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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浙江
文艺出版社、中共宁海县委宣传部承办的“相信阳光——《权
力清单：三十六条》研讨会”在京召开。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真实生动记录了浙江省宁海县在全
国首创并积极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过程。这一制
度被纳入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
中，该书是对“宁海经验”的首部文学解读。作者简平从
2016 年初春起，深入宁海县的多个乡镇和农村蹲点调研、
采访，就基层治理等问题展开思考。与会专家认为，这部
作品表达人民心声、关注基层生活，具有较高现实意义。

（张鹏禹）

2019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以下简称北京台
春晚） 日前彩排。总导演秦峥表示，今年北京台春晚
阵容强，笑点多，视听炫，感情真。晚会按照团圆之
夜、梦想之城、祖国之爱、未来之约4个段落展开，还
将在主现场之外设置第二现场。晚会将于猪年大年初

一（2月5日）晚在北京卫视、文艺频道同步播出。
图为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的饰演者马德

华，在 2019北京台春晚彩排现场。他将搭档时尚音乐
组合乐华七子进行表演。

万思余文 摄制组供图

日前，关注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年轻音乐人
现状的电视连续剧《小夜曲》已经杀青。总编剧、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倪骏认为，“‘90后’‘95后’
的奋斗路程和轨迹，与‘80 后’相比其实没有改
变。《小夜曲》的主人公很多都是所谓的寒门弟
子，是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成就的年轻
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一直在不懈努力。”

该剧由上海丝芭影视出品、制作，林合隆执
导，鲁引弓原著，陈学冬、黄婷婷、林思意、周兆渊
领衔，秦沛、王洛勇、王策、王一楠等主演，讲述青
年小提琴家冯安宁从海外学成回国，从试图通过
音乐向抛弃他的亲生父亲复仇，到与坚持传统民
乐的初恋情人蔚蓝、同父异母的弟弟林安静及青
年投资人许睛儿携手努力，最后不但完成了父辈
的音乐遗愿，弥合了家庭的裂痕，还收获了理想
中的感情……《小夜曲》把目光聚焦于正值奋斗
年华的青年一代，涉及原生家庭、亲子关系、艺术
教育、青年职场等全民关注的社会话题。

该剧在国内外拍摄日程总计 87个日夜，转
场 58次。国内戏份辗转上海、无锡、昆山等多地
取景，海外拍摄主要集中于捷克、奥地利等东欧
音乐胜地，如布拉格、“温泉小镇”卡罗维卡利、中
世纪古城“CK小镇”克鲁姆洛夫以及莫扎特故乡
萨尔茨堡等。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细节，提升音
乐专业度，剧组请著名指挥曹鹏担任音乐顾问。

清晨通勤的地铁上，越来越多人
戴上耳机，津津有味地收听每日资
讯。夜深人静的家中，越来越多人打
开“为你读诗”“喜马拉雅”等手机软
件，伴随着美妙的诗文进入甜蜜的梦
乡。日常也有很多人打开“微信读书”，
却并没有阅读，而是选择了“听书”……
以耳朵代替眼睛的有声读物，凭借其快
节奏、短时间、多场合、随时随地获取信
息的特点，目前已成为纸质书、电子书
之后的“第三种出版力量”。

一些媒体指出，自 2012 年起，国内
有声阅读市场就开始呈现倍数增长，掀
起了一场新型阅读方式的风暴。有声
读物降低了阅读的门槛，契合了互联网
时代更多的碎片化场景。就算双手双
眼全部被征用，也还能用耳朵对抗无
聊，与“听书”为伴，高效利用碎片时间，
不仅重新激活了声音传播这一古老的
知识传播方式，同时也为视力障碍、阅
读障碍人群提供了阅读的可能。

有声读物作为一种“听书”的新
兴阅读方式，营造了全民阅读的良好
氛围。许多知名出版机构纷纷入局有
声书市场，以“听书”产品推动“纸书”升
级。广播电台也乘着有声读物的东风，
利用广播专业人才的优势，参与到内容
精良的有声读物制作中来。有专家预
言，随着音频技术不断创新，有声阅读
行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其市场
规模预计2020年将会超过78亿元。

当然，有声阅读市场的井喷式增
长背后，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挑
战：盗版侵权行为屡见不鲜，因版权
引发的纠纷不断出现，有声读物的把
关流程尚不完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等。这些都成为有声阅读市场的发展
瓶颈和阻力。2018 年，国家版权局启
动“剑网 2018”行动，并将有声读物
等平台的盗版侵权行为列为专项整治
的重点领域。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有
声阅读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和国民知识
付费意识的逐渐增强，有声阅读市场

“声”态环境正在逐步规范。
新时代需要“好声音”，期待更多

人们喜闻乐见的有声读物不断涌现，
助力全民阅读的新的春天。

东江港公安局副局长江河，从市长招商引资的
宴席上抓走了涉嫌走私的商人，令人为他捏了一把
汗。但接下来他收到了一项令许多人惊讶的认命：
调任东江港港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上任伊始，摆
在他面前的是沉船事故、合作伙伴的总会计师失踪
案件以及根本不信任他的港务局员工。改革、反
腐、刑侦……似乎都是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电视连续剧 《江河水》 开篇即紧紧抓住了观
众的心。该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2018-2022 百部
重点电视剧选题剧目名单，是江苏幸福蓝海集团
为献礼改革开放 40周年推出的现实题材剧。日前
已在江苏卫视以及腾讯、爱奇艺、优酷3家视频网
站首轮播映圆满收官，并受到业内专家的好评。

题材新颖，聚焦港口改革

幸福蓝海总经理杨抒介绍，《江河水》是一部
港口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以往的影视剧中，完全
以港口为背景、以港口人为主人公、以港口改革
为叙事主轴的电视剧，目前还没有。该剧的时间轴主要放
在2012年11月以后，时间跨度较小，着重还原了中共十八
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发力、蹄疾步稳、纵深推进
改革的重要时间节点，用国有企业改革、八项规定、“一带
一路”倡议、党风廉政建设等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
措施，串起一段段改革岁月，激起观众的共同记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凯认为，这部剧题材
让人耳目一新，把改革过程中的困难进行了很好的艺术化
表达，故事硬，节奏快，表演好，看完后让人不是产生沉
重感而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杨抒说，该剧于2018年6月30日开机，辗转南通、苏
州、无锡、徐州等多地拍摄，历时 82天。剧组边拍边改，
每晚拍摄结束后，导演和责编、演员等进行细致的剧本探

讨，责编团队则保持着三天两集的修改速度往前推进。“我
在拍摄的过程中边和导演商量修改，边加入跟人物性格和人
物关系有关的部分，这种感受很奇特，就像生活一样，永远不
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每天都有新鲜感。”主演秦昊说。

关注现实，“走进去”“沉下来”

杨抒介绍，为了让剧情更贴近现实，更能展现港口的最
新改革成果，在《江河水》筹备和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的创
作骨干深入苏州、南通、盐城等地的港口，在集装箱码头、煤
码头、散货码头等生产一线蹲点3个多月。同时深入港口居
民的生活，仔细观察港口发展的肌理；走访交通厅、发改委、
商务厅等 28家政府单位，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方针政

策；采访厅局负责人、新老港口工作人员、港口居民
等218人，积累了走私、反腐、沉船悬案、资本博弈、
海外并购等丰富、独特的现实素材。了解生活，认
识生活，主创团队对时代有了不同维度的体察，并
用艺术对改革做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样呈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
书长冷凇说，“这部剧的主创抱着做新闻的态度，
用现实性和真实感撑起这部剧，这部剧因此具有
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工业大片的感觉。”

突破平庸，艺术上匠心独运

该剧凝聚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搭建了专业
的制作班底，除了导演李小亭，常常出演文艺片的
秦昊挑战了港口当家人角色；塑造过许多经典角色
的郭涛首次演绎逐渐黑化的反派；阚清子、车晓等
女性角色使波澜壮阔的改革故事“刚中带柔”；张粟
再次演绎改革路上的热血青年……众多演员再现
了改革开放中新与旧的精彩博弈。

据介绍，剧中包括沉船、抗洪、海上缉私等多处重场戏，
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矛盾激烈，同时涉及江上、海上的拍摄，
存在极大挑战。为了确保抗洪戏场面的真实感，现场调用了
多辆 15吨级的消防车来制作下雨的真实效果，美术部门也
花了近一周时间搭建剧中近100米长的“溪口大堤”场景。

这部剧的剧情始终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叙事中起伏
跌荡。最终，江河率领港口上下众志成城，战胜了洪灾，
实行了改革，东江港成功上市，收购A国R港，并积极促
进“一带一路”的合作，东江港成为有名的港口。中国广
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说，近年的现实
题材剧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江河水》艺术上的崇高追求
和独具匠心，对突破我们当前电视剧创作的平庸、重复、雷
同，克服“一窝蜂”现象很有意义。

敌机掠过中国领空，火光冲天，焦土遍地。上海滩
多方势力暗潮汹涌，展开尔虞我诈的争夺。试图掌控上
海的日军有意招揽商界人士为己所用，不料海风商会会
长周琦方拒绝与其同流合污。在一次虚与委蛇的谈话中，
双方各执一词，谁都不肯让步，周琦方危在旦夕……

日前，由周天宇执导的抗战题材电影 《刺杀风云》
在爱奇艺上线，讲述孤岛时期的上海，不愿为日军效力
的周琦方被日军所杀，其弟子陆南笙继承周琦方遗愿，
对日军高官展开惊天暗杀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香港
演员吕良伟饰演了片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周琦方，继 1980

年与周润发、赵雅芝搭档，在电视剧 《上海滩》 中出演
丁力一角之后，时隔近40年重回上海滩。

此次出演《刺杀风云》，吕良伟说是因为“看到剧本
的第一眼就很喜欢周琦方的有情有义，他刚正不阿、绝
不向敌人屈服的民族精神非常令人敬重”。

《刺杀风云》 由“90 后”导演周天宇执导。吕良伟
说，“周天宇导演非常敬业，同时也十分专业，他是一个
很有自己想法的青年导演。”在合作中，二人不断擦出火
花，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

压题照片：吕良伟在拍摄现场 摄制组供图

拿到杜卫东近70万字的《江河水》电视剧本，我难以
释手，不到一周就读完了。这是近年来我看过的上百部电
视剧中最好的剧本之一。

剧本是杜卫东根据他的同名长篇小说 《江河水》 改编
的，他既是原著的作者，又是剧本的编剧之一。作品以改
革开放为主线，以犯罪分子内外勾结，进行贪腐、走私和
间谍活动，为改革开放制造障碍为副线，多线头并进，推
动故事发展；场面宏大，盘根错节；情节波澜起伏，扣人
心弦；人物设置合理，性格鲜明；是一部典型的工业题材
的正剧。这样的正剧，屏幕上至今鲜有成功的范例。特别
是反映港口变迁的改革，更难获得施展空间，但杜卫东却
将镜头聚焦东江港，从港务局长兼党委书记江河上任初始
切入，通过沉船、改革、抗洪、上市、“一带一路”等重大
事件的顺次演绎以及穿插在其中的文物走私案和国际商业

间谍案共同制造的扑朔迷离，把一场改革大剧写得风生水
起，色彩斑斓，进而将一个国有老企业锐变和净化的艰难
与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激荡着一股正气、志气与霸气。

杜卫东很会写戏，总是在特定的矛盾漩涡中去展示剧
中人物的命运，笔触每每直抵人心。有关崇高、卑劣、执
著、放弃、勇敢、逃避等人性及道德元素，常常表现为内
心的纠结与挣扎；这种纠结与挣扎依附于一系列惊心动魄
的矛盾冲突，当这些矛盾冲突达到极限时，纠结与挣扎便
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得到解脱。不拘常规的情节安排与人物
行动轨迹设置，不但使得人物饱满、鲜活，也形成了强烈
的戏剧效果。

剧中的主人公、男一号江河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位新
时代英雄形象，而江河复杂艰辛的心路历程是通过一系列
戏剧情节层层展示给观众的，真实可信、血肉丰满，这样

的英雄形象在近期的屏幕上实不多见。就是那些戏份不多
的二三线人物，在杜卫东笔下也都血肉丰满，特质鲜明，
形象立体而丰饶。

《江河水》采用的是空间块状结构形式。沉船、改革、
抗洪、上市、“一带一路”是作者精心编织的五大事件。这
种结构很容易造成故事板块之间的内容分割和机械独立。
但杜卫东通过一主两副，三条线索，即东江港改革；丁氏
父女的走私和秦海涛的国际商业间谍活动；江河与妻子、
卢茜、丁薇薇、刘希娅几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将众多内容
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丝线紧密，大而不疏，无论悬念设
置，还是起承转合，都相得益彰，极具张力。

除了报告文学和杂文，杜卫东在散文、小说创作方面
也可圈可点。正因为这样，杂文的犀利，小说的细腻，散
文的抒情，报告文学的时代感，在 《江河水》 中都有体
现。众多艺术资源恰如其分的配置，是这部剧作取得成功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剧本 《江河水》 将作为一部正版书籍出版。有人说，
电视剧是快餐文化，播出是它的终极目的。我不这么看。
真正优秀的电视剧在播出的同时，也应该作为纸质书籍流
传下来，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倘若因
此而被时间的尘埃淹埋了，岂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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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
□刘书田

《小夜曲》

聚焦年轻音乐人
□王翠花

《小夜曲》

聚焦年轻音乐人
□王翠花

陈学冬在剧中饰演男主角 摄制组供图

《江河水》：冲开绝壁 千里奔腾
□本报记者 苗 春

秦昊主演《江河水》 图片来自网络

一曲新时代的英雄赞歌
□里 快

《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9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彩排2019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彩排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上，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说，2018年，中国文
联积极开展对外民间文艺交流，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上
取得新成绩。

2018年，中国文联在印度、俄罗斯举办 2018“今日中国”
艺术周；在布鲁塞尔举办第4届中国——欧盟艺术节；持续实
施中华曲艺海外行工程；举办第11届巴黎中国曲艺节和第6
届德国曲艺周；在希腊、西班牙举办“艺术与和平”中国当代
美术作品展。同时，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举办“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摄影季等活动。此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领
域多边交流，举办国际剧协70周年庆典暨首届国际戏剧周，
选派优秀杂技、魔术节目赴美国、俄罗斯、韩国、意大利、匈牙
利等参加国际比赛并多次斩获大奖。 （于雪峰）

中国文联2018年积极开展对外民间文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