创作者渊博的学识眼光和对历史探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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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影片陆续将荆楚地带先祖们在天文、地理、铸铁、
药物、丝绸、茶叶诸多方面构成的对自然的认识、利用所达
到的高峰一一展示，显示出先楚文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创作者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照长江流域的
历史进程和时代变迁。第九集充溢着饱满的政治激情，浓缩
了自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始，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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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荆楚大地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展现出中国民众求自由解放的壮阔图景。
青年毛泽东也是在这里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思想
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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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中国工农革命的时代。当影片再跳回到现
实，看到曾产生一百多位革命将军的红安县今日的面貌，让
我们自然回溯到荆楚先民们“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的自强不
息精神。凤凰的血脉正是这样延绵不断，薪火相传，铸成了
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凤舞神州》在诉说与再现、写实与写意间，生动地描绘

了长江文化包涵的信仰与理想，赞颂了顺应万变的生命哲
学，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文化精神，清晰地
展现出长江文化在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成为五千年中
华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长江犹如龙凤齐鸣，奏响
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凯歌！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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