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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化纪实类真人秀节目
《天工开物——古法制造传习之
旅》第三季，日前亮相央视综合频
道。王昱珩、陈芳竹等 5 位选手
继续在瓷都景德镇跟随5位传统
制瓷匠人学习古法制瓷。他们向
终极任务——古法烧造斗彩鸡缸
杯发起挑战，完成了“造小器成大
器”的文化寻根之旅。节目用朴
素的语言真实地纪录了选手们的
学习过程，观众随之感受传统技
艺的魅力，感悟匠人的精神力量。

古法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
全凭师傅的手法和经验。王昱珩
说，匠人是孤独的，有的学徒可能
三五年都掌握不了真正的要领。
只有耐得住寂寞，一日复一日勤
加练习，才可能达到精准的效果。

匠人精神是“干一行爱一
行”，“择一事而终其一生”。5
位传统匠人大多已年过花甲，但
还坚守在这一行，坚持这种辛苦
的手艺人生活。他们上要对得起
祖师、师父，对得起他们传下来的
这门手艺，下要对得起这个行业
和他们自己心中的工艺标准。拉
坯的洪师傅，15岁便子承父业开
始学习古法制瓷；填彩的张师傅，
因长期坐着填彩，落下了终生的
脚疾。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手
艺，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他们就
愿意守住它，精益求精，生死相
随。学习画瓷的陈芳竹来节目
组，起初抱的是玩儿的心态，但
后来她真的被触动了。她说，当

今年轻人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容
易放弃，就是欠缺匠人精神。

传统古法制瓷要经历 72 道
工序，从制泥、拉坯到画瓷、上
釉，再到填彩，《天工开物》 节
目带着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文
化的致敬，用一年的时间，潜心
纪录一只鸡缸杯的古法制作，用
一个个“慢镜头”，详实地讲述
着古法的制造工序和复杂程度，
讲述着器物与匠人不可分割的故
事与感情。5位选手，从互不相
识到能像5根手指一样，合力握
拳，迎击挑战；从制瓷零基础，
到后来都分别能有所担当；从过
惯优渥生活的城市人，变成能在
小院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咬牙
坚持的手艺人；从开始的自信、
自负，到现在的谦逊内敛；从一
个个长不大的孩子，变得开始对
手艺、对生活有所感悟。在师傅
们的帮助下，他们用土窑古法烧
制出的鸡缸杯，色泽温润、饱
满，有现代工艺难以比拟的美，
深深地震撼了他们，也让大家对
传统文化更添一份敬意。

没有明星、不讲排场，《天工
开物》以古法还原文化，用双手感
悟匠心。尽管有真人秀的外壳，
节目却有一颗传递文化的匠心。
导演杨兴华说，“真心希望将来有
一天，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年轻
人，能抛开华而不实的娱乐，真正
踏实下来，认真地研习与传习中
国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智慧”。

2018年第二季度，江苏卫视推出
了全新音乐节目《嗨，唱起来！》。节
目用百人共唱的形式，在规则上去繁
就简，使明星和素人歌手对于音乐的美
好体验成为参与节目的终极追求。节
目开场，嘉宾与100位欢唱达人共同演
绎一首经典歌曲；最后，嘉宾与 3位素
人歌手以一首合唱歌曲收尾。节目现
场，100个独立唱歌的隔间，呈立体360
度均匀分布在圆形舞台周围，构筑了一
个巨大的共鸣场，歌声汇聚灯光璀璨。

节目所选歌曲都是改革开放四十
年的时光金曲。它们曾经流行，记录
了时代心声，并将继续流行。每期节
目主题需要进行拓展，使歌曲更立体、
饱满，沟通大众共同的音乐体验，引发
广泛而深刻的音乐记忆。如首期节目
中，由孙楠演绎的歌曲《新的天地》展
现民族复兴的力量；第二期节目中，羽
泉以一首《奔跑》震撼开场，激发了大
家追逐梦想、全力以赴的精神共鸣。

在世界范围内，军事题材影视创
作都是类型化程度颇高且深受观众追
捧 的 创 作 类 型 。 电 影 《拯 救 大 兵 瑞
恩》《血战钢锯岭》 等，电视剧 《兄弟
连》《海豹突击队》 等，都曾收获良好
的口碑和丰厚的经济效益。国产军事
题材影视作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到改
革开放后的 《大决战》《高山下的花
环》《敌营十八年》，直至新世纪的《士
兵突击》《亮剑》《集结号》等，也颇具
传播影响力。

近年来国产军事题材影视创作逐渐
式微。电影乏善可陈，电视剧仅有《火
蓝刀锋》《我是特种兵》 寥寥几部佳
作。究其原因，从社会环境来看，身
处和平年代的民众在享受经济社会繁
荣发展的同时，普遍缺乏国家安全观
和国防意识。小鲜肉霸屏、花美男盛
行，阴柔之风甚嚣尘上，某种意义上
是社会物质丰富、民众生活安逸的畸
形表征。从文化语境来看，影视作品
的主流受众尤其是“90 后”受众，普
遍缺乏他们父辈乃至祖辈对军旅文化
的特殊情结和价值认同，他们更多关
注 个 体 情 感 的 宣 泄 和 自 我 价 值 的 实
现。从行业处境看，影视资本的投入
大都集中在青春题材、喜剧题材或古
装传奇题材，军事题材则被业内认为
是 投 入 和 产 出 比 相 对 较 小 的 创 作 类
型。从创作情境看，军事题材影视创
作尤其是电影创作，一直没有找到与
新时代、新语境相契合的表达方式。

是 《战狼 2》 和 《红海行动》 的火
爆上映，重新点燃了观众军事影视作
品的观影热情，创作方也尝试探索一
条类型化的创作道路。对于军事类型
片来说，惊险刺激的军事行动，荷尔
蒙爆棚的武装格斗，撼天动地的战争
场面，前卫酷炫的武器装备，生死攸关
时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正义终将战
胜邪恶的剧情归宿，都是创作者与观众
的审美约定。

笔者以为，当下的国产军事题材影
视类型化创作还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传播军旅文化。军旅文化是当今主
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军
事题材创作最为重要的审美逻辑和价值
追求。“兵者，国之大事也”，随着国际

地位的提高，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国
际救援等领域所展开的军事行动，中国
越来越展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
担当，同时也为打造中国特色军事大片
提供了创作素材和想象空间。培养“有
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
时代军人，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
求，《战狼》《红海行动》都把大国崛起
中的军人风采展现得酣畅淋漓。

展现具有商业大片质感的军事斗
争。军者，“开封疆、守社稷、除患
害”。军事斗争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
和阶级之间矛盾冲突的最高形式，是检
验人性、参悟历史的度量衡。同时，军
事斗争场面的宏大、惊险、激烈和残
酷，声画效果比较震撼。《战狼 2》 和

《红海行动》 的成功都得益于激烈的格
斗、交火和爆破场面带来的视听享受，
是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商业化创作的成
功实践。“上兵伐谋”，军事斗争中的战
略战术凝结着人类智慧，敌我双方的斗
法充满悬念感和紧张度，峰回路转、瞬
息万变的战局富有戏剧张力，令故事的

推进曲折、悬疑，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好
奇心。这些元素都符合军事类型片的创
作诉求，也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在一
些以军事演习和模拟对抗为叙事重点的
影视剧里，“渡海登岛”“反恐维稳”等
有针对性的实兵演练，强化了类型片创
作的动作元素，也回应了“强军梦”的
时代呼声。像是《我是特种兵》全景式
的展现陆军“狼牙”特战大队，进行高
强度作战训练以及与境外敌特势力殊死
搏斗的精彩故事。此外，在表现军事斗
争场面时，武器被赋予军人的意志甚至
被称为军人身体的一部分。在军事类型
片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颇具吸引力的
商业卖点。《战狼2》里的坦克漂移令人
眼花缭乱，《红海行动》 里上天遁地的
武器装备令人叹为观止。《舰在亚丁
湾》里，海军新型舰载机、舰艏火箭深
弹、干扰弹、新型鱼雷等先进武器全面
开火，展示了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
信心和能力。

塑造具有榜样力量与偶像气质的军
人形象。成功的军事片总能塑造令人难

忘的军人形象。“居则有礼、动则有
威”的军人作风，“图国忘死，贞之
大”的民族气节，“以身殉国，壹意而
已”的牺牲精神，“师出以律、和军一
心”的严明纪律，让中国军事类型片
有着鲜明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蕴。军
事题材影视是塑造硬汉、续航血性、
召 唤 荷 尔 蒙 的 最 佳 载 体 ， 军 人 的 担
当、军纪的肃杀、军令的严苛为塑造
荧幕硬汉和国民榜样提供了叙事理由
和行为逻辑。《战狼 2》 里吴京塑造的
冷锋，《红海行动》 里张译率领的海军

“兄弟连”，都让观众对力量之美、刚毅
之美心向往之。

笔者以为，军事题材具备类型化创
作的全部内核。军事题材既符合主流文
化诉求，又可以打造惊心动魄的精彩故
事，满足惊险刺激的感官愉悦，符合观
众当中最大公约数的审美期待。期待有
更多符合中国军事特色和中国军人气派
的类型大片出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转
业军人）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
日，刷屏朋友圈的是“第一
届 文 物 戏 精 大 赛 ” H5 应
用。它让人们在对文物“戏
精”的幽默调侃中认识了各
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新媒
体技术与思维给文物藏品及
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的传播带
来了无限可能。在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中，不少文博机构和
文化单位尝试采用新形式、
新手段，让文物遗产“活”
了起来。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
超过3万处革命历史纪念旧
址，各地的革命文物更是不
计其数。近日，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与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共同举办的“红色记忆
V计划”活动便是红色文化
创新传播的一次尝试。

该活动首先面向全国征
集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微电
影、微视频和微动漫，鼓励
广大公众特别是当代大、中
学生，通过微影视的创作，
重温革命历史记忆，讲述革
命文物的故事。由著名主持
人朱军制作的节目 《信·中
国》日前在央视播出，节目
通过发现、朗读鲜为人知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并在
制作中采用立体投影技术，
让观众穿梭回革命年代，触
碰优秀共产党人的鲜活形象
和崇高信仰，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

从革命文物出发，采用
不同形式、不同角度，帮助
观众挖掘故事、了解人物，与
单一的文物展陈相比，确实
更易被接受。“红色记忆V计
划”征集的优秀作品在未来
将被投放到全国各地革命文
物保护单位，届时观众可以
欣赏到“红色”版本的“如果
文物会说话”。这些紧跟时
代潮流、贴近大众审美的传
播手法，让原本严肃甚至呆
板的文物变得生动、亲切，
一些高科技手段，如动画等
的运用，也让观众体会到战
争的残酷性和先烈的情怀。

各地现存的革命文物提
供了丰富的红色资源，文物
背后的故事正是对宝贵红色
传统的完美诠释，而新的技
术与群众乐见的形式正是传
承红色基因的链条。在文博
事业焕发新生的今天，将这
三者结合，把红色记忆融进
民众文化生活，让历史永被
传承。

讲述历史变迁的《西关大屋》

日前，网络大电影 《西关大屋》
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业内专家认为，作品展现出正能
量的价值观和人文情怀。《西关大
屋》由爱奇艺、全国公安文联、广州
公安文联联合出品，获得了院线电影
的龙标，讲述百年大屋的历史变迁，
反映了一线缉毒民警的英勇果敢和融
洽和谐的警民关系。该片日前已在爱
奇艺独播上线。

（刘 丽）

近日，“耳东影业”杯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剧本征集在北京正式启动。

据介绍，报送的剧本应为少数民
族题材，大力鼓励尚无本民族主题电
影的民族题材电影剧本，如乌孜别克
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基诺
族、赫哲族、珞巴族、门巴族、怒族
等。剧本内容应讲述各族人民在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
温暖故事，体现各族儿女同心同德、
努力奋斗的时代精神，讴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丰硕成果和新人新事，尊重差
异，包容多样，提倡现实题材，兼顾
历史题材。

本次征集活动不含微电影、电视
剧剧本，作者民族不限。应征作品应
为未转让版权的电影剧本，应征作者
须拥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活动截止
时间为7月28日。

（赵晏彪）

都市爱情剧 《温暖的弦》 近日在
湖南卫视播出，受到观众的关注。该
剧紧握“情感”“质感”双线，把控创业
的主题，力求对观众有正向启发。

在制片人马思竑看来，青年创业
与科技企业的质感呈现，是 《温暖的
弦》 一大看点。主创团队曾经采访了
多家创业公司，收集了大量创作素
材。剧中由张翰饰演的男主角占南
弦，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客，他的经
历并非一帆风顺，也会在商业竞争中
失败、遭遇危机。

该剧能够引来很高的关注度，还
与选角精准有关。导演黄天仁表示，

这次选角偏向熟龄，只有具有人生阅
历的演员，才能把角色横跨十年的情
感、创业故事诠释到位。马思竑表示，
选择张翰是因为以他的年龄来演绎创
业者形象，对于观众来讲是有可信度
的。张翰表示，他在饰演占南弦时，把
很多生活中遇到的挫折都融合在一
起，参与到创作中。“我相信自己做的
任何选择，其结果都会导致人生有起
有落，重要的是从中积累经验。”

除了职场商战戏份，情感守护也
是 《温暖的弦》的制作初衷。坚守爱
情、亲情、友情，是该剧的动人之处，也
能引发观众对于感情的思考和认识。

我看军事题材影视创作③

类型化创作重燃观影热情
□杨洪涛

电视连续剧《舰在亚丁湾》剧照

网络大电影《西关大屋》剧照

百人共唱时光金曲
□张 毅

让红色成为文化底色

□陈钟昊

让红色成为文化底色

□陈钟昊

《天工开物》

造小器成大器
□朴 晶

节目中，选手“水哥”王昱珩（左）在向师傅学习节目中，选手“水哥”王昱珩（左）在向师傅学习

《温暖的弦》选角精准
□牛明和

著名歌手孙楠在节目中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剧本
征集活动启动

电视连续剧《温暖的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