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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四川卫视花开天下跨年演唱会日前在澳门
举办。再获直播牌照的四川卫视，制作了一场坚持人
文精神和蜀地温度的跨年演唱会。

演唱会上不仅有动感的歌舞表演，还有美轮美
奂的皮影戏。据介绍，虽然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皮影
戏，但四川皮影戏的不同在于它把变脸、川剧等很多
四川音乐元素都融入进去。不止于热闹和狂欢，四川
卫视还将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一次“科普”。
通过“花火情境秀”演出，山水、烟花、灯光被融入荧
屏，通过碎片化、情境化的创作手法，把四川的自然地
理、人文历史像画卷铺开来，让观众在跨年夜里享受
了一场视听盛宴。跨年演唱会的先进声光电技术，
也满足了观众“艺术+科技”的想象。 （李 政）

山东卫视在 2017年推出了一档创新性综艺节目
《超强音浪》。节目以音乐为内核，把音乐与游戏和
访谈相结合，根据每期的主题，将音乐穿插在各个
环节之中，游戏带来的强综艺感和访谈带来的故事
与情怀，让节目的看点得到了丰富。嘉宾的表演力
求真实还原其音乐个性，展现他们的音乐多面性、
情感沉淀和人生追求，唤起观众的情感回忆与共鸣。

无论“林海雪原”剧组带来的对革命精神的集体
唤醒和纪念，还是“血染大青山”剧组带来的对革命岁
月的独特追忆，抑或是军旅歌手带领大家重温《打靶
归来》《团结就是力量》，《超强音浪》不追求简单娱乐，
而是通过内容创新达到内核升级，让综艺嫁接个人情
感和家国情怀，用正能量吸引观众。 （林其梅）

中国的传统伦理以家庭为本位，以家为起点。家风是
传统伦理的重要体现。然而在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
过程中，很多家族文化已经逐渐濒危。但我们仍需要从家
风的传承中寻找慰藉和归属感。安徽卫视 《家风中华》 节
目将百姓“家风”作为主题，弘扬了“家风”文化。

这档大型谈话节目中，著名主持人杨澜与嘉宾坐在一
起，通过聊天将动人的家风故事娓娓道来。节目不刻意追求
煽情效果，而是依靠百姓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家庭世世代代
的血脉传承，让观众在聆听时感同身受。谈话中间还穿插了
学者钱文忠的点评以及由青年主持人组成的“家风观察团”
的热烈讨论，让台上台下在活泼融洽的气氛中取得共鸣。

节目还邀请影视作品中的历史名人扮演者，用小短剧的
形式演绎历史名人家风故事。第一期节目中，多次扮演彭德
怀的姚居德演绎了电视剧《保卫延安》的片段，表现了彭德怀
的爱国情怀；第二期请演员高志强演绎了明朝皇帝朱元璋

“四菜一汤”的节俭故事。身边正在发生的家风故事，与历史
名人家风的重新演绎相结合，让节目有张有弛，寓教于乐。

《家风中华》创新性地将传统家风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综
艺有机融合在一起。节目并不局限于名人，也观照平凡家庭
发生的不平凡的故事。节目请来了坚持记账60年的浙江丽
水市民董淑萍一家，还有把百年草垛奉为“活家训”的如皋冒
氏一族。一个个真挚动人的中国故事，让人体味到家风的深
远意义，通过这样的节目，传统文化的力量直入人心。

如果说文物是承载中华文明的古老载体，那么在这
个古老载体与现代生活之间，还需要一条联结传统与现
实的纽带。5分钟的文物之美，8000年的进程记录，央
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这种
微纪录的方式，将厚重的中华文明与互联网的碎片化
传播相结合，向观众展现了蕴藏在文物背后的深邃历
史与精彩故事，堪称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库和向世界
展现中国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标杆。该片第一季在中央
电视台播出后，让国宝活起来，火起来，再次掀起了

“国宝文物热”。

文物掀热潮，国宝也刷屏

“6000 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
诗，呼唤成了歌。”《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集就用极具
美感和文化韵味的“金句”征服了观众。该片短小精
炼，从影像、解说词、音乐到配音无不精彩。每天播5
集，每集聚焦一件文物，该片自成风格，画面大气而不
失灵动，解说词可以文采飞扬，亦能在不经意间卖萌。

“胖胖腿”“肌肉萌”等新词汇令观众不禁感慨：“官方
卖萌，最为致命。”“不经意间就被文化输出，这才是揭
秘国宝的正确姿势。”

每一件文物都在历史星空中找到了时代坐标，每一
段历史进程都通过文物得到倾情诉说。对于年轻观众和
繁忙的上班族而言，每集 5 分钟的微记录模式填充了他
们的碎片时间，让原本“高冷”的文物褪去神秘的面纱，让
更多的观众在碎片化时间里，通过多屏渠道了解、感受了
中华文明。有网友评论：“最近一直追《如果国宝会说
话》，感动、骄傲、敬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带着一颗虔诚
之心走进国宝世界，在一个个历史印迹和超级工艺中，
与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深情对话。”“每天在上班的地铁
里通过手机就可以很方便地穿行历史，触摸中华文化。
古老文明和现代科技在此刻完美融合，妙不可言。”

该片更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肯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顾玉才说，这是一次电视传播方式的创新，没有渲染猎

奇和神秘的曲折表述，也避免了高冷的学术性叙事，而
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观众平等对话，“从收藏到展
示，从展示到让文物说话，节目打开了一条细细的门
缝，让我们能一窥文物的精彩。”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
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同道教授称，“纪录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 把文物的重量通过最现代、最流行
的艺术方式传达出去，让纪录片尤其是短片成为文明传
播的轻骑兵。”

荧屏5分钟，穿越8000年

面对浩瀚如海的众多文物，光是那些拗口的名字，
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如果国宝会说话》则选择全新的
思路与手法，用新潮的手段，讲古老的故事。通过“微
纪录”，文物不再是一个个冰冷陌生的名词，而是一段
段具体的故事：越王勾践剑不仅是一柄君王佩剑，还象
征着两个世敌纠缠百年的恩怨征伐；太阳神鸟金箔并非
只是一块美丽的金片，它代表了三星堆先民对太阳的崇
拜以及炉火纯青的锻金技术。故事与历史的巧妙搭配，
赋予了每件文物独特的标识。

对于文物爱好者来说，也许这5分钟就像一道饭后
甜点；但对于一个首次接触文物的人来说，这很可能就
是一道将他胃口调动起来的餐前凉盘。总导演徐欢说，

《如果国宝会说话》 并不希望用这 5 分钟来解决所有问
题，它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了解、接触文物，对文物产生
兴趣。只要拥有了了解的动力，就能在这5分钟之外更
深入地发现这片土地上8000年来丰富的宝藏。

观众还可以通过一件件代表性的文物，感知古代中
国人以及创造者的温度和态度，解读出多个维度的信
息，重建一部基于物质遗存的中华文明史。如片中的玉
组佩，玉组佩象征身份和礼制，佩戴玉组佩的人身份越
高贵，身上的玉组佩便越长越复杂，走路的步伐就越
小。每一块玉可能要花一个匠人一生的时间来制作，204
块玉片被连在一起，玉就有了生命。这些玉片静静地躺
在大地上，那就是天地的乡音。

土偶能解语，阴阳暂相通

《如果国宝会说话》 传递的是国宝背后的中国审
美、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观。每一件文物都代表着中华
民族的过往，是流动在我们血脉深处的文化底蕴，是历
史银河中的璀璨星光。从仰韶红陶人头壶到唐代三彩釉
陶器，从红山文化玉龙到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些文物无
一不反映着中华民族不断精进的工艺水准和悠久传承，
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让我们能感受到那份从创造之
初就蕴藏其中的勃勃生机。

片中出现的珍贵文物，无不是历代工艺的集大成
者：曾侯乙尊盘，后母戊鼎，越王勾践剑……这些文物
所蕴藏的，不只是当下倡导的工匠精神，更是一种跨越
数千年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可以超越时空限制，源源
不绝地传递给后来者。

徐欢说，选择这100件文物的理由，是展示中国古
人的创造力，所选的国宝具有所属时代的气息，曾见证
过文明的进程。土偶能解语，阴阳暂相通。面对饱经沧
桑的国宝，千百年后的我们仍然感到震撼。这份情感所
孕育的力量，构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自信、文化自
信。这份底蕴与从容，每一个中国人，都与有荣焉。

日前，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在京成
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夏潮任委员会主任。

中国视协新媒体委员会是中国视协下属专门委
员会之一，成员单位包括电视台、影视文化公司、
视频网站、智能硬件企业等。夏潮表示，中国视协
新媒体委员会将努力成为繁荣网络文艺的新推手、
团结新媒体人员队伍的新纽带、推进新媒体行业建
设的新桥梁，还将带领成员单位打造出更多具有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媒体文艺产品。同时，将通
过多种方式，引领成员单位不断提升理论修养与艺
术素养，恪守职业道德，追求德艺双馨，为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贡献。 （文 依）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坦然地面对慢慢变老”，吸
引了一众年轻网友的回答和跟帖。

“老”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当大家还在惊呼
老龄化社会到来，没准备好该怎么做的时候，湖南卫视

《亲爱的她们》 却提前给出了答案。正如观众所评价：
这是一部让你“笑着进来，哭着出去”的剧。除了细腻
的罗曼蒂克帅哥美女以及都市剧擅长的精致与温情外，
这部剧从更深层面探讨人性与生死，速写出种种家庭关
系现象。

“50 后”“60 后”父母，“80 后”“90 后”子女，每
个时代的人都有自身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样
貌，这也导致了现代家庭中的代际关系越来越复杂。
而独生子女与父母的相处问题更是一个颇具社会性的
热门话题。以妈妈马卫华（宋丹丹饰）为故事圆心，以女
主女儿顾嘉一（姜妍饰）为主要视角，这部剧通过更加
年轻化的叙事方式，将“80 后”一代与迈入暮年的父
母两代人火花四溅的代际关系，凝练在剧情的点滴细
节当中。

独生子女渴望独立，空巢老人对儿女事事牵挂。

《亲爱的她们》 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好的解决思路，即交
换视角，所有的不理解和冲突都会迎刃而解。顾嘉一与
妈妈相处中的温情和暖心也令戏外的我们动容。

《亲爱的她们》 也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将视角对准现
代老年人生活的影视作品。剧中以马卫华和她的老年闺
蜜团为代表，展现出各类“老龄危机”，给出了一份老
年生活的问题参考。剧中列举了各种丧偶、出轨、离
婚、单身、“夫管严”的案例，关于癌症、老年痴呆甚
至空巢的问题也都没有回避，虽然看似将残酷赤裸裸展
现在面前，但其另一面也充满着温暖的友谊、爱情与自
由的追求，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苦乐交融。

谁说老年生活只剩广场舞？剧中5个年已五旬的阿
姨打破了观众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她们或事业有
成，或追逐时髦，都有一颗期盼“诗与远方”的心，可
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绽放的油菜花田比“V”
自拍……观众似乎能隔着屏幕感受到，在生活中平凡又
唠叨的她们年轻时可爱美好的青春模样，感受到她们认
真而炙热的生活态度。

相比描写老年群体历来的煽情与安慰的传统套路，
这部剧给予了生死观一个特别敞亮和正面的答案：我们
即将迈进死亡，怎么现在就不能好好活了呢？剧中并没
有展现这些阿姨被生活折磨得痛不欲生、死去活来，虽
然生活中每天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她们却依
然有能力从繁杂的琐碎中找到自己的小幸福、小快乐。
尤其是她们在面对衰老、死亡、老龄化等问题时，那种
年轻、积极、快乐的心态令人无比钦佩。

与其说这是一部描绘老年人生活的剧，倒不如说是
一部“拍给年轻人看的生活启示录”。在巨大的年龄跨
度和心理鸿沟之下，生命的魅力和穿越时间的感染力依
然可以触及年轻的灵魂。剧中年过半百的阿姨们，没有
一成不变地哀怨衰老，依然在勤奋工作，即使寡居也想
的是独立生活，不成为他人的负累，不在意年龄限制地
坚持学习，病痛缠身依然坚定勇敢地生活……看着她
们，年轻人也许会突然明白，原来老了，也并不代表着
什么，其实还可以依然年轻着，认真热烈地生活。

以女性成长和命运变迁为主线的谍战剧 《红
蔷薇》，采用了鲜见的女性视角，描绘女主人公夏
雨竹从不谙世事的富家小姐到智勇兼备、信仰坚
定的成熟革命者的蜕变轨迹，同时还在时代背景
中，勾勒出许多鲜活生动、层次丰沛的人物形
象。该剧取材自真实的人物原型，截取大革命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4个历史时期，在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
之间游走，具象而真实地还原出一个满目疮痍但
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黄金时代”。

电视剧作为一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
形式，优秀的作品总能通过影像来观照生活，以
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传递深刻
的思想内涵。《红蔷薇》作为一部非“典型”的谍
战剧，从高密度、强节奏的叙事中脱离出来，转
为截取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角色，力图在真实的
历史视域下彰显女性主义和女性立场，令以男性
为主导的谍战剧类型有了新的着力点。

《红蔷薇》塑造了夏雨竹、顾霜菊、肖成碧3个出
身、命运不尽相同的女性形象，极大的反差形成强
大戏剧张力的同时，传递出对当下女性生存境遇和
权利的进一步思考。典型女性形象表达的女性主
义精神，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旧闪烁着光芒。

从“雨竹”到“蔷薇”，从不堪风雨到热烈生长，
女性主义的隐喻在该剧的细微之处打上浓重的烙
印。有意味的是，虽是女性担纲叙事主体，《红蔷
薇》并未落入一般“大女主戏”的“伪成长”窠臼——
借助男性角色的话语力量消除阻碍。夏雨竹的两
任丈夫——任致远、肖君浩，给予她更多的是精神
层面的支持。从失去兄长的悲伤中走出，由武汉
到上海，夏雨竹追寻信仰和自由平等之路，也是
她不断积累谍报和职场技能、经验之途。可以
说，夏雨竹这个人物将女性角色从传统谍战剧的
边缘地位解放出来，同时展现了女性身上特有的
精神力量，从而与观众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

借历史之笔，写今日之事。夏雨竹为信仰可以
舍弃安逸优渥的生活，可以在做了母亲之后承受骨
肉分离之痛，“牺牲”是与敌人斗争、与时代抗衡的
过程中必须承受的代价，而不屈服、不逃避、直面困
顿的精神，则在此过程中显得尤为可贵。半个多世
纪以前，夏雨竹身上体现的女性觉醒意识，与当代
强调的女性独立、追求男女平等、自我价值的实现
等观念不谋而合。如果说夏雨竹是女性主体意识
觉醒的体现，传达了女性对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地位
的反抗，顾霜菊和肖成碧两人则分列天平两头，走
向了屈从和逃避的另外两个极端。将命运的悲剧
归咎于阶级出身的顾霜菊，顺势而为的精致利己主
义者肖成碧，她们是时代的旁观者，被时代裹挟，难
以善终。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命运，不再是形而
上的口号，而是落实在影像里。

创作者以现实主义之剑，挑破时代的脓包，真
实地再现了动乱年代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时代
在发展，女性所面对的抉择不再是信仰、生死等宏
大的议题，但掣肘女性发展的桎梏仍在。《红蔷薇》
以影像为镜，将女性主义之光照到现代，期许能唤
起更多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男性对女性身份、地位
的肯定和认同。

非遗无止境，茶香飘万家。日前，第三届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暨非遗文化展在福建泉州举行。江西非遗
兵团选派遂川狗牯脑茶制作技艺、景德镇传统珐琅彩瓷
制作技艺、鄱阳脱胎漆器髹漆技艺、南丰傩面具4项参加。

泉州香道非遗传承人李春生以为是对手来了，来到
遂川梁光福的手工制作技艺展示馆，要一比高下。只见
梁光福老师傅不紧不慢，表演那“两次杀青、两次揉
捻、两次醒茶”的狗牯脑茶独门工夫。李老师方才醒
悟。狗牯脑不是一柱香，而是一杯茶也！于是乎，香道
与茶道正式走到一起。

本届艺术节坚持文化惠民、共建共享理念，突出地方
特色，凸显国际元素，包括展示展演、思想文化论坛、文化
项目建设和其他项目等 4大板块、10个核心项目和 60多

个联动项目。每件非遗作品都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
里有来自贵州银饰，宁夏葫芦画，这里有古老神秘的华县
皮影、有美轮美奂的苗族银饰，有巧夺天工的稷山漆器髹
饰、有出神入化的武夷山茶百戏……还有31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名嘉宾学者齐聚泉州，共
襄盛会，为艺术节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艺术元素。

茶叶和瓷器，江西在丝绸之路三大商业元素中居有
其二。闽人说“茶和天下”，浙人提出“茶行天下”，赣
人高举起的是“茶香天下”的大旗。江西茶，何以香天
下？泉州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研
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石光亚教授指出，品牌的打造，
要在“品牌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上下足功夫，建
设好“文化品牌”。

视协成立新媒体委员会视协成立新媒体委员会

山东卫视《超强音浪》贴近百姓

四川卫视跨年演唱会“艺术加科技”

赣人“茶香天下”
□王以之

《亲爱的她们》：谁说暮年不如青春
□张奉琴

◎墙内看花◎墙内看花

展现女性的
精神力量
□陈 禾

展现女性的
精神力量
□陈 禾

《亲爱的她们》剧照

《家风中华》

家风故事代代传
□杨 杉

《如果国宝会说话》

国宝活了国宝活了，，火了火了
□吴伟贤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海报

演员李光洁（右）在《超强音浪》节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