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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年轻人成长史的电视连续剧
《极光之恋》 目前正在湖南卫视播出，
受到了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该剧导演刘礴已经在电视剧行业
摸爬滚打了 27 年，做导演也有 15 年
了，曾参与过 《打狗棍》《勇敢的心》

《大秧歌》《火蓝刀锋》《冒牌英雄》
《生死线》等名噪一时的电视剧的导演
工作。

如 果 说 以 上 作 品 大 多 数 是 年 代
戏，《极光之恋》 却是一部非常时尚、
更贴合年轻人生活的青春剧。刘礴表
示，之所以最初看了这部小说后想改
编成电视剧，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年
轻人的自豪感，看到了年轻人的热
血，励志，直面困境不放弃的精神。
他认为，现在部分国产青春剧只在意

偶像属性而忽略了当代人真正想要从
青春剧中看到什么的渴望。“青春剧除
了爱情、冲动、甜蜜之外，同样需要
吸取精神力量和正能量，这些是给予
人们内心动力的源泉。”他说，青春剧
有天然的亲和力优势：每个大人都曾
经历青春，每个少年都将迎接青春，
而其余的人必正经历青春。这种切肤
的感染力赋予了青春剧丰富的可能
性，“这些年轻人对于家庭担当和个人
理想之间的选择是什么态度？他们在
处理事业和感情问题时会做出怎样的
坚持和让步？这些才是真正能打动
人、引起共鸣的讲述。”

《极光之恋》还坚定了一条注重细
节、追求完美的“品质先行”之路。刘礴
不讳言自己是个很“执拗”的人，“这么

多年我坚持做到演员念错台词重新
拍，演员的表演不到位重新拍，服化
道美不符合我的要求重新来过，也不
怕在现场调动拍摄场次。剧播出的时
候，观众看着赏心悦目，所有人都会
认为我的苛刻是对的！”制片人王千赫
说，该剧演员报酬不高，剧组把重金
放在质量上。比如置景组几百人耗时
数月 1∶1 还原了美国星光大道的场景，
为了拍出黄浦江沿岸夜戏的完美画
面，全组等两岸的灯全部亮了之后再
拍摄。

相比之前的年代剧，刘礴说，《极
光之恋》 的不同不仅仅在历史场景、
人物造型这些表面元素上，更重要的
是人物表现和塑造方式、镜头语言、
戏剧冲突等深层和内在方面。比如年
代剧的戏剧冲突相对强烈，要在硝烟
战乱中呈现，而 《极光之恋》 剧情更
细腻，画面更唯美；年代剧的镜头语
言相对激烈，生活剧则不适合如此。
他预先做了很多功课，也做出了很多
努力。“市场在变化，观众在变化，我
也不能一成不变。”他说。

“与世界分享中国音乐”跨文化音乐论坛举行
近日，2017“与世界分享中国音乐——跨文化音乐教学方法与策

略国际论坛”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旻、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齐·宝力高、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贝特尔·克
拉鲁普以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丹麦皇家音乐学
院、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

此次论坛旨在总结中国音乐国际教学的经验，更好地让世界领略
中国音乐之美。论坛以主旨发言、交流音乐会、跨文化教学研讨课等
多种形式，交流探讨了跨文化音乐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坛期间还举
办了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声乐及大提琴大师课、“八骏”马头琴乐团音
乐会等系列音乐艺术学术交流活动。 （李诗涵）

在豆瓣评分高达 8.2分的剧集 《海上牧云记》，刷新了我
对魔幻剧的认知。从开播以来，每集必跟。

一直以为这类剧应该是青少年最喜欢的题材，因为离奇的
构思、科幻，连其中的争斗都不必真实，可以飘在云端，还有青
少年喜爱的种种元素，人类和魅族，爱情和权力，但它却同时有
着史诗般恢弘、绵长、伸展的情节和内容。

大端皇朝盛世，散落在边疆的八部之间，纠结着部落族群
的荣光与骄傲、皇室之间的权力之争、姓氏之间的守盟守信、男
人和男人兄弟般的结盟、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手足之间的
利益之争……在这么多矛盾、阴谋、秘密、恩仇纠结在一起的剧
情中，3个青年男演员却带来清新的人物性格和平实自然的表
演。硕风部少主硕风和叶之勇、穆如铁骑家穆如寒江之义、大
端皇室牧云笙之智慧，都令人怦然心动。他们代表着东方传统
的价值观，也呈现出迥异的男性之美。他们全都愿意牺牲自
我，而成就更高的理想，无论是国家还是爱情。这3个主角的动
人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东方理想人格的不同侧面，加之性格丰满
的表演，让剧情更加引人入胜。

这部剧洋溢着东方之美，充满了中国美学韵味。从第一集
一开篇，就是延绵不绝的雪山、漫天碧沙的沙漠、遍地牛羊帐篷
的草地，每一帧都像画卷。不同族群的服饰设计，皇家秀女的
选秀场景，还有因皇族皇子们性格各异而设计的各种衣饰图
案，都别致用心。比如成年牧云笙特别喜欢穿白色飘逸的服
饰，有一件衣服状似汉服，配以墨竹的图案，十足符合他皇子的
人物性格。剧中的女性装扮也典丽俊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银
容妃，雪白的羽毛装配以银色的装饰，宛若梦中人，和雍容华贵
花团锦簇的皇后成为鲜明对比。

最可贵的是，《海上牧云记》 虽然采取了魔幻故事的框
架，将要表现的内容置于作者构筑的九州世界观内，但是其
中的很多道义以及守则，却不是凌空虚构。

故事一开篇，穆如铁骑就是八部的规则捍卫者和执行者，
对八部的规则奉若神明。铁骑的最高领导者穆如槊大将军，更
是把规矩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要。因为300年前，穆如氏曾立
誓，要一直辅佐保护牧云氏。为了捍卫家族的誓言，当小儿子寒
江的出生被预言为要夺回属于穆如家应得的地位时，穆如槊甚至
将新生儿放逐，生怕会对大端王朝带来不利。而寒江的老师对并
不知道自己身份的寒江说：“你生下来不是救一人之血，而是护尽
天下苍生。”不为一己一家而活，这样的责任感一直贯穿在几位主
角和他们传递给下一代的思想中。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
亡。道，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它意味着在所有看似偶然随性的
选择之上有绝对规律制约。年轻的一代，却在成长的磨难中为

“道”添加了更多仁爱。他们愿意为大义牺牲，同时也一直用更仁
爱的标准去试探着温暖这个残酷的世界。

这可能是《海上牧云记》中最独特的地方，它魔幻但是贯穿
了鲜明的东方价值观、东方美学。无论是爱仁的政治理想，还
是和谐统一的大同追求，无不落实在最朴素的人间真情中。

《海上牧云记》是一部不一样的魔幻剧，是真正在新颖的
题材和制作形式上保留着黄金价值观的好剧。

电影《妖铃铃》汇聚南北喜剧人
日前，贺岁喜剧《妖铃铃》宣布将于2017月12月29日上映。
这部影片由陈可辛、吴君如夫妇分别担任监制和导演，吴君如还在

片中担任主演。影片讲述无良房地产商为了赶走不愿搬迁的最后几家
“钉子户”，在楼里装神弄鬼，房客们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的故事。影片难
得地汇聚了吴君如、沈腾、岳云鹏、张译、吴镇宇、方中信、焦俊艳、
潘斌龙、许君聪、阿如那、赵英俊等十几位海内外喜剧人，分别饰演
科学家、中医大夫、退休警官、网红、不入流的小演员等各类角色。

陈可辛表示，《妖铃铃》的喜剧类型是近年来电影市场上比较罕见的，
在岁末的贺岁大战中，新鲜感将是该片夺取票房的杀手锏。 （王 贺）

近期，一档由有志青年集体经营乡
村民宿、热情招待八方旅客的全新原创
节目《青春旅舍》，成为自今年9月底以
来，影响力较大、美誉度较高的真人秀。

《青春旅社》重新定义了综艺节目
从容又明快、沉稳又开放的精神姿
态。节目邀请 11 位嘉宾来到乡村小
镇，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入住
一家旅社并与其他同住嘉宾共同经
营。节目在嘉宾选择上注重对年龄跨
度、性格差异、职业分布的设计。11 位

明星嘉宾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兴趣
爱好，在经营的过程中发挥出了他们的

“和而不同”，“70 后”的经验阅历、“80
后”的想法态度、“90 后”的理想追求以
及“00后”的青春活力，让节目呈现出的
生活在静静流淌中充满了感悟与惊
喜。他们或是演员、歌手、创业者，或是
主持人、运动员、甜品师，来自各行各
业，拥有不同的经历，在节目中都发挥
出了各自的专长。节目还包含着一个
最大的变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旅人。他们带着五湖四海的故事和经
历住进了旅社，让节目拥有开阔的视
野，产生了更多化学反应。

在经济繁荣活跃的当代中国，乡
村旅社早已是吸纳汇聚世界来客的

“多元文化驿站”，节目以此作为真人
秀节目的起点，实则是选取了一个广
阔的空间。两组嘉宾经营两间民宿，
在服务经营的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
克服的困难成为节目延展前进的动
力，为节目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
信息，让这档“慢综艺”在一个充满
变化的框架内展开。

《青春旅社》创造性地选取农旅文
化作为背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
丽中国的山乡巨变融入其中。自然清
新的生态环境、古朴雅致的小镇风
貌、热情好客的风土人情，勾勒出了
一幅俏丽雅致的中国乡村图景，而在
这幅图景之中，中国人优游自在、乐

在山水的情怀以及安定和谐的状态被
完整地展现出来。它的存在诉说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
中国建设的动人成果。

刘礴：青春剧同样需要正能量
□文 依

马可（右）、关晓彤主演《极光之恋》

《青春旅社》

美丽乡村承载中国故事
□冷 凇 张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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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看花

大同追求 东方韵味
——评电视剧《海上牧云记》
□席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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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轩在《海上牧云记》中扮演牧云笙

影视明星助力时装表演
日前，黄晓明、杨颖、范冰冰、李小璐、贾乃亮、王俊凯、杜淳

等影视明星以及模特姬勇、李丹妮、王弘宇、赵庆贺等亮相 M-77时
装表演。这场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时装表演吸引了来自演艺界、金融
界、媒体界、时尚界等行业的百余位嘉宾出席。

玩具手枪、玻璃弹球、小星星、大檐帽……这是“70后”“80后”的
专属回忆。这场时装表演重回复古、摩登、街头风盛行的经典时代。

M-77是黄晓明与设计师张帅联合打造的服装品牌，主打男装，致力
于帮助年轻时尚设计师实现梦想，塑造不随波逐流的时尚。（李冬莉）

12 月 1 日晚，温暖灯光中，安静
空间里，高配的录制设备，在专业录
音师量“声”定制下，热衷公益事业
的 65岁的中共十九大代表、浙江省温
州市瓯海区政协机关退休干部宋玲
华，作为瓯海区图书馆推出的“有声
的阅读 无声的感动”朗读活动的首
位嘉宾，她从一张纸、一支笔、一个
行李标签的故事讲起，为市民群众解
读十九大精神，述说亲历盛会的所见
所闻所感，畅谈她十几年来倾心公益
事业的难忘小故事。声情并茂的宣
讲、温暖感人的朗读，动人心弦。

这是瓯海区图书馆依托今年新开
办的有声阅读馆，倾力打造传播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我们都是朗读者”
系列活动，不仅让走进有声阅读馆的
嘉宾在全封闭录音室体验“制造声
音”的乐趣，也让他们跟随专家的节
奏，放松身心，与广大听众分享真情
实感。

全方位体验阅读魅力

据瓯海区图书馆馆长陈小平介
绍，近年来，瓯海区图书馆注重特色
馆藏服务、创新品牌服务、资源共享
建设服务，先后打造了音乐图书馆、
经典品读区、港台绘本馆、纸山故事
体验馆、有声阅读馆、3D 电影厅等
特色馆室，让读者从传统的纸质阅
读，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体
验阅读魅力，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点赞
好评。

集音乐欣赏、学习、交流于一体
的 200 多平方米的音乐馆里典藏有进
口原版 CD1154 种，涉及古典、交响
乐、民乐等多个科类，均是国内外大
师的经典之作，读者凭借书证就可体
验免费查找、聆听音乐资料等服务，
是音乐发烧友的体验平台。经典品读
区收入的 400 余个经典书目，每种书
都配有三五十个不同版本，分门别类
陈列于书架上。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西游记》 就有多达 46 个版本，漫画
版、注音版、黑白版、彩色版、少儿
版、成人版等一应俱全。纸山故事体
验馆则是结合瓯海特有的地域纸山文
化，将泽雅古法造纸、活字印刷、剪
纸等非遗项目呈现给读者，读者在这
里能切身体验这些古法技术，从而感
受瓯海地域文化的厚重底蕴。此外，
在这个体验馆里，还陈列了许多纸质
的文创产品，读者和参观者对看中的
产品可以直接扫码购买。

无门槛借阅服务

作为温州西部文化新地标，瓯海
区图书馆除了传统的基础服务外，更注
重服务载体创新，通过多渠道、多层次、
够时尚的阅读模式运作。比如“瓯悦课
堂”公益培训、“荧星剧场”、“周末悦动
秀”等，将阅读与表演相结合，不仅教会
孩子阅读，还能多方位感知经典作品的
魅力；“名家有约”通过邀请全国各地知
名作家、学者、书评家与读者面对面畅
谈创作经历和阅读经验的形式，满足广
大读者对精品阅读的需求；“瓯越讲坛”
注重亲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渐渐成为
家长与孩子获取知识与讯息的便捷渠
道；“经典品读会”则是依托特色馆室经
典品读区里的丰富馆藏，每月开展活
动，对某一部作品进行深入品读，让不
同年龄层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名著的魅
力，目前已开展了 32期活动，参与读者
近2000人次。

瓯海区图书馆还联合温州市新华
书店、西西弗书店等，推出“你选
书，我买单”悦读服务计划，为市民
提供零距离无门槛借阅服务；在本馆
上线“读者成长计划积分系统”，进一
步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培养读
者良好的阅读习惯，规范读者的各种
阅读行为；在一楼服务大厅推出了

“即时大数据展示屏”，利用信息可视
化手段，对图书馆的流通情况、当日
到馆读者数、当日借还数据、当日办
证数据等大数据进行展示，以大数据
打造“智慧图书馆”。同时，通过开展
数字阅读达人争霸赛等活动，大力推
广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的应用，目前
已开展了 3 期，参与读者超过 1 万人
次。此外，还策划拍摄了首部微电影

《书缘》，全方位展示新老瓯海区图书
馆的变化与发展，传递图书馆人甘于
平凡、默默奉献的精神。

“城市书巢”拓展阵地

今年 8 月 24 日，瓯海首批 20 个
“城市书巢”投放社区、学校、企业、
商场等公共场所，并把募集到的 4000
多册书籍投入到“书巢”进行图书漂
流。3 个多月来，共 6000 余人次使
用，图书漂流3万余册次。

瓯海大西洋银泰城购物中心就有3
个色彩鲜艳的椭圆形“城市书巢”，银泰
城购物中心相关负责人说，3个书巢的
所在位置都是商场人流量较大的“黄金
摊位”，每个摊位每年租金十余万元。

“一个商场也要注重文化建设，书巢设
立以来，吸引了很多市民来阅读书籍。”

瓯海区文广新局副局长王培秋
说，“城市书巢”是继城市书房、百姓
书屋、瓯悦书屋、农家书屋之后，公
共文化服务阵地拓展方面推出的一个
由全民“众筹”，共建、共管、共享的
街区“迷你版”阅读空间，是一个图
书漂流的平台。书巢所在的社区居
民、学校学生、企业员工可以轻松实
现自由捐赠、取阅、归还。

陈小平介绍，书巢的运行管理以
书巢所在的辖区单位管理为主，志愿
者管理为辅，瓯海区图书馆进行总调
度。区图书馆及所属精品农家书屋等
十余个常设接收点接受捐赠，充实书
巢书库。“现在还有许多企业、社区向
我们申请安置书巢，明年我们打算在
合适的地方再投放 20个书巢，逐步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全覆盖。”陈小平
说，通过书巢这个公益志愿服务平
台，使城市书巢成为瓯海的又一张文

化名片。

构建四级图书馆服务平台

从2014年12月至今，瓯海区图书
馆在各镇街人流密集处打造了 6 家城
市书房、2 家瓯悦书屋、16 家基层分
馆 （精品农家书屋），这 24 家老百姓

“家门口的图书馆”让群众能就近享受
到阅读的便利。其中，6家城市书房和
2 家瓯悦书屋实行 24 小时免费开放，
无人值守、自助借还；16 家基层分馆
则实行一卡通通借通还服务。

3 年来，瓯海区图书馆先后荣获
“浙江省文明单位”“2015 全民阅读优
秀案例二等奖”“全国我爱我家”书香
家庭阅读微视频大赛优秀组织奖、第
十一届浙江省未成年人读书节创新奖
等 20多项荣誉。微电影 《书缘》 还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5年度

“文化中国”微视频征集评选活动中荣
获优秀作品奖。日前，瓯海区图书馆
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 2016年全
民阅读优秀组织奖，全国共有 19家图
书馆获此殊荣，瓯海区图书馆是浙江
省唯一上榜的公共图书馆。

“阅读，正成为这里人们生活的一
部分，成为随处可见的风景。”瓯海区
文广新局局长王珧珽说，瓯海区图书馆
正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理念，拓展基层服务阵地，延伸公
共文化服务。以瓯海区图书馆为龙头，
带动城市书房、瓯悦书屋、精品农家书
屋建设，积极构建四级图书馆服务平台
网络，打造“十五分钟阅读圈”，为老
百姓提供全天候公共阅读服务。2017
年，已接待进馆读者91.43万人次，图
书外借96.8万册次，年新增读者17801
人，开展各类活动1550场。

浙江瓯海：阅读成为风景
□骆 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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