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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境体验剧 《今时今日安仁》 日前在四川成都
安仁古镇首演。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的安仁为背景，讲
述了一段在“爱”与“信念”之间抉择的故事。该剧以
公馆群落作为演出空间，创造性地对古迹进行保护性、
艺术性的活化利用。该剧共有思梅、聚义、婚殇、缘启
四幕为主题，每一幕都以真实的古建筑群落为环境依
托，用环境铺排故事情节走向，用复古而可感的艺术装
置实现剧情互动，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观众既是戏剧的
旁观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全息境像、裸眼3D、空间
成像、激光矩阵等在演出中的应用也较为突出。

该剧由华侨城西部集团与君看文化共同出品，杨乐
担任制作人，芳懿导演，赵敏担任舞美总设计。

（华 嘉）

年初，《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
掀起了一股“国宝文物热”。如今第二季播出，再次引发人们
的关注。第二季秉承对文明包容、对文化新解的态度，重建
基于物质遗存的中华文明史，向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华文化
的窗户。

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多样化叙事、微纪录的表现形式，
每期节目仅有5分钟，短小精悍却气象万千。从战国到秦汉
时期的 25件国宝历历在目，5分钟的文物之美，3000 年前的
历史进程，如一幅斑斓的画卷，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在第二季中，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文物选取范围，漆器、
石刻、简牍、织锦等文物类型加入了“会说话的国宝”行列。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木雕双头镇墓兽、五星出东方织锦、里耶
秦简这些新类别文物的出现，切实反映出战国至秦汉时期生
产力的发展变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也是第二季的一大特点，
制作层面各类新技术的应用，让国宝“说”出了三维立体的语
言，高清三位数字扫描、高清平面信息采集、多光影采录技
术、表面微痕提取技术等手段突破了传统拍摄的视角束缚，

将文物本体的信息以生动而精彩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节目以更加贴近大众的年轻化表达，引发更多观众尤其

是青少年观众关注文物的兴趣，激发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探
索欲望，同时也揭示出古今生活“超越想象”的彼此相通。如
在《里耶秦简》一集，以方寸尺牍，尽展当时的社会生活。正
如画外音所言，“一个时代浓缩于一县，一县浓缩于一片木
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样的手法在节目中运用得极为
精妙：比如从击鼓说唱陶俑找不到“女朋友”窥见背后的悲剧
内核；从合符式银带沟作为信物的意义照见“长毋相忘”的深
情；从商鞅方升的容量述说当时秦国的日常生活；从里耶秦
简的尺牍之间，看到那年那人那些事。

节目再次让观众明白，文物并非高不可攀，它们同样来
自古人的寻常生活。可以说，第二季中的文物通过有考证
的、个性化的叙述“活”了起来，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
点滴脉络，以小见大地揭示了民族文化的气质养成。节目展
现了蕴藏在文物背后的深邃历史和精彩故事，是一次古代文
明与时代潮流的完美结合，也是文化自信的高度凝聚。

随着当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成年子女背井离乡在外打
拼，家人的团聚时光愈来愈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们
似乎不再愿意向母亲袒露自己的心事，父母与成年子女变
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由湖南卫视推出的亲情观察成长励
志节目 《我家那小子》，搭建了一个平台，做了一次尝试：
以妈妈的视角为出发点，观察儿子的独居生活，真实地记
录孩子在生活中碰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让母亲看
到自己对孩子不曾了解的一面。

4位嘉宾分别是“90后”的武艺、陈学冬，“80后”的
钱枫，“70后”的朱雨辰，男嘉宾年龄、成长环境、阅历各

不相同，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独居。嘉宾们在展示独居生
活的过程中，从细节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成长变化，
也让他们的妈妈从不一样的视角去了解儿子的生活状态，
同时将亲情代际关系重新进行梳理，长辈和孩子一起成
长，去学习生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

通过节目，观众可以看到4位嘉宾为了“好好去生活”的
努力，也可以看到母子连心的情深；可以看到原生家庭对嘉
宾生活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母亲们的学习与反思；可以看到
跨代的隔阂，也可看到跨代的探索与理解。观众们更会在节
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做出改变。

河北承德塞罕坝火了！媒体争相报道，游客纷纷驻
足。当大家看到展现在眼前的那片126万亩的北半球最大人
工林的时候，没有人不被深深震撼。正是几代塞罕坝人将
青春留在这片热土上，用心血、汗水和生命才凝结成这日
益辉煌的绿色事业。

由郭靖宇监制，郭靖宇、杨勇担任总编剧，巨兴茂执
导的电视连续剧《最美的青春》，以第一批塞罕坝造林人为
原型，力图真实再现塞罕坝沧海桑田的巨变。该剧目前正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展现塞罕坝变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著名电视人郭靖宇说，他父亲曾在承德农校工作，父亲
的很多同学和学生都成为第一批塞罕坝人。小时候，郭靖宇
就去过塞罕坝。“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冬天有坝上的叔叔送
来一个羊肚包，家里就能过个好年。”他说。2015年冬，作
为土生土长的承德文艺工作者，郭靖宇被当地领导感动，
受命和编剧杨勇一起完成剧本，他还担任了该剧监制。

导演巨兴茂介绍，为了再现上世纪 60年代初第一代塞
罕坝造林人不畏艰苦环境，书写“绿野诗篇”的故事，摄
制组先后转场北京、天津、杭州、承德塞罕坝御道口、内
蒙古乌拉盖、多伦自治县、克什克腾旗、内蒙古乌丹8地取
景。沙漠拍摄，交通不便，所有设备、道具，甚至搭景的
每一根木材，都要靠人力搬运，走一步陷一步。剧组曾在
乌丹玉龙沙湖遇到七级大风。但最困难的，其实是冷。摄
制组常常在室外从早上5时拍摄到晚上5时，有时候还有夜
戏，演员无法控制表情，剧组就几波人来回倒着拍。剧中
多次拍摄白毛风，强风把地上的雪刮起来，能见度只有两
三米，雪扎在脸上，结成冰凌。有位女化妆师为了给演员
修妆，没戴手套工作了 20 多分钟，手冻得彻底失去知觉，
她以为手会冻掉。摄影师的手挨着铁就会被粘住。巨兴茂
说，当时自己内心也很煎熬，一方面不忍心大家受这么大
的累，另一方面不受这么大的累，大家就拍不好戏。

该剧时间跨度比较大，从全景的角度展现了塞罕坝几
十年植树造林的整个过程，剧组尽量从服化道、美术等具
体方面去展现年代变化。最久远的道具之一植苗机是根据
图片复制的；林场三四百人的场服，是按照博物馆里陈列
的展品仿照的。剧组还一砖一瓦地实景建造了一个占地数
千平方米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包括场部大楼、大食
堂、拖拉机库、苗圃、实验楼等，还搭建了17米高的观火
楼，现在都留在了当地。

塑造最美的一群人

《最美的青春》是有原型故事的，主创如何平衡真实故
事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巨兴茂说，监制郭靖宇从最早的剧本创作到拍摄过程
中，一直给予剧组一个指导方针，就是真实。现在影视拍摄
和后期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演员在绿幕前演，后期合成风沙、

大雪都是可以的，但剧组始终坚持还原真实。“从演员的状态
来说，如果在绿棚演，大家暖暖和和的，吹吹风，电脑再画
点雪，就不能感受到当时的风有多冷，沙子有多大，种树
多么艰难，说出来的每一句台词、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不会
有切身体验。”只有真实地扎到转场的8个拍摄地，真实体验
当时的环境，接近当时的人物，才能更好地理解塞罕坝人付
出了多大的艰辛才使人工林从无到有，成为现在的样子。

剧中演员既有新人演员，也不乏老戏骨。巨兴茂说，
剧组在选择角色时大量用了新人演员。因为这部剧讲的就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去坝上植树造林的故事，新人具有大学
生的青涩，本色离角色更近。选用老戏骨是因为王奎荣、张
光北、高明等从形象上更符合剧中老一辈人的气质，能为剧
组形成老艺术家带新人的好风气。

演员们克服困难，力求完美演绎老一辈造林人在艰苦
环境中的坚守与初心。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地里，女主角
饰演者何雨虹一个镜头重复拍摄多次，眼睫毛上结满了冰
霜，毫无怨言。男主角饰演者刘智扬不幸从马背上摔落，
却咬紧牙关坚持拍摄，不耽误剧组的进度。

在塞罕坝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是“六
女上坝”。1964年，年仅20岁的陈彦娴和几个同学主动去塞
罕坝植树造林，后来她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还收获了自己
的爱情，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里。剧中，以陈彦娴为原型的
角色张曼玲，由张思乐扮演。张思乐演出了那一代年轻人的
精气神，还挑战了从16岁到80岁的60多年跨度。

将绿色发展观融入故事

剧组尽力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
融入到故事中。

巨兴茂说，拍摄前后，对“塞罕坝精神”有着截然不

同的理解。刚开始读剧本的时候，对塞罕坝人取得的成就
和遇到的困难没有多深刻的认识。通过一步一步的拍摄，
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在拍戏，而人家在种树；我们干了
一天，人家干了10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特别辛苦，这也
是我从业以来最痛苦的经历，但是塞罕坝人每天都在从事
着比我们艰苦得多的工作，住的是根本不能防风防冻的地
窨子。他们三代人、55年，风雨无阻，经历了无数痛苦和
失败。我们完成这部戏，可能只经历了塞罕坝人1/100的困
难。现在再回过头看看塞罕坝的那些树，我们对老一辈真
是发自内心地敬佩。”

《最美的青春》

用青春热血打造绿色传奇
□本报记者 苗 春

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上演

《我家那小子》

聚焦亲情 增进沟通
□莫 沫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

古代文明与时代潮流的结合
□马梦莹

众所周知，如今的社会矛盾发生
了深刻转变，就人民群众的需求而
言，优质影视作品的供给还不够充
分，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力量还不够
充沛，如何加强影视艺术的供给侧改
革，成为影视艺术服务时代和社会需
求的主要问题。

当下，一些影视作品存在着游离现
实的不良倾向，有的作品对大众生活和
基层生活的变化没有及时跟进，缺乏对
社会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深入艺术
思考，对民众的呼声和精神诉求无法及
时回应，有的创作存在着享乐主义、拜
金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偏好，聚焦社
会焦点和生活痛点的能力明显缺失。
为此，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十分必
要，创作者首先应具备起码的问题意
识，应在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的基础
上，为时代和社会生活把脉问诊，找准
人民对文艺的诉求点，把准时代脉搏的
兴奋点，回应民众生存和发展的焦虑
点，这是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基本
出发点。类似《人民的名义》《初心》等
优质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
和反响，根本原因是创作者具有鲜明的
时代和社会问题意识，带着回答生活问
题和回应精神关切的使命进行创作，从
而让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找回了昔日的
尊严和自信。

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供给侧
改革，离不开影视自身的内涵发展，
可以说，内涵发展是现实主义影视创
作的主要驱动力。面对一些创作中形
式大于内容的创作弊病、无法完整流
畅讲述故事的创作顽疾，以及随意进
行人物形象塑造和人性发掘的创作误
区，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和随波逐流。
创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讲好故事
是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核心任务，塑
造一流的人物形象是由高原走向高峰
的必由之路，大胆发掘相通的人性和
情感是优质作品的普遍追求，比如，《鸡
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深海利剑》等
作品即是典型代表，它们共同的制胜法
宝就是围绕故事和人物下功夫做文章，
在精益求精和精耕细作中努力做到完
美。可见，精品就是将故事和人物创作
做到极致的自然产物，任何随心所欲地
进行故事和人物创作的趋向，不是舍本
取末，就是误入歧途。同时，现实主义
的内涵发展，还要求创作者敢于打破题
材局限，在教育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
材、青春题材等方面大力开辟新天地，
敢于创新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突破束
手束脚的条条框框，勇于丰富和发展现
实主义作品的表达空间。

要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
生活的向往，离不开现实主义影视作品
审美理想的引领。当前，一些创作中存
在着无聊琐碎、感官刺激、趋新猎奇的
庸俗审美现象，观众长时间接受这种影
视作品的感染和浸泡，难免会出现审丑
覆盖审美的不良嗜好，应有的思考能
力、判断能力和审美能力可能会出现弱
化。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供
给侧改革，既要给大众提供高质量的文
化精神产品，更要为观众提供恰当的审
美引领和价值导向。正确的审美引领，
不仅能启迪民众的智慧，孵化充满文化
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国民素养，同时，对
于社会秩序的积极重建，弥合社会转型
期的阶层裂缝，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共识力量，均具有不可估量的审美力
量和艺术动能。如此看来，加强现实主
义影视创作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

供给侧改革

□薛晋文

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

供给侧改革

□薛晋文

大型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剧照

嘉宾朱雨辰和妈妈

左上：《最美的青春》海报。男主角冯程（第一排左三）由
刘智扬扮演，女主角覃雪梅（第二排左三）由何雨虹扮演。剧
中角色张曼玲（第二排右二）由张思乐扮演，是以现实中“六
女上坝”故事里的陈彦娴为原型创作的

右下：陈彦娴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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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匠精神”成为当下热词、众多企业和行业大
力弘扬并践行工匠精神的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
推出作家陈崎嵘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工匠精功》。

《工匠精功》 是一首大国工匠的赞歌。作者以饱含
真情的笔触，细腻感人的故事、扎实诚恳的文字，形象
地展示了优秀民营企业精功集团创新发展的历程，深刻
挖掘了中国民营企业工匠群像，生动诠释了“人人皆可
为工匠，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这一时代命题，作
品获得读者点赞。 （任 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工匠精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