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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为我
国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更有利的传播机遇，赋予纪录片
创作新的使命，纪录片创作应该自觉
担当起时代使命。

这一时代使命不仅要求对中国负
责，也包括对国际社会负责，因而是
—种国际担当。

基层故事：
讲好日常故事和平凡人物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要讲好普
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平凡人物
的生活细节故事。历史是人民的历
史，是活生生的一个个平凡人物汇聚
成的人类群像形成的人类历史，纪录片要彰显这些
平凡人物的生活和生命故事，通过有声有色、有滋有
味、有情有义、有趣有意的真实日常故事，让广大观
众看见活灵活现、活蹦乱跳的活生生的中国人、中国
人的生存境遇、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情愁忧思，
看见多姿多彩、情韵生动的中国文化。

除了讲好中国故事，纪录片创作同样要不断发
现和呈现“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通民
众日常生活的生动故事。纪录片因其视听兼备、声
画并茂、真实客观、表现力丰富，在呈现“一带一
路”沿线老百姓日常生活故事时，就越发生动形
象，越发富有感染力。

20 多年前中日合作摄制的大型纪录片 《丝绸
之路》，在中国纪录片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
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是从该片真正了
解了中国的西部地区和这条在世界史上赫赫有名
的古代商道，曾经在日本等国掀起了一股了解中
国的热潮，对中国西北部的开发和建设也起到了
积极促进作用。

当下关于“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创作，在重视
大型纪录片摄制的同时，更要重视微纪录片的拍
摄。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一部部带着泥土芬芳
的微记录，不但可以呈现生活的丰盈和厚度，彰显
生命的蓬勃和力量，而且能够从中阐发“一带一
路”互利共赢的宏大命题，阐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的宏大主题。

民间力量：
挖掘与传播民间优秀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积淀
了丰厚而多样的民间优秀文化传统，民间文化力量
蓬勃而强盛，到处是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高手。应
该发现这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高手和民间优秀
传统文化，挖掘这些文化资源，以其作为创作的源
泉、灵感的源泉，从而创作出主题精微、手法精
湛、叙事精彩、风格精美的纪录片。这些具有很强

“传播力”的高水准纪录片，蕴含着民间优秀传统
文化元素，承载着当下活生生的民间火热生活，具
有相当的文化“穿透力”，可以在不同国度游历、
不同文化间游走。

纪录片呈现并传播这些优秀民间文化的主题、
要义、文化和精神，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不同文化相互理解，传播
多元文化观、平等文化观、整体文化观，推动世界
和平发展，是纪录片的必然使命，更是让“地球
村”每一个角落能够清晰看见“一带一路”历史远
景、现实图景和未来愿景的应有担当。

国家间的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需要夯实民意基
础，开展人文交流必须寻求并探索出广接地气、交
流顺畅和效果鲜明的承载方式，而纪录片恰恰就是
具备上述诸多属性的优质载体。通过高水准的纪录

片创作和扎实有效的跨地域、跨国界、
跨民族、跨文化传播，可以把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美好交流愿望转化成切
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把宏大的理论政策
提倡落实为具体生动的生活实践。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经表
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合
作共赢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抉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尤其是我国丝
绸之路地带，少数民族聚集，多民族
长期交融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影响
下各种文化模式，纪录片在一个个小
故事的生动呈现中，能够让世界人民
看见多样文化共存共荣的现实可能
性，透过多样视角的聚焦和观照，多
方位看见和诠释“他者文化”的不同
立场；通过多元话语的映现和参照，

多角度阐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意义；通
过多次曝光的再现和写照，多方面阐释“一带一路”
倡议所体现的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协作共赢精神。

舆论前沿：
理解“一带一路”体现的情怀与境界

以地方媒体、权威媒体、国外媒体作为助力和
前沿舆论阵地与瞭望哨，大力推介和广泛传播“一
带一路”主题纪录片，形成“一带一路”的“媒体
带”联动，从而把纪录片原有的“播出率”“收视
率”成功转化为“到达率”和“影响率”，让全世
界真切地看见“一带一路”真实而生动的形象风
貌，在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理解“一带一路”
倡议一步步实践和付诸实施中，不断实践和体现

“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家国情怀、审美境界和
文化精神。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水仙号”上
的黑水手》“序”里说得好：“我的任务……就是让你
听，让你感觉——而最重要的，是让你看。就这些，
而且，这就是一切。”

多数人因为看见了才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
信而看得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纪
录片恰恰应该引领观众们去“看”，带领观众们去“看
见”，去“看到”，并且“看清”、“看懂”，“看透”。

传奇励志剧 《远大前程》 正在湖南卫视热
播。该剧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小
人物洪三元在大上海白手起家，一路摸爬滚打，
几经抉择，并最终实现“远大前程”的故事。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
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
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主人公洪三元虽
出身低微，“大字不识几个”，又油嘴滑舌，市井
气十足，但他有着朴素的对“远大前程”的深切
渴望。初到上海，他一无所有，就把“尽力做好
每件小事”作为成就梦想的基础。无论遭遇何种
困境，洪三元都积极、乐观，以生活历练出的生
存智慧灵活应对，不逃避，不放弃，不气馁颓
丧。通过洪三元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进的过程，

这部剧探讨了底线、原则等严肃的社会话题。
《远大前程》是洪三元的个人成长史，也是百年

前大上海的时代横截面。随着剧情的铺展，显赫一
时的“永鑫公司三兄弟”、深藏不露的看门人“拐
爷”、共产党人梁兴义、留洋归来的进步学生于梦
竹、女中丈夫小阿俏……众多人物纷纷登场，与洪
三元的命运碰撞、互生，其中有爱恨情仇，也有善恶
博弈。在与众多人物的纠缠、交锋中，“远大前程”4
个字在洪三元心目中逐渐改变，逐渐清晰。一开
始，这 4 个字代表着“吃香喝辣”，甚至是“花天酒
地”。在共产党人梁兴义的引领下，洪三元逐渐认
识到，只有放下个人利益，心怀家国大义，才能踏上
真正的“远大前程”！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革命信
念的引领下，重塑自我，展现出强大的成长性。

日前，由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主办的“中外电视剧交
流合作论坛”在戛纳电视节前
夕举办，出品方在论坛上对电
视剧《美好生活》进行了推介。

男 主 人 公 徐 天 是 一 位 海
归，在经历了情感和事业的打
击后回国发展，遇见了同样掉
入生活漩涡的女主人公梁晓
慧。两人一起面对来自生活的
种种考验。凭借去光环化的人
物形象和细腻真实的情感故
事，《美好生活》引起了观众热
议，特别是男主人公不管遭遇
顺境逆境，始终保持着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态度和包容、理
解、奉献的品质，尤其让人觉
得可贵。其他角色也都立体丰

满：开着婚介所却为一双儿女
婚事操碎心的刀美岚，担心女
儿想不开偷偷尾随上班的老
梁，大龄恐婚女青年豆豆……
从一个个小人物的性格特质和
悲欢离合中，这部剧以小见
大，映射出老中青三代的情感
日常，让观众感受到一股来源
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美好之
风”。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剧情以
及剧中人物与现实生活无限接
近的真实质感，给观众带来情
感冲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生
活》通过平实真挚的叙事、平凡
普通的人物设置，折射出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做出的种种努力。

舒晋瑜新作 《深度对话茅
奖作家》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推出。

于 1982年开评的“茅盾文
学奖”（以下简称“茅奖”），
30 多年来已经评选了 9 届，先
后有40多位作家的作品获得殊
荣。整体来看，连绵而来的

“茅奖”，实际上构成了长篇崛
起与繁荣的成果展示与实绩巡
礼。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
为，舒晋瑜是一位兼具经验与
学养的提问者，她的“茅奖”
访谈在各抒己见、众声喧哗中
呈现了这项中国最重要文学奖
的繁复面相，这部书成为当代
文学史的重要旁证。

这部书以其现场性兼具史
料性，纪实性兼具研究性，具
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这

是“长篇崛起的一份档案”。该
书以“茅奖”作家为访谈对象，采
用“对话”形式揭示作家的心曲，
探悉作品的成因，在对“茅奖”
的切近与观察中，突出了作家
的角度，彰显了主体的功能。
作者切近作家作品实际设置话
题与问题，访谈与对话亲切自
如又内在深入。作家韩少功认
为，舒晋瑜的访谈，不是创
作，但揭破了创作的源代码；
不算理论，但暗设了理论的新
路标。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
晓明则表示，舒晋瑜专访中涉
及的问题，既是当代文学界的
热点，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焦
点，蕴涵了深刻的文学思想。

从 1999 年供职于《中华读
书报》以来，舒晋瑜密切关注文
坛信息，跟踪作家创作。

（任 雯）

又是一年艺考季，当媒体和网友们纷纷抓拍
“最美艺考生”等热点话题时，中国教育电视台的
原创综艺节目 《中国艺考》 第二季再次受到关注。
这档节目不是一笑而过的娱乐谈资，而是将“艺
考”正本清源，让考生和家长从中受益，也让全社
会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艺考，看待艺术，看待艺术
人生。

在本季节目中，节目组为影视表演、播音主
持、传统戏曲和舞蹈表演4个专业的艺考生，打造
了一个全新的艺考冲刺营。庞大的导师阵容不仅
包含实力派演员、奋战教育一线的老师，还有各

艺术领域的知名艺术家来为学员提升助力。为了
更严谨和专业，节目放弃娱乐明星，邀请到的都
是艺术领域甚至是艺考中具有话语权的专业精湛
的老师。他们不仅仅将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孩
子们，更让学员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认知
自己。

节目也为观众呈现了比较真实的艺考群像，考
生在48天的艺考冲刺过程中，回到真实的校园课
堂，完整地体验了这场大考的起起伏伏。这其
中，有汗水有泪水，有成功也有失败。每一个专
业领域的比拼都残酷激烈，也非常真实。看到学

员们一路的披荆斩棘，观众们也感受到了艺考的残
酷与震撼。

为什么参加艺考？艺考成功之后做什么？《中
国艺考》通过学员的故事、嘉宾的引导，给出了答
案。艺考不只是一种升学途径，艺考的终极目的也
不是当明星。影视圈从来就不缺“高颜低能”的明
星，真正需要的是专业功底扎实的“实力派”。而
艺考需要的是梦想感以及为实现梦想努力坚持的决
心。节目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流量明星”泛
滥的背后，是艺术家稀缺的严酷状态，不管是中国
影视圈，还是华语乐坛，未来需要的都是真正的实
力派。

《中国艺考》 既是一场真人秀与行业的融合，
也是一次充满匠心的综艺革命。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梳理了 《中国艺
考》 的三条线索：第一是艺考生的学习培训线，
即艺考一试二试三试的故事；第二是艺考生的内
心成长线，即人物的情感、性格特征的成长变
化；第三是节目整个的精神线，即价值取向，选
什么桥段来演、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物个性形象
等，都体现了价值取向。节目在策划时和执行
时，这些核心立意就让 《中国艺考》 在模拟艺考
考试的同时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传递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的“匠人精神”，为艺考生们的艺考之路和
精神成长“双重补钙”。在这很大程度上，传达了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的价值观念。

《美好生活》“走出去”
□王心月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新近出版

《美好生活》剧照：徐天（左，张嘉译饰）遇到梁晓慧（李小冉饰）

《远大前程》剧照：陈思诚饰演男主角洪三元

“远大前程”在哪里
□贺 湘

《中国艺考》，为艺考正本清源
□尹 鸿

看见“一带一路”
□任志明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举办了广播电视节目创新
创优培训班，“小大正”的自
主 创 新 方 向 再 次 被 加 以 强
调。“小大正”是“小成本、
大情怀、正能量”的简称。
去年以来，我们的广播电视
节目题材和形态明显更为丰
富，尤其是电视节目围绕传
统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

2016 年，广电总局就提
出了“小大正”的广播电视节
目创作思路，现在成为业内必
须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这
无疑是一种必要的纠偏。

与“小成本”对应的是大
成本、大投入、大制作。追求
这几“大”，近年来确实在一些
广播电视节目上有所体现。
一些跨年晚会、春节晚会、元
宵晚会，互相比拼谁请的明星
多、谁烧的钱多，结果节目质
量和水平差强人意，反导致明
星身价大涨。与“大情怀”对
应的是小格局、小情趣、小节
操。前些年，有些广电节目沉
溺于这几“小”，消费明星隐私
和普通人的悲苦，尤其一些

情感类节目，以展现出轨、
第三者、不伦恋等来博取收
视率。与“正能量”对应的
是负能量。一些节目宣扬错
误 的 价 值 观 人 生 观 ， 比 如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
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婚恋
观、“出名要趁早”的成名
观，宣传依靠“旁门左道”
一夜成名的网红等。

一位网友说得好：广播
电视节目“小大正”，方能

“高精尖”。内容的高品质，
是任何节目的立身之本、制
胜之道。广电节目创作无论
何时都绝不能讲排场、比阔
气、拼明星；都要始终把社
会 效 益 、 价 值 引 领 放 在 首
位，引导人们努力实现个人
前途与国家命运、个体经历与
时代大潮、个体情感与集体情
感的同频共振；都要始终弘扬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期待在“小大正”的创
作与创新方向引领下，有更
多的广播电视节目产生深刻
的质变。

（刊头设计：傅佳伟）

“小大正”确是纠偏
□何勇海

“小大正”确是纠偏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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