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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集电视剧《东风万里》日前在京启动。
该剧以武汉市“汉欧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的“汉欧人”和他们运营的“汉
新欧”事迹为原型素材，讲述 2012 年秋
至 2018 年春之间，一群“70 后”“80 后”

“90 后”，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用“中欧班列”参与全
球供应链变革的成功实验，谱写了铁轨
上的“一带一路”史诗新篇章。他们3次
创业、创新，屡建奇功，用物流催生新

的贸易，还肩负了跨文化交流的光荣使
命，试运行了出境旅游观光的专列，竟把
综合业绩做到位居全国 38 个运营城市首
位。主人公楚云飞和江汉碧团结身边的
兄弟姐妹，建树了丰功伟绩。他们实现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收获了各自的友谊和
爱情。全剧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审美原则
是真实、客观、向上的积极现实主义，零容
忍一切乔装打扮的“伪现实”“悬浮现实”。

著名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

担任了该剧的总策划、总编剧、艺术总
监。他说，“江欧人”都是“九头鸟”，楚云
飞当之无愧地正是这个“九头鸟群”的头
鸟。楚云飞也是中国电视剧人物长廊里
的一个具有“分水岭”色彩的人物。他的
特点在于他是公司“总裁”，却不是所谓的

“霸道总裁”；事业上当 然也遇到了竞争，
但是，他不是那种醉心于“职场恶斗”的角
色；他也有自己的“情爱”，却绝对不是“霸
道总裁玛丽苏”的模式，更不走“‘70后’大
叔男跟‘90 后’小淑女爱得激情似火”的

“三俗”套路。他很清醒地将“爱”附丽在
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上。无论职场还
是情场，他和他一路同行的人展示的深度
人性，都是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环
节，不论导演、编剧、演员，致开奖辞前，
都会先娓娓道来一句“我是电影人某某某”。
此话说罢，台下定会响起一阵饱满的掌声。
整个闭幕式上除了花落各家的“天坛奖”引
人瞩目，这个小细节特别耐人寻味。

同样是在闭幕式上，开奖嘉宾演员胡军
在揭晓“最佳男主角”之前，用一段诚恳的
叙述介绍了坐在台下年逾花甲的表演艺术家
李雪健。话音刚落，偌大的北京雁栖湖会展
中心里，所有中外观众自发起立鼓掌，场面
令人动容。

本届电影节，掌声从不缺席。在持续半
个月的展映活动中，遍布北京城东西南北的
数十个影院里也传出了不绝的掌声。美国传
记电影 《灾难艺术家》 放映时，整个巨幕影
厅座无虚席，每到剧情跌宕或人物表演惊艳
之处，影厅就会爆发出热烈掌声，更有观众
禁不住欢呼起来。在一些艺术片展映中，如
英格玛·伯格曼 《犹在镜中》、安娜·乌鲁沙

《惊慌妈妈》，观众安静地欣赏完影片后，也
会自发鼓掌，久久不愿离开。此时，银幕好
似一方舞台，剧中的演员和场景仿佛真实地
存在于眼前，观众的掌声就像是与台上演员
的亲密互动。

这样的“掌声现象”并非常态，影院里
观众鼓掌更不常有，不少人甚至没等片尾字
幕出现就匆匆离开。即使获得了掌声，也多
是像《南京！南京！》之类能激发某种激烈情
感的作品，那些同样优质、情感更细腻或艺
术味更浓的“温和”影片却少有掌声加持。
现在，影院里自发的掌声更多了，不少观众
在朋友圈里推荐影片时都会附上一句“看完
后观众们都鼓起掌来”。近些年国内的影视颁
奖典礼上，掌声更响了，甚至打断了台上嘉
宾的发言。随掌声一道的，还有观众的笑声
与眼泪，也有敬仰的目光或鼓励的眼神。这
样的掌声与以往不同，它不是程式化的甚至
敷衍式的，而是一种共情传达，一种对影
片、影人真诚的关注和尊重。一句坚定的

“我是电影人某某某”的介绍之后，观众们还
以热烈掌声，一方面是对影片、影人的肯
定，更重要的是给予电影人应有的尊严。

有人统计过，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有
11 次全体观众起立鼓掌，这些掌声送给了获
奖者、表演者和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众所
周知，“鼓掌文化”是形成奥斯卡颁奖礼氛围
的重要因素，掌声不只简单表达祝贺，还有
对电影人精神的肯定、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
电影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景。正是这样的掌
声，让人们感受到了奥斯卡奖对电影从业者
的尊重和激励。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掌声是个好的开端，如
果能够常态化，形成属于中国电影的“鼓掌文
化”，那是中国电影真正获得了尊严和体认。
随着欣赏水平的提升，观众不会吝惜掌声。
电影人想要获得更多掌声，也需加倍努力，
让行业内外的掌声拍得更响亮、更持久。受 第 十 八 届 “ 相 约 北

京”艺术节之邀，香港绿叶
剧团家庭面具剧 《爸爸》 首
次进京，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该剧以西班牙得奖漫画家帕
科·罗卡的漫画 《欢乐皱纹》
为灵感，以面具默剧为表演形
式，带领观众游历于各个角色
的“现在”和“过去”，带观众开
启一段心灵疗愈之旅。

《爸爸》 讲述了一个平凡
的故事：父亲患上了阿尔茨
海默症，被子女送进了养老
院。养老院里，一群老人在
生活一起，消磨时光，等待
死 亡 。 话 题 听 起 来 有 些 沉
重，但绿叶剧团以一种充满

童趣的方式来演绎，使整部戏充满温馨与
欢乐。老人之间的“矛盾”、与看护之间
的“斗争”都让人又爱又恨，甚至捧腹。
演员们用温情消解了残酷，勾画出“爸
爸”形象。整部戏没有台词，演员全程以
肢体的形式去表演。

第十八届“相约北京”艺术节由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
司、北京市文化局承办。 （穆 雯）

由十月文学院主办的系列文学讲座“名家讲经
典”第九场日前在京举行，评论家张柠以“心灵的战
场”为题，为文学爱好者讲解了俄罗斯文学巨擘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盖棺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现出这
部旷世巨著的精神深度。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
篇小说，也是他最为成熟、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张
柠认为，作品融入了作者一生对文学、人类命运的思
考。小说中崩溃的“偶合家庭”，既是分崩离析的俄国
社会的缩影，又是对19世纪末俄国人精神状况的一次
无人可及的“深描”。狂风暴雨般的心灵冲突，直击人
心的精神审判，难以预料而又顺理成章的故事，与一个
个狂放而深不可测的人物，在此处汇集，确立了这部著
作的艺术地位。 （杨 文）

中国音乐家吴桐等演奏的三笙六鼓，
与舞台背景徐徐流淌的水墨动画交错相
宜，从视觉听觉上呈现了无穷的东方之美；
代替最佳女主角获得者领奖的格鲁吉亚和
爱沙尼亚影片《惊慌妈妈》女演员激动得忘
记领奖杯就冲下舞台，引发全场大笑，这部
影片最终还获得“天坛奖”最佳影片奖，主
创们再度站上领奖台；全场中外嘉宾起立
鼓掌，致敬演员的榜样——著名表演艺术
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

4 月 22 日晚，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晚会留下了一个个
难忘的瞬间。至此，为期 8 天的本届电影
节圆满落下帷幕。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300家中外电影机构的1.5万名嘉宾，在
北京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而又收获满满的
时光。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向世界展
现了一个文明、多彩、诗意、进步的北京。

“中国电影”面目清晰

《红海行动》 让无数国人燃起对国家
的认同感、自豪感，该片也荣获了本届

“天坛奖”的最佳视觉效果奖；《十八洞
村》直接取材于现实，将中国的扶贫攻坚
行动搬上银幕，让世界读懂一个责任大国
的情怀。今年入围“天坛奖”的这两部国
产影片现实感、时代感极强，并具有鲜明
的国家发展印记。“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电影特展”多维度展示了中国电影产业经
历的巨大变革，“焦点影人：张艺谋”“辉
煌中影——改革开放 40 周年精品展映”

“北京城事”和“艺术探索”4 个子单元、40
部电影，共同构成 40年中国电影乃至中国
社会历史的横切面。

电影是易被大众接受的文化传播媒
介，如何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国际流行的
电影语言和叙事技巧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职责。电
影节也一直在追寻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

《黄土地》《盗马贼》是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
代的中国第五代导演重要代表作。第八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为这两部 4K 修复版经典
影片举办了首映。4 月 18 日晚，记者在北
京三里屯美嘉欢乐影城巨幕厅，与数百位
观众一起观看了“北京城事”单元的《独自
等待》。公映 13年后，导演、编剧伍仕贤
从英俊小伙子变成圆胖大叔，观众们欢呼
声鼎沸，而镜头里的北京依然清新：男主
人公骑着自行车路过的红墙青瓦，被楼下
跳广场舞的大妈吵醒的清晨，漫天漫地的
银杏叶铺满望不到头的柏油路，电影里北
京人洒脱自信的生活状态和今天一模一
样。正像普希金所说的：“而那过去了
的，都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电影节“花样百出”

截至 2017年底，北京地区有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机构 7600 多家，年生产国产影
片 350部。北京在全国率先设立影视出版
创作基金，出台了新版《北京市多厅影院
建设补贴管理办法》，北京银行持续为影
视类企业发放贷款，这些措施显示了北京
推动中国从影视大国向影视强国转变的决
心。

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中
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北京演艺集团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
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承办的“首都之星艺
术影厅联盟”在北京成立，其成员承诺每
周将放映不少于两场艺术影片。

电影节上，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国际
影业集团高峰论坛、电影科技国际论坛、

“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主会场北京
国际饭店的各个厅台上嘉宾侃侃而谈，台
下观众座无虚席，话题前沿、视角多元。

高端专业的主竞赛单元“天坛奖”，
评奖影响力快速提升，来自 71 个国家和
地区的659部影片参加本届评选，15部入
围影片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影片品质
较往届再次大幅提升。最终 10 个奖项实
至名归。评委会主席王家卫说：“希望北京
国际电影节可以是一个更为广大的平台，
花也开草也长，另类并行，生机无限。”

秉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宗
旨，“北京展映”汇聚了这一年来在各个
国际电影节中备受好评的佳作，电影市场
参展商达 220家，许多机构来自英国、澳
大利亚、日本、乌克兰、以色列、蒙古国
等国家。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营造出了全民
共享氛围。4月17日，记者在北京怀柔中影
数字基地和许多群众一起参加了电影嘉年
华活动，体验了平生最好玩、最逼真的VR射
击游戏和遨游太空游戏，体会了高科技带来
的全新体验和别样审美感受。这段神奇的
梦幻之旅，使记者深深理解了本届电影节设
立“科技单元”的重要意义，理解了为什么说
电影是文化和科技相结合的产物。

影响力大幅增长

“我叫毛泽翔，今年 28岁，我带来的
项目是 《野马》，讲述的是一个 17岁少年

在为突然离世的父亲善后时，发现了父亲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生活，开始面对成人世
界的故事。”在项目创投竞赛上，文质彬彬
的毛泽翔站上讲台，用漫画等方式推介他
的项目。《野马》最终获颁“最具创意奖”，得
到电影节组委会现金 5 万元和 Base FX 视
效开发服务奖30万元。“带着一个故事来，
带着一部电影走”，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
场项目创投平台所提供的，正是让新人导
演能够快速投身电影业、把蓝图变为现实
的机会。如今这一平台已逐渐成为全球华
语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影孵化与扶持平
台。本次项目创投累计接收项目 722 个，
申报项目数量再创新高，吸引了中国香港
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等电影
人的积极参与。近年来的《我的特工爷爷》

《点对点》《喊山》《滚蛋吧肿瘤君》《七十七
天》《南极之恋》等一大批影片和优秀青年
电影创作人才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现场，有 79 家企
业的 38 个重点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
额达到 260.825 亿元，同比增长约 49%，
大大超出预期。

英国电影协会国际主任伊莎贝尔·戴
维斯说，“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生命力。
这次我也看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多样性
和专业性。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也让北京
国际电影节的影响范围更为宽广。“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
之一、波兰音乐家詹恩·凯兹梅利克说：

“北京国际电影节不只是对中国电影或者
波兰电影，而且是对全世界的电影都有积
极的影响。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影响力
还在持续增长。”

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久松猛朗说：
“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一个为中国观众展示
世界电影的机会，同时也是将中国电影推
向世界的一个契机。”

我们的过去，通过电影回顾；我们的
当下，通过电影体验；我们的未来，通过
电影畅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
主席杜飞进寄语北京国际电影节：“要在
时代发展的大势中发展，在电影创新的潮
流中创新，打造成为更具国际视野、中国
风范、北京特色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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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
族作家学会等主办的“中外作家交流营暨中外作家中国
故事创作研讨会”近日在广东东莞举行。

据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赵晏彪介绍，“中
外作家交流营”缘起于国家丝路书香工程“外国人写作
中国计划”，该计划是“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走出去”
的一项重点工程，主要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国友人参
与到中国内容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创作中来。“外国人写
作中国计划”首批签约作家以深入基层的形式来华体验
中华文化、中国国情，实地感受，捕捉创作灵感，丰富创
作素材，从而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用海外读者乐于
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撬动感受中国文化的心
灵，让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融入世界人民心中。

美国作家夏云峰、白俄罗斯作家达莎、韩国作家
薛熹祯在研讨会上阐释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重要意
义，用中国56个民族共同发展的事实，论证了中华文
化和谐与包容的特点，值得世界各国借鉴。（赵 雯）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启动

张柠讲经典：心灵的战场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无论是规格规模还是国内外
影人及观众参与度都超越往届；在高端起点、跨越发展基础
上，再攀高峰，为未来向更高更强迈进奠定了基础。电影节
的七大主体活动，无论是开闭幕式的惊艳呈现，还是展映影
片的低价惠民，无论是国际影人的深度参与，还是电影市场
的火热升温，无论是电影嘉年华的提质升级，还是天坛奖获
奖影片的国际水准，都说明了品质决定成败。”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北
京电视台总编辑王珏

如果说《我的前半生》讲述的是中年
女性走出婚姻之后的成长史，近日接棒的
新剧《海上嫁女记》虽然仍将故事焦点对
准现实题材中的中年女性生活，但这次，
女主人公不再是畏首畏尾重回社会的家
庭主妇，而是一名干练、独立，自信满满的
女强人。这部“70 后”都市女性的爱情和
事业的罗曼史，打破由男性主导职场，女
性为家庭牺牲自我的旧观念，为单身中年
女性正名，称得上是一部女性现实主义题
材代表作。

新一代“大女主”的故事，不再依赖于
从柴米油盐、家庭伦理上与观众找共鸣，
而是放大了视角，大胆地记录女主人公惊
心动魄的事业风波和爱情浪花。该剧不
再执著于将中年女性塑造成符合男权文
化的“贤妻”，而是让40岁的女性也大胆
张扬个性。无论对于电视剧创作者还是

表演者来说，这都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由蔡少芬饰演的女主人公“何念晴”，虽然
婚姻曾遇波折，但并没有上演家庭伦理剧
中一地鸡毛的“狗血”桥段。在职场上她
是叱咤风云的金牌经纪人，面对娱乐行业

的乱象和不良风气，她勇敢地进行批判和
斗争。这个人物鲜活、饱满，给电视荧屏
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70 后”女性形
象。在剧中的中年女性身上，我们看不到
任何“枯萎”的迹象，比起年轻人，她们反
而更有能力享受生活，更加肆意绽放。

当然，女主人公作为都市职业女性，
也有着专属于中年熟女的普遍性焦虑与
困境。“70 后”母亲对婚姻、爱情的观念更
注重“合适”，“90后”女儿则只有“真爱”至
上。母女种种不同的观念看似冲突又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真实共存。如何面对与

“90 后”女儿的“代沟”？如何避免将自己
的付出变成控制欲？如何勇敢地回应比
自己年龄小的男性的追求？两代人的价
值观、婚姻观、爱情观的冲突和过渡，让人
物形象更具有结构性张力，也更贴近社会
现实。《海上嫁女记》带领着以往常被边缘
化的中年女性群体走出束缚和困境，强化
自我身份认同，享受生活和生命本身。

《海上嫁女记》 囊括了大部分中年女
性可能遇到的各种人生命题，用艺术的
眼光纵深地打量人性，直面现实，观照
社会。鲜活、真切、具有日常感的叙
事，能够启发电视机前很多挣扎在中年
困境中的都市“熟女”重新审视自己的生
活，勇敢地寻找自我。

当中年女性成为主角
——谈电视剧《海上嫁女记》
□杨 杉

当中年女性成为主角
——谈电视剧《海上嫁女记》
□杨 杉

电视剧《东风万里》谱写“九头鸟群”
□文 依

电视剧《东风万里》谱写“九头鸟群”
□文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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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掌声不断
□陈钟昊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最佳故事片”《惊慌妈妈》

蔡少芬主演《海上嫁女记》蔡少芬主演《海上嫁女记》

《爸爸》剧照《爸爸》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