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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海影业、盛夏星空、西
藏人文投资集团、中影集团、宸
曦文化出品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莫语者》，以“一带一路”为时
事背景，跨越中国和摩洛哥两国
拍摄，日前已经拍竣。这也是首
部中非命运共同体题材的电视
剧。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洲等专
家受邀把握政治站位和学术品质。

该剧由林峰导演，主演为黎
明、张丰毅、李凯馨、杨玏、郑凯、黄
梦莹等。它讲述了黎明饰演的“莫
语者事务所”负责人卫天和张丰毅
饰演的中国安保集团创始人项平
生携手保障海外华人生命与财产，
维护国家利益，增进中非友谊，促
进民心相通的故事。在这个过程
中，莫语者与中安集团联手粉碎了
黑心制药公司的阴谋，为中国支非
的高铁项目提供安全保障，还多次
化解恐怖分子在“一带一路”经济
区制造的安全危机。片花中大量
非洲实景震撼壮美，枪战爆破戏密
集激烈，新老演员刻苦诠释角色。

黎明表示，自己饰演的角色并
非刻板的英雄，他身在海外，心系
祖国，有很强大的家国情怀和爱国
精神，个人情感故事也十分动人。
这是黎明暌违 23 年重返电视荧
屏。他说，《莫语者》之所以吸引自己，在于“这是一部跨越
种族、国度，由中非演员共同参与的电视剧。它在两国文
化交流层面和友好互助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能够通过
自己的作品去展现中非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现状，我感
到很荣幸。在我心中，它更像是搭建了中非交流的桥梁，
作为一名演员，我很开心能参与到这座桥梁的建设中”。

月收入最高上万元，月平均工资7594元，她们不
是出入高档写字楼的白领，也不是在工地流血流汗
的农民工，而是济南商河某村的一群农村姑娘，这些
收入，主要是她们追热剧写出热门文章发在自媒体
上得到的报酬。

这条新闻传出后，不少作家、职业写作者以及
媒体圈内人士刷屏，自叹弗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
害，在纸媒、出版业逐渐萎缩以及稿酬税收压力
下，传统的写作者愈发感受到生存环境在变差，他
们中的有些人试图往新媒体转行，却发现难以适应
自媒体文风。

当然，在朋友圈自嘲的众多传统写作者与媒体
人，对最高月入上万的农村姑娘写手并无“羡慕嫉妒
恨”之意，她们追最热的剧，剪辑小视频，配上简单的
娱乐内容，也是一种劳动付出，只要没有违反有关规
定，完全符合“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

或会有人觉得，她们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机械
地生产。但了解当下自媒体环境的人自然会知道，
机械地复制粘贴，简单地改头换面，是诸多平台早期
积累内容的原始办法。比起这种原始办法，济南的
农村姑娘写手，还是有进步的，比如追最热的剧，是
考验她们的选题能力；剪小视频，挑战她们的软件操
作水平；填充娱乐内容，也会加入她们的观点——即
便这是机械式生产，也有一定的技术成分。

在这条新闻背后，是互联网进入无门槛写作时
代后的又一桩新鲜事。20年前的BBS（电子公告牌）
时代，启蒙了普通人的表达欲望，随后兴起的论坛，
涌入了大量的写手，到了博客时代，网民们集体开
博，中国互联网拥有了全球阵容最强大的写作群。
现在的自媒体写作，不过是对博客写作的延续，只是
因为内容平台的电子化转移，为自媒体写作带来了
不菲的广告收益，有人以此收益为生，再正常不过。

农村姑娘写手群体的出现，之所以给人们造成
不小的冲击，还在于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传
统文学与严肃创作的担忧。在网络文学全面商业化
后，阳春白雪的纯文学几乎丧失了生存空间。严肃
文学没法再成为影视、游戏等行业的源头创意，受
众自然会大面积流失。

文学在形式、内容、内核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
变。未来的文学，可能纸张不再是文学的唯一载体，
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经
典被冷落，文学的低质化，也不是一件小事，或自然
的事。属于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文学，被典藏于图书
馆的同时，也应该想办法通过各种形式，影响人们的
精神与娱乐生活。

由月入上万的农村姑娘写手，谈到文学的变
迁，这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直接
而又绵密的联系。平台、内容、读者、受众，均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接受这种变化，就难
以阻止自怨自艾的叹息。当然，信息时代的好处在
于，每个人的阅读渠道都会更加便利与快捷，是欣
赏自媒体上那些泥沙俱下的文字与视频，还是尽量
把视线多停留在公认的经典内容中，这一切完全取
决于你个人的选择。

每个中国共产党员都有一份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大
型党建理论电视专题节目《光荣的追寻》，以入党申请书
作为核心元素，邀请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优秀中共党员
走进演播室，展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实践，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传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诠释时代楷模的奋斗精神

《光荣的追寻》 于 7 月 1 日起在旅游卫视晚间黄金时
段播出。全季节目锁定20位优秀中共党员、20段故事人
生，作为近 9000 万中共党员的缩影和代表。这些嘉宾
中，既有“一带一路”的建设者，亦有精准扶贫的参与
者、特殊职业的坚守者……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位，
他们都脚踏实地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誓言。7 月 22 日
的节目，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兵夫妻陈荣超和杨玉仙。
两位老人前半生投身军旅、献身国防，后半生则倾其所
有捐建了两所爱心学校和33所爱心书屋。他们的不凡事
迹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从申请书展现初心和使命

这档节目“通过重温重读入党申请书，赋予节目穿
越时空的力量，特别是新颖的形式、朴实的语言和动人
的故事，使大家产生情感碰撞和精神共鸣”。主持人敬一
丹和优秀中共党员主人公一先一后重读入党申请书，同
时解读着一段富有生命质感、富有信仰和追求的人生。
每期节目最后的“特殊入党申请书”环节，则带领观众

穿越更久远的历史时空，感受叶挺、雷锋、梅兰芳等更
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共党员的故事。

带有温度的节目形态

《光荣的追寻》 围绕一份入党申请书，辅以实地采
访、演播室诵读、人物访谈、现场互动等多种电视表现
手法，让观众静下心来，走进这些平凡的中共党员的内
心世界。节目还邀请专家、学者，提炼访谈中的党史、
理论等知识点。最后，党员重读入党申请书、对着党旗
庄严宣誓，充满仪式感的环节，使现场气氛热烈，主题
得到升华。

专家们认为，海南省委宣传部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
动探索理论宣传的呈现形式，共同策划推出《光荣的追寻》这
档节目，以鲜活有力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

传统文化艺术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首届传统文化艺术发展论坛在京举办。来自全国
各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专家学者和传统文化艺
术产业领域的代表400余人，围绕传承、发展、创新的
论坛主题，共商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大计。

论坛分别围绕“国粹与文化自信”“盛世看民众收
藏”“两创促文创发展”等话题展开高端对话。论坛上还
为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传统文化艺术委员会举行了揭
牌仪式。 （彦 彬）

喜剧动作片《胖子行动队》将上映

日前，国产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宣布将于 9
月30日国庆档全国公映。影片由包贝尔导演兼主演，郭
京飞、克拉拉、辣目洋子、许君聪等主演。

该片是演员包贝尔的导演处女作，他表示，电影
选择在国庆档公映，是因为该片融合了喜剧和特工两
个元素，喜剧元素与节日气氛相呼应。他还谈到此次
的创作初衷：“现在社会上以瘦为美，这次我希望借由
胖子这个载体，鼓励因为体重而自卑的人努力实现自
己的梦想和价值。”

他介绍，此次主演们的“胖子妆”采用了比较先
进的特效化妆技术，硅胶材料远赴海外采购，采用3D
建模技术为主演量身定制胖妆。主演还需要负重200斤
演绎胖特工形象。

（任舒凡）

由湖南卫视和唯众传媒联合出品、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特别支持的青少年科普节目《我是未来》第二季正在
湖南卫视播出。节目深耕科普，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

节目每期招募数十位热爱科技的孩子组成“未来少年
团”，他们在现场观摩和体验最新科技产品，零距离对话科
学家。为进一步拉近科技与大众的距离，将人们印象中的
高冷科技“柔软”呈现，节目组每期设置一个主题，邀请3支
科学家团队参与比拼，完成高难度考验。

这一季 《我是未来》 更接地气。节目所呈现的科技
产品不仅是各领域的前沿成果，更与大众的衣食住行息
息相关。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开始期待这些高科技产
品的普及应用，让科技真正赋能人类。

草青青，树青青。位于四川省广安市
的邓小平陈列馆，在明媚的阳光下更加挺
秀。日前，邓小平传记电影 《出山》 在这
里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导演王坪携主演
卢奇、安荣生、王岚、吴玉盛等出席。在
改革开放 40 周年到来之际，电影 《出山》
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缅怀了一代伟人，致
敬了我们的时代。

再现“复出”前家国往事

影片没有采用完整还原伟人生平的方
式进行拍摄，而是聚焦邓小平 1973 年复出
和 1931 年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两段历史，采
用两个时间线索相交织的手法，再现了小
平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
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形成的历程。导
演王坪介绍，影片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历史时期，是因为
这两次在基层工作的经历，较为典型地代表了邓小平一
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注重深入群众调
查研究，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怀以及坚忍不拔、
坚持真理的革命风采和人格魅力。

该片尤其注重细节上的把控和对历史的严格还原。
王坪多次采访邓小平原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实地到邓小
平“复出”前劳动改造的工作地点、生活地点进行素材
搜集，真实表现一代伟人的思想品格和博大胸怀，带观
众走近一代伟人的生活和内心，对邓小平家庭生活、与
子女的关系等也进行了一定体现。

该片剧本前后历经 40 余次修改。编剧董哲曾参与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的创作工作，在重大革命和
历史题材创作尤其是新主流电影创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注重展示人物内心世界

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刻画，是这部电影的特点

之一。王坪说：“这部影片以邓小平落难和工农在一起这
样一个平民的视角去刻画邓小平的人物形象。之前的一
些传记影片只讲人物经历的过程，我们这部影片的角色演
的是情感和内心世界，还有他思想的火花。”主演卢奇、安
荣生分别饰演老年和青年邓小平，唐国强、刘劲等特型演
员也加盟该片，很好地完成了这样的表演任务。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卢奇已经60多次在影视作
品中饰演邓小平。他说，像这部影片这样完整地表现邓
小平在江西劳动改造时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的内
心世界，影视作品中是第一次。他多次到邓小平陈列馆
参观，还曾经在附近的景区长期拍片，但每一次到这里
来，每一次饰演伟人，内心依然激情澎湃。这部电影将
邓小平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转变展现给观众，特别考验
演员对角色心态和情感的把握，这也是卢奇决定出演这
部电影的重要原因。此次饰演邓小平，他本人现在和邓
小平1973年的年龄相差无几，化妆比较简单，更方便揣
摩角色的内心世界和进行表演。他这次也更着重以一种
接近普通人的视角去还原伟人。“小平同志在家里很关心

老人，关心妻子儿女。他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
通过剧本的一些情节表现出来。比如儿子残
废了，他心里很痛苦，但他没有落泪，依然
鼓励儿子向前看。”卢奇说，这里他用来表现
内心并不平静的细节，是把拿在手里的烟掐
掉时捏得粉碎。“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邓小平
有坚忍的意志，永远压不倒、打不垮，始终
相信党和人民，‘出山’不久就进行改革开
放，使我们国家迅速发展。这是常人很难做
到的。”

饰演青年邓小平的安荣生，则用电影中
的一段台词，表达了对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的敬意：“同志们！敌人封锁我
们，我们不能封锁自己啊！要让人民的生活
不断地改善，要让苏维埃不断地壮大，我们
要鼓足勇气，打破这重重的阻碍！鼓足勇
气，出山！”

体现电影人的文化责任

该片曾获得休斯顿国际电影节雷米大奖（最佳外国影
片奖）和历史传记类影片金雷米奖，卢奇获职业成就奖。
王坪表示，影片努力走国际传记人物电影的路线，尝试做
以情感人的红色经典大片，塑造真实而又人性化的邓小平
形象。

影片也获得众多业内专家的赞誉。专家们表示，该片
充分尊重史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体现了电影人的文化
责任和担当，为改革开放 40周年献上了电影人的一份厚
礼。专家同时表示，影片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创作手法，
而是从平民视角出发，为作品带来了时代变迁、艺术变迁
的结构力。

电影《出山》由山东电影制片厂、广西天昌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重庆笛女
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发
行，目前正在公映。

电影《出山》

塑造真实的小平形象
□本报记者 苗 春

电影《出山》

塑造真实的小平形象
□本报记者 苗 春

无门槛写作的又一新事
□韩浩月

《我是未来》第二季

让“高冷”科技变“柔软”
□封 心

《光荣的追寻》

探索理论宣传新形式
□张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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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照片：黎明（中）在《莫语者》中

国家一级演员史依弘领衔主演、上海京剧院担
任演出团队的 《梅尚程荀·史依弘》 京剧专场展演，
将于 9月 22日、23日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观
众献上连续两天的京剧视听盛宴。

自2013年“文武昆乱”演出后，史依弘一直记着戏
迷们的提议，希望她能演绎“四大名旦”的经典作品。
时隔5年的磨炼与积累，“梅尚程荀”京剧个人专场，于
今年5月在上海完成首站演出。史依弘在“国宝级”老
艺术家助力下，一人演绎文入武出、风姿迥异的四大
流派特色，圆满完成又一项“高难度挑战”。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各个流派都有其所长。此
次演出的剧目分别选取京剧“四大名旦”颇具代表
性的四部作品：《苏三起解》（梅派）、《昭君出塞》

（尚派）、《春闺梦》（程派） 和 《金玉奴》（荀派）。
为了让观众领略到“梅尚程荀”的别样风采，有层
次、全方位地享受整个演出，表演过程不加任何垫
戏，剧目选择上也颇费思量。

主攻梅派的史依弘，在梅派作品上，挑选以唱
功为主的《苏三起解》，这也是作为梅派青衣的本工
戏；尚派作品选取以载歌载舞为特点的 《昭君出
塞》，让观众享受到京剧的“舞蹈”之美，领略尚派
刚健婀娜的特有风格；程派作品选取以大量借鉴昆
曲表演特点、唱作要求颇高的《春闺梦》，让观众沉
浸于“梦境”中，感受程之幽咽；荀派 《金玉奴》
选段，以传递人性真善美为主题，细节中体现荀派
表演艺术的精髓。

史依弘坦言身宗多个流派的李玉茹、童芷苓等
前辈一直是她学习的榜样，学习不同流派的代表作
品更是能博采众长，帮助自我提升。此次演出的

《春闺梦》 和 《金玉奴》，便是史依弘学习的新戏。
与她一同做“学生”的还有俞门高足蔡正仁，77岁
高龄的他同样追随老师的艺术脚步，从头恢复演出

《金玉奴》。此次展演既是完成戏迷们的夙愿，也是
一次向造就京剧旦角表演巅峰的艺术家们的致敬。

有别于上海站，此次北京站展演在舞美上将启
用新构想、新理念，首次运用新材质，在维持传统
京剧舞美的基础上，注入更多现代元素，让京剧艺
术有新的视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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