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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电视展播剧 （以下称展播剧）
持续热播，已渐入尾声。这些剧集中展播，是优质电视剧
的一次检阅，也是观众的一场观剧盛宴。它们以宏大的史
诗叙事描绘 40 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既有全景式呈现改革
全貌的宏大格局，也有见微知著的工笔细描，显示出同改
革开放精神的高度契合，标注着新时代电视剧现实主义美
学发展的新进步新高度。

更加注重写实力量

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之初就植入了现实主义的基因，曾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现实主义作品。这次展播剧更进一步，
让我们感受到突出的审美观感，那就是在创作上更加重视
写实。

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更加写实。改革开放之初，国
家建设百业待兴，人们渴望挣脱精神的枷锁，代表时代前进
的新兴力量在萌动蓄力，时代之河亟待破冰。所有展播剧
都从一个侧面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和主要社会矛
盾。《大江大河》 中农村知识青年宋运辉渴望用知识改变
命运，却处处被上级组织阻挠；《黄土高天》 中秦学安想
要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却被村内保守力量反对；《奔腾
岁月》中周小强更是经历了返城被阻、开店创业不停被封
的困境。不回避不遮掩社会问题，如实表现社会本质，正
是因为创作者尊重历史发展的逻辑，这样才能奠定作品正
确的叙事逻辑。

追求人物真情实感的细致刻画，注重以情动人。追求
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展播剧发扬中国电视剧的优良
传统，坚守独有的叙事审美，那就是不以夸张离奇的情节反
转，不以毫无逻辑的巧合，不以复杂的人物关系为叙事动
力，而是充分挖掘人物内心冲突，推动矛盾的演进，用细腻
的情感表达感动观众，让人们感悟社会的美、生活的美、心
灵的美。《大江大河》中宋运辉勇敢挣脱不合理的束缚，追求
理想，在工作中不畏权威守护真理的动人情怀，雷东宝与宋
运萍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就连寻建祥这样的人虽然有不
少缺点但是有情有义让人印象深刻；《奔腾岁月》中周小强
在多次创业中突破重重困难最终实现梦想，《大浦东》中周
海鹰为了心爱的恋人牺牲自己帮助其出国留学的默默付
出。这些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坚守正义、追求理想、与人
为善、注重家庭的价值观是电视剧的精髓所在，它不动声
色，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进行价值观塑造和引领，具有强
烈的导向作用。

注重对生活细节的写实，呈现出强烈的纪实性特征。
如《大江大河》农村部分全部实景搭建，从锅碗瓢盆到村委
会开会细节都追求与当年一致，金州车间场景力图还原当
年火热的生产建设情景，涉及大量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让
人信服；《正阳门下小女人》中此起彼伏的京腔语言充满浓
郁的地域特色，以老北京城的一间小酒馆展示了车夫、干
部、民间艺人、小资本家等小人物跌宕的命运，展现生动
的市井生活气息；《奔腾岁月》 通过周小强等人从摆地摊
到简易商铺再到开服装厂，真实再现了民营企业家在创业
中遇到社会体制的束缚，是非公有制经济艰难曲折的发展
历程的缩影等，细节处理扎实，真切还原生活，产生了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

将普通人推向舞台中央

展播剧中没有正面描写历史伟大人物，而是将镜头对
准时代中的小人物，将普通人推向舞台中央，展现他们经
历的艰难曲折喜怒哀乐，展现他们拼搏奋斗推进发展的历
程，揭示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这

一真谛。这些展播剧着重塑造了一批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有不畏艰难热血奉献的工人形象，如《那座城这家人》中的
王大鸣，《外滩钟声》中的杜心生；有具有开拓创新的领导人
形象，如《大江大河》中的县委书记陈平原，《江河水》中的港
务局长江河；有心怀祖国发愤图强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大
江大河》中国企技术员宋运辉，《大浦东》金融精英周海鹰；
有通过发展多种经济带领村民致富的农村改革带头人，如

《大江大河》大队支书雷东宝和《黄土高天》的秦学安；还有
不屈不挠极具创新精神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如《大江大河》
中的杨巡，《奔腾岁月》中的周小强，《创业时代》中的郭鑫年
正是通过表现这些小人物的奋斗史和梦想精神，反映出40
年中人民群众愈加旺盛的精气神、奋发有为的状态、敢闯
敢试的斗志、开拓进取的精神成为社会主流，自尊自信、
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正在形成。正是这些千千
万万的小人物永不停步的奋斗步伐，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
磅礴力量。

深刻洞察和反映时代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
命。它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复杂艰难的新旧斗争，这是
历史规律。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深刻洞察和反映国
家和民族在新旧斗争中前行的脚步，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
声音。展播剧在这方面表现出色，展示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着力表现改革开放中新旧势力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凸显新势力才是推动时代发展的蓬勃力量，旧势力是
不合理且应该冲破的这一历史真实，阐释了只有顺应历史
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发展
逻辑。如 《大江大河》，通过宋运辉艰难争取上大学的故
事，展现国家恢复高考重视人才的重大决策的必然性迫切
性，通过雷东宝带领村民曲线推动小雷家村联产承包，直
观反映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制变革潮
流的必然性迫切性；在《奔腾岁月》中，通过周小强不断
突破私营经济的禁区，展现我国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外滩钟
声》中通过杜心生一家人物命运变化，反映压抑人性自由
阻碍历史发展进步的时代终将会被开放包容的新时代取代
等。这些故事说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揭示出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发
展的根本力量。

着重展现蓬勃生长的时代精气神，书写当代中国人民
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展播
剧在叙事美学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通过对40年间国企改
革、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崛起、金融、服装、电商、互联网创业
等不同行业各个地方的发展变革，凸显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敢闯敢试的改革开放精神。《大江
大河》中，雷东宝敢闯敢干，发展砖厂、电线厂、养猪场等村
办企业，探索出农村发展的致富新路子，是解放思想的典型
代表；宋运辉坚持用技术说话，力主引进先进国外设备，不
为短时期的利益而降低要求，体现实事求是的重要时代精
神；《奔腾岁月》中周小强从最初的“投机倒把”的个体户到
创办集体小厂再到股份制民营企业，体现不断创新、与时俱
进的创业风潮，《大浦东》中周海鹰毅然从证券交易所辞职
加入证券公司，与时代同行，勇于追求梦想。这些人物有独
特的个性，但都承载着时代进步，是对时代精神的生动阐
述，让观众体会到不懈奋斗的豪情壮志，感受中华民族开拓
创新的伟大品格。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播电视剧是近年来电视剧创
作成果的一次重要检阅。这一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唯有将
人民当作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坚持工匠精神，才能创作
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2018年12月31日晚，“见证：文化40年”范周跨年直播公开
课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讲。主讲人范周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院长。公开课运用互联网思维和融媒体技术，创新了

“文化大慕课”的形式和载体。课程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
景，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标志性的文化消费事件，对我
国文化消费的变迁历程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剖析。 （乔一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外动画电影取之不尽的
宝藏。自从2015年《大圣归来》创下9.5亿元票房和
超高口碑，近年来，国产动画片屡屡在市场上掀起
热潮，《大鱼海棠》《小门神》《大护法》《阿唐奇
遇》《风语咒》等都曾获得业内外好评。它们的共同
特点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宝”，吸收思想内
涵和内容核心，获取想象力和表现力方面的支撑，
也使动画造型富有民族特性，更关键的是相对日
漫、美漫获得了文化自信，也争取了具有全民性的
影视受众。近期，又一部植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
又有创新和延展的动画片 《白蛇·缘起》 正在公映，

再度引发业内外人士和观众的关注。
看片名就知道，这部动画片取材于我们耳熟能

详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但它没有照搬脍炙人口的
原版故事，而是以白蛇和许仙的爱情前传的形式，
往前编演了 500年，将故事的发生时间锁定在晚唐，
讲述了少女小白和青年捕蛇人阿宣感人至深的恋
情，解答了我们以往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法力高
强、美丽温柔的白娘子会钟情懦弱糊涂的许仙？影
片挖掘了传统文化中的爱情元素，但在恋情的表现
上更为现代、时尚，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小白和阿宣
让人感受到初恋的甜蜜，他们突破人妖之间的壁
垒，为了真爱奋不顾身，感人至深。在视觉效果
上，影片营造了一个具有东方古典美的世界，广阔
江面上的一叶扁舟、地下神秘莫测的五行空间和异
想天开的宝青坊等许多场景，都是中国传统美学与
创新性想象的融合。

《白蛇·缘起》 的出品方之一追光动画，被业内
誉为目前中国内地动画技术最强的团队之一。创始
人王微执导的上一部作品《阿唐奇遇》，主人公是一
群瓷茶宠，曾在网络获得7.2的高分。希望同样从传
统文化汲取养分又进行创新的《白蛇·缘起》能超过
前作。

在当今时代，儿女应当如何为父母尽
孝？江苏卫视《最美的时光》节目聚焦孝
道亲情，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自 11 月 23
日首播以来，受到各方肯定，影响力更辐
射到海外。

节目提倡“百善孝为先”的为子之道，
传播“家和万事兴”的和睦家风，以“时光有
你更美好”为主题，邀请吴尊和爸爸、向佐
和妈妈、郭碧婷和爸爸、刘维和妈妈、孙伟
和妈妈踏上亲子之旅。节目不设剧本也没
有复杂任务，让人物在特定环境中自我表
现，呈现五组亲子家庭的相处模式，为观众
提供一面审视自我的镜子。五组亲子家庭
在地域上有南有北，特点上也各有不同，既
能让明星名人褪去光环，展现为人子女的
一面，也能折射出中国家庭的多元化。

有专家认为，《最美的时光》 在亲子
代际相处题材中找到了创新切入点，纪实
般展现成长和教育等问题，诠释了孝道文
化的时代践行。 （张 毅）

日前，由中国视协、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黑龙江省
文联主办的2018中国农民艺术节暨中国文联、中国视协“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兴隆重点国有林管理局举行。

演出由周宇、李鸣宇主持。演员侯天来、王茜华、阚宇、王
一珺、赵佳琪、宦宇、翟小兴、嵇波、刘蕾、杜旭东、赵海燕、赵迎
新、奇遇组合、李允儿等带来的歌舞、相声、小品、京剧选段、口
技手影表演等，受到民众的好评。 （裴月华）

40周年展播剧：

新时代电视剧展示时代精神
□杨明品 胡 祥

国产动画从传统文化“挖宝”
□苗 春

《白蛇·缘起》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白蛇·缘起》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见证：文化四十年”直播公开课开讲“见证：文化四十年”直播公开课开讲

艺术家到黑龙江林场送欢乐

第 15 届北京舞蹈
大赛舞剧、舞蹈诗评奖
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艺
术“学院奖”颁奖展演晚
会，日前在北京舞蹈学
院举行。活动由北京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主
办，北京舞蹈家协会、北
京舞蹈学院承办。晚会
现场颁出最佳作品奖等
5 类奖项，《旋转吧，小
红帽》等 8 部获奖作品
展示了精彩片段。

2018 年 是 改 革 开
放 40周年，本次评奖在
作品的主题方面鼓励关
于“庆祝（纪念）改革开
放 40 周 年 ”的 作 品 参
赛，同时，鼓励反映北京
三个文化带建设（大运
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
永定河—西山文化带）
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反映时代风貌的作
品。共有 26 部作品参
与此次评奖。北京舞蹈
学院附中丰台实验小学
的《旋转吧，小红帽》等8部作品获得最
佳作品奖；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永远
的马头琴》等 3 部作品的主演获得最佳表
演奖；最佳编导奖颁给了北京舞蹈学院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它同时还与另外两部
作品一起获得了最佳舞台视觉奖；最佳音
乐奖则归于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民族
歌舞剧院的《昭君》。

此次评选活动首次实现了北京舞蹈大
赛舞剧、舞蹈诗评奖与北京舞蹈学院舞蹈
艺术“学院奖”一同评选。北京市文联党
组副书记、驻会副主席刘开阳表示，这两
项赛事相结合，是为了提高北京地区舞蹈
创作能力，加强京津冀三地以及华北五省
市舞蹈艺术交流，推动产生更多时代性、
艺术性、地域性突出的精品舞剧与舞蹈
诗，助力新时代舞蹈艺术的繁荣兴盛。北
京舞蹈学院校长郭磊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评奖活动，分享舞蹈艺术创作成果，在激
发舞蹈工作者们创作热情的同时，促进各
院校、院团之间的交流合作，助推舞蹈事
业取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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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推荐《迷局伏香》这部影片，我会讲三点：
这是第一部澳门政府支持的电影；影片描写的是香气的
独特魅力；主创来自内地、澳门和香港的这个摄制组合
作得非常好。总之，这部影片值得观众慢慢去欣赏。”澳
门与内地合拍片《迷局伏香》日前在澳门首映，男主角饰
演者、香港著名演员林家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林家栋，这部影片还汇集了内地导演孔瑞良、
演员王乐君、李东恒和澳门副导演黄婷婷、演员古天祥、
戴显扬等。剧本改编自3位澳门作家太皮、李尔、寂然的
小说，捏合起来讲述了一个破获金融案中案的故事。影

片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在澳门开机，85%的镜头在澳门拍
摄，展现了这里的独特风貌。

林家栋在影片中饰演前澳门司法警察梁镜晖，卧
底金融欺诈团伙，利用自己对味道的敏感分辨能力，寻
找一宗迷案的幕后黑手。林家栋说，这个角色有复杂
的经历和内心戏，拍摄过程中自己还弄伤了腿，付出
了努力，也很有收获。“影片集聚了三地人才，大家日
常的生活节奏不一样，但拍摄时差别不大，都非常投
入。澳门工作人员领会剧本也很快，将来澳门多拍些
影视作品，有更多机会，他们的表现一定更出色。”

林家栋主演澳门、内地合拍片《迷局伏香》
□文 依

《最美的时光》聚焦孝道亲情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表演的《永远
的马头琴》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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