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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成长相
册。在国际市场上，什么样的纪录
片更受欢迎？

“从人的故事入手记录时代，
讲故事的纪录片，更易走上世界舞
台。”在日前落幕的第51届休斯敦
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大型纪录影视
作品 《探秘新三峡》《三峡大坝》
分别斩获最佳纪录片铂金雷米奖、
评委会特别奖，执导该片的中央新
影国际传媒董事长、总编辑杨书华
荣获最佳导演奖。

“我们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
的记录又将成为历史。”从延安电
影团一路走来的中央新影，是唯一
拥有国家级历史影像库的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从黑白胶片时代
起，就用摄像机留下一系列重大的

“国家记忆”。对于世界瞩目的三峡
工程，中央新影已跟踪记录了 22
年。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
周年，杨书华团队推出历时5年拍
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电影 《中国三
峡》，回答世人关注的3个问题：为
什么兴建三峡工程？这个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工程是怎么建设的？建成
效果怎么样？影片播出后国际反响
强烈，被译成 7 种语言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映。该片获得中
国电影“华表奖”，杨书华被评为

“纪录片年度最佳导演”。
此后6年时间，作为中央新影

国际传媒负责人，杨书华又担纲由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湖北省、重庆市联合摄制的大
型高清纪录片《新三峡》的导演。

利用世界语言，讲述三峡巨
变；在故事中体味发展与变化，
在求证中感受科学与辉煌。这是

《新三峡》 的艺术追求，也是其价
值取向。该纪录片以开放式的结
构 ， 通 过 “ 坝 、 水 、 山 、 人 、
景、城、梦”7 个分集，用镜头
讲述老三峡向新三峡的转身以及
三峡地区经过 20 多年波澜壮阔的
移民迁建和社会重组后，展现出
的新、变、美。

“三峡与长城是中国最早向世
界开放的旅游景点。三峡工程建设
20 多年来，周边发生很大变化，
许多人对此不了解，认为老三峡的
景观没有了。”杨书华介绍说，他
们此次采用国际上比较前卫的纪录
片拍摄手法，以揭秘的形式制作了

《探秘新三峡》。通过专家视角、文
化视角、传媒视角、国际视角，使
关注三峡的人认识新三峡、感知新
三峡、发现新三峡。同时还邀请了
国际大师加盟，拍摄同名 3D 记录
电影，通过三维技术呈现三峡库区
未来10年乃至100年后的前景。

考虑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在

手机上观看视频，杨书华团队策划
拍摄《新三峡》时，除了长的纪录
片，还制作了若干部时长只有5分
钟、适合新媒体传播的微纪录片，
叫 《探秘新三峡》，通过手机视频
推出，扩大传播渠道。

与“好莱坞 3D 之父”、《阿凡
达》特效总监恰克·科米斯奇，两
度奥斯卡奖得主、纪录片 《黄石
公园》《大峡谷》 导演凯斯·梅林
以及纪录片 《钓鱼岛真相》 美国
德裔好莱坞导演克里斯蒂·里比等
人合作拍片这些年，杨书华的最
大感受是：中国纪录片能否走向
世界，不独取决于技术，更在于
叙述方式——纪录片的生命在于
真实，而真实的记录要想引人入
胜，必须关注叙述技巧，即纪录
片也要讲故事。讲好一个有戏剧
张力的故事，对于纪录片编剧、
导演而言，格外重要。

此次参展休斯顿国际电影节，
杨书华选择《新三峡》中的两集纪
录片分别参评不同奖项，展现三峡
之新、三峡之变、三峡之美，均获
殊荣。“普通人的命运是社会进步
的风向标。”休斯顿国际电影节主
席亨特·托德等业内人士认为，该
片聚焦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中国话
题，大主题，小切口，从小人物命
运切入，向纵深挖掘，由点及面，
将三峡变迁娓娓道来，体现了那段
历史中的人性光辉与人情温暖，从
国际视角回应国际关切，具有很强
的受众意识和问题导向。美国同行
及观众对这部片子的喜爱和好评，
让杨书华备感欣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宏大叙
事、解说词先导，不会用镜头语言

讲故事，情节缺乏吸引力，没有悬
念等，是中国纪录片的软肋。“其
实，全世界纪录片都存在这个通
病，说教成分多，而带给观众的娱
乐有限。”《新三峡》记录电影艺术
指导、好莱坞导演凯斯·梅林表
示，自己拍纪录片的原则有三个：
教育、娱乐和激发提升观众。

“人的故事最吸引人，通过人
的活动来见证重要事件，这样观众
才会感觉好看。”凯斯·梅林认为，
纪录片用“讲故事”取代对社会与
自然的呆板记录，通过对人文世界
的深度挖掘，打动观众，使观众关
心片中人物的命运，关心事物的发
展和结局，在获得审美愉悦中受到
教育、提升认知。

“如今，新三峡之美堪比江南
水乡，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正如
纪录片中那句解说词所言：雄奇险
峻依旧在，高峡平湖任逍遥。”据
杨书华介绍，《新三峡》 历时 6
年，现在还在打磨，尚未在国内播
出，相关领域的国内一流专家基本
都参与其中，可谓精心制作。“我
们现在把七集纪录片拆开，分别去
不同电影节参展，旨在传达一个理
念：三峡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共有的自然遗产。”今年 3 月下
旬，其中一集《探秘新三峡》在国
际先进动态影像协会主办的第三届
香港影视展亚洲先进动态影像奖评
选中，成为大陆首个“超高清4K+
亚洲先进动态影像技术长篇影像银
奖”得主。

杨书华说，休斯顿电影节虽不
及奥斯卡及戛纳电影节著名，但它
历史悠久，超过半个世纪，国际化
程度较高。近年来，美国看好中国

电影市场，休斯顿电影节组委连续
4年组团到中国推介，门槛不断提
高。今年中国选送影片 200 多部，
18部入围，在由京美德克影视基金
等机构主办的“聚焦中国”单元集
中展映。

“真实展现中国人民奋斗历程
的纪录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
形象的历史、生动的广告、有力的
宣传，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依然能
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激荡起强
烈的感情。”杨书华认为，中国的
纪录片应该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话
语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需要用更加
国际化的表现手法和语言，讲好
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让越
来 越 多 的 人 通 过 纪 录 片 了 解 中
国、认识中国。为此，该公司还
发起成立了亚洲纪录片联盟，今
年将邀请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同行
来华举办论坛，设立一个以亚洲
价值观为引领的纪录片奖项。

探寻水资源背后的大国兴衰，
关注每一条河流的梦想和命运，是
杨书华作为一位中国纪录片导演的
理想和追求。眼下，他的团队已又
启动《嘉陵江》《乌江》《澳大利亚
墨累河》的策划拍摄，并筹划联合
30 各国家的纪录片机构共同拍摄
大型纪录片《大国治水》。

在他们的思想照亮人类精神的
天空之前，他们也曾是踌躇满志的
青年，提出了对当时社会而言惊世
骇俗的观点；他们追求纯洁真挚的
爱情，却也为生活的艰辛烦恼不
已；他们意识到初期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背后理论的缺乏，与政论家及
激进分子们唇枪舌剑……电影《青
年马克思》 讲述了从 1844 年青年
马克思与恩格斯相遇，到 1848 年
共同撰写《共产党宣言》的经历。

传奇友谊的开端，伟大思想的
萌发，阶级斗争的新页，革命钟声
的敲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春
故事穿越百年时空，依然让当代中
国青年热血沸腾、向往不已。关于
电影观众年龄的统计显示，二十至
二十九岁的观众占据了近 60%比
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
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
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
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
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作
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应当从电影《青年马克思》中
获得怎样的启示呢？

立志奋斗担当，不负青春韶
华。十七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
文中表达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
理想，“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
人”；二十二岁的恩格斯深入观察
工人阶级，以文字揭露资产阶级对
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为劳动者谋
求解放的思想开始萌芽；在联手贡
献出旷古烁今的 《共产党宣言》
时，两人不过是三十岁与二十八岁
的年纪。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
富有热情与创造力的阶段，在青年
时代付出的每一分耕耘、收获的每
一分成果都是无比珍贵、无可替代
的。青春美好而短暂，新时代的青
年人应珍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际遇，立
鸿鹄志，践行一生，做实干家，永
久奋斗。

缔结真挚友谊，追求纯粹爱
情。马克思与恩格斯出于信仰与思
想的趋同而惺惺相惜，成为终身挚
友，一起成就光辉伟大的事业。马
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人的贡献，是马
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智慧的结晶，可
以说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帮助，马克
思不会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马克
思。燕妮与玛丽两位进步女性，也
在毁灭旧世界的斗争中奋起，舍弃
优越的生活，抵御金钱的诱惑，以
灵魂伴侣的身份终生协助、支持马
克思与恩格斯的事业。由此可见，
志同道合、真挚纯洁、超脱凡俗的
友谊与爱情，对青年人精神世界的
滋养是难以估量的，足以使人获益
一生。奋斗是幸福的，与挚友和爱
人为共同理想奋斗则更加幸福。

紧密联系实际，立足解决问
题。影片中青年马克思所处的时
代，欧洲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

义思潮甚嚣尘上——以“博爱”
“正义”“平等”等抽象的伦理概
念，煽动鼓励工人们追求解放，却
提不出有建设性的纲领。如只知道
批判与推翻，却没有务实计划与明
确目标，任何理想也只是空中楼
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由哲学、
法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对
社会矛盾深刻、科学的认识。相对
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解释世
界”的观点，马克思将自己所建立
的新哲学的功能定位于“改造世
界”，改造世界的观念贯穿于马克思
实践观的始终。他不仅追求真理，
还用创建出的理论体系为解放全人
类找到了一种制度、一种道路。新
时代的中国青年在学习与工作中，
应不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解释世界
的理论指南，更要把它作为改造世
界的有力武器来运用。

融入人民群众，投身劳动实
践。在电影中，青年时代的马克思
与恩格斯，并不是一副清高不凡的
学者模样，相反他们热情活跃，在
生活、工作中与劳动阶级的联系极
为密切。他们从原生家庭所处的阶
级走了出来，实实在在地参与了那
个时代的群众斗争，在革命运动中
与无产阶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七年上
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
大，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
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社会
主义的诞生正源自劳动人民改变不
公平制度的革命诉求，今日的中国
劳动人民肩负着创造美好生活、建
设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这就需要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积极地、广泛地
投身于社会实践中，与劳动人民接
触，聆听他们的声音，熟悉他们的
生活，在劳动中创造价值，在劳动
中为他人贡献福利，与劳动群众一
起成长和进步。

电 影 这 样 评 价 《共 产 党 宣
言》：“这是一部无法估量其价值的
著作，资本论永不过时，随着其批
判对象的发展而常读常新。”对于
马克思主义，既要有初心不改的坚
持，也要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更有责任和使命去
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
在实践中不断探寻它的真谛。

2018 年首部爆款电视连续剧
日前诞生：《娘亲舅大》自 4月 21日
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以来，连续
18天蝉联收视冠军，全剧平均收视
率 2.04% ，单 机 最 高 收 视 份 额
14.38%，创该频道9年来收视新高，
网络收视成绩也超过同时段众多剧
集，位列同时段第三名。这部剧也
是2017年地面频道的收视冠军，在
江苏城市频道和山东齐鲁频道播出
时创造了年度收视新高，瞬间收视
率52.8%，刷新了740天齐鲁黄金档
的单日收视最高记录。

《娘亲舅大》讲述20世纪80年
代，在地震中经历了父母双亡的佟
家三兄弟，又遭遇大姐因难产而死
的厄运。面对大姐拼死生下的女儿
佟程程，以大哥佟家庚为首，佟家
三兄弟以爱和担当陪伴程程共同成
长。从情节和表现手段看，这又是
一部苦情戏。苦情戏往往荧屏上下
涕泪交流，演员观众共同进入悲天
悯人的境地，但这一类型在我国历
来深受观众欢迎，从 《渴望》《妈
妈再爱我一次》《暖春》《哑巴新
娘》《我的丑娘》 等到这部 《娘亲
舅大》，都曾经引发观影、观剧热
潮，赢得观众广泛关注。

《娘亲舅大》 能够取得收视佳
绩和观众、专家的好评，可能有以
下几个原因：

该剧既弘扬了中国传统美德，

又打造了新型的家庭文化，具有新
意。这部剧采用了苦情戏的经典样
本，对焦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平民家
庭，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和人物设置
比较符合大众想象，比如家庚这个
人物，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个
老老实实、平平常常、本本分分的
人。该剧的情节和大多数苦情戏主
要宣扬的“忠孝节义”“含辛茹
苦”“忍让”，弘扬“真善美”的做
法一脉相承。但该剧有一点比较难
得。著名评论家李准指出，这部剧
提出了一个问题：家庭究竟是命运
共同体还是血缘共同体？究竟什么
东西更能维护一个家庭的稳定和
发展？剧中三个性格迥异的舅舅
以共同的行为做出了回答：光靠
血缘维持一个家庭是不够的，所
有 家 庭 成 员 还 必 须 同 呼 吸 共 患
难，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抗各种困
难，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剧中
程 程 和 三 个 舅 舅 一 路 走 来 的 故
事，是中国以血脉为纽带的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对传
统家庭文化的新发现。

采用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和传
统美学风格。该剧的“强情节性”
牢牢吸引了观众，将一个平凡的故
事编得枝节横生，催人泪下，剧中
复杂的人际网络、人物的情感纠
葛、不幸遭遇，让观众一次哭个痛
快，获得心灵满足和心理快感。但

这部剧能够做到回到故事本体，回
到人物本体，使得剧中所有矛盾发
生发展靠的是人物性格自身发展，
而不是生编硬造，并且体现出人性
的深刻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
点对于苦情戏来说难能可贵。

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该剧投
资只有 3000 万元人民币，也没有
流量明星，但剧中“唯有爱不缺
失”的剧情，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的坚持，让观众在观剧同时获得满
满正能量。该剧中的人物都是普通
的工人、街道上的小贩、普通的小

学教师、供应商店的售货员，从人
物设置到情节都很接地气，并没有
高楼大厦、咖啡店、夜店、豪华别
墅等距离百姓生活遥远的设置。该
剧就以时代大背景下的这些平凡小
人物为主角，以小见大地展现社会
与时代变迁，既贴近生活，又高于
生活，让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得到
启示，获得价值认同。

“远亲近亲不如娘亲，天大地
大不如舅大”。《娘亲舅大》将平凡
生活故事，于无声处书写了平凡人
的史诗，赢得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5 月 16、18、19 日，由丝绸之路国
际剧院联盟出品的大型原创歌剧 《马
可·波罗》在北京上演。

该剧由中国诗人韦锦和德国作曲家
施耐德创作，并由中国、丹麦、英国等
歌唱家用中文演唱，通过深度演绎13世
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与父亲尼科
洛·波罗、叔父马泰奥·波罗，自陆上丝
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往返中国的传奇
经历，再现了宋末元初的风云际会、兴
衰更迭以及围绕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
而展开的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较
量。该剧有着波澜壮阔的史诗格局，尖
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哀感顽艳的壮士悲
歌，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彰显了丝绸
之路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风采，抒发了对
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赞美和祈颂。

该剧投资近千万元人民币，耗时约
3 年。据了解，该剧导演是伦敦科文特

花园皇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霍
尔滕，作曲是德国作曲家协会主席恩约
特·施耐德，指挥为享誉国际的华人指挥
大师汤沐海。2012伦敦奥运会闭幕式多
媒体创意总监、奥利弗奖最佳灯光设计
得主、“百老汇世界”和埃利奥特·诺顿奖
最佳服装设计得主等艺术家都在制作团
队中。北京主演阵容包括彼得·洛达尔

（丹麦）、周晓琳、梁宁、袁晨野、赵明、熊
柯嘉、冯国栋、乔纳森·根索普（英国）、达
米安·坦特雷（英国）等。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总经
理李金生说：歌剧 《马可·波罗》 是对
文化交流、创新的一次大胆尝试，“我
们用西洋歌剧来讲述中国的传统故事，
我们用世界语言来表达中国文化，这是
一次大胆的实践和创新”。

据悉，出品方计划将这部歌剧向国
外其他剧院推荐。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马可·波罗》树立原创歌剧新模式
□杨荟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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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青年马克思》

带来的启示
□汤可伦

这部“苦情戏”为啥又成爆款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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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亲舅大》剧照

杨书华（左）与“好莱坞 3D 之父”、《阿凡达》特效总监恰克·科米斯奇
（右）及两度奥斯卡奖得主、纪录片《黄石公园》《大峡谷》导演凯斯·梅林
（中），在3D纪录电影《新三峡》开机仪式上。

杨书华：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李晓宏

第 51 届休斯顿电影节上，杨
书华获颁铂金雷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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