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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古老与现代的一次穿越时空
的相遇，也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相
聚。日前，中国曲艺家对“一带一路”
上的国家以色列、约旦进行了访问演
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以色列——
初见犹如重逢

日前，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
心热闹非凡。中国曲艺家协会与特拉维
夫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
曲艺唱响“一带一路”·以色列交流展
演在此上演。中心展演厅虽小，却装得
下一颗颗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期待的
心。

此次演出的中国曲艺曲种和节目注
重用当地观众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推
介，强大而有特色的演员阵容也让整场
演出气氛热烈、充满欢笑。

安徽省曲协副主席、合肥市曲艺团
青年演员孙铭泽表演的快板书《武松打
虎》首先登场。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差
异，诵说类的曲艺节目很少在外国观众
面前亮相。此次在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
心的帮助下，艺术团第一次为快板书表
演配上了希伯来文字幕，告诉当地观
众，唱快板书就相当于中国百余年前的
Rap。孙铭泽一上台便是一阵开场板，
看得现场观众满心欢喜，接着他在清脆
的竹板声中娓娓道来一段梁山好汉武松
景阳岗打虎的故事，现场不时迸发掌
声。表演结束后，一名以色列小伙儿还
上台亲身体验了一把中国的Rap。当他
打着快板的基本点，有节奏地说了几句
词时，所有观众用热烈掌声为他喝彩。

北京曲协副主席、北京曲艺团国家
一级演员杨菲第二个登台，她表演的梅
花大鼓《文成公主》曲声悠扬、故事感
人，含灯大鼓表演唱 《前门情思大碗
茶》 更是吸引了现场观众惊叹的目光，
他们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令他们感到
神奇的表演形式。来自吉林的小伙子宋

京一登台就用唢呐模仿希伯来语，向所
有观众问好，逗得观众笑了起来；他吹
奏 《欢乐新农村》《打枣》 让观众大开
眼界，感叹这件公元 3世纪经丝绸之路
传入中国的中东传统民族乐器，竟然还
可以在中国演员的手上这么玩？！此
外，重庆市曲协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
刘靓靓表演的四川清音，甘肃省阿克塞
县的哈萨克族青年演员叶尔泰·哈布德
开和帕丽达·哈比西亚表演的冬不拉弹
唱，中国曲协副主席、浙江省曲协主
席、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翁仁康表演
的莲花落，都受到以色列观众的热烈欢
迎。演出是在来自陕西的著名青年相声
演员苗阜幽默风趣又富含知识的主持下
进行的。以色列著名歌星Gilad Segev先
生看完节目后表示，“太精彩了，非常
希望 7月份我自己在中国演出时能够再
见到这些中国的艺术家，和他们来一次
现场合作！”

当晚观看演出的以色列观众都是因
为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感知中国传

统艺术而与中华文明在这里相遇。此次
演出的所有曲种都是第一次到访以色
列，却给人一种重逢之感。演出现场的
热烈气氛让参演艺术家和青年演员们感
叹，语言不是交流的障碍，艺术本无国
界，因为它是人类对美好欢乐生活向往
的表达，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约旦——
曲艺慰藉乡情

中国曲协艺术团一行一踏上约旦的
土地，便被这里独特的环境、厚重的历
史文化、淳朴的民风所吸引。在邀请方
的带领下，艺术团首先拜访了位于市中
心的古罗马剧场。露天的剧场虽已历经
近 2000 年的历史风蚀，却因建造科学
合理，优良的声场至今仍能让大家体验
到它的精妙设计。青年唢呐演员宋京作
了一次即兴表演，一曲唢呐 《百鸟朝
凤》吸引了众多访客的掌声与称赞。

第二天，艺术团一行驱车来到距安

曼市区约 300公里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广东火电约旦某项目工程部，
在这里举办中国曲艺唱响“一带一路”
展演并慰问参与项目建设的 1000 多位
中、约、韩三国员工。一路上的戈壁风
貌和工程部驻地的艰苦环境让艺术家们
感受良多，大家纷纷表示，好不容易来
这里，一定多为工友们演几个节目，让
工友们好好听听家乡的声音、看看熟悉
的节目。

下午 3 时，演出正式开始，快板
《绕口令》、京韵大鼓 《鼓韵交响》、含
灯大鼓 《前门情思大碗茶》、四川清音

《小放风筝》《布谷鸟儿咕咕叫》、唢呐
独奏 《新丝绸之路》《欢乐的新农村》、
相声 《满腹经纶》、冬不拉弹唱 《耳环
姑娘》《欢迎到哈萨克毡房来》、绍兴莲
花落 《不忘养育恩》 等节目轮番上场，
精彩的表演不仅吸引了数百名中国员工
的笑声与掌声，也收获了参与活动的约
旦艺术家、员工和韩国工程人员的赞誉。

几位约旦艺术家在看过演出后表
示，虽然他们听不懂中国演员说的唱的
是什么，但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参演节
目，尤其是快板和唢呐独奏。这是他们
第一次在约旦听到中国的艺术家独奏唢
呐，《新丝绸之路》 慢板部分的约旦乐
风让他们兴奋地跟着击掌打起节拍。参
与工程建设的韩国顾问赵先生在看过节
目后表示，他很崇拜中国的马季、郭启
儒等相声名家，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他非常喜欢。能够在这里看到自己熟悉
的中国节目，让他感到很兴奋，施工的
疲劳也被一扫而尽。2 个小时的演出，
不仅让远在他乡的中国工友们感受到了
来自祖国的关怀，更让参与工程建设的
各国工友增进了友情与了解。工程部副
总曾自畅表示，工友们从一进场就投入
艰苦的工作，在这片沙漠中一干就是几
年，很不容易。看到家乡亲人表演的节
目，可以缓解大家疲劳的身心，慰藉思
乡之情。希望明年项目竣工时，还能看
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

6 月 11 日，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
报刊协会指导、《电视指南》杂志主办
的电视剧《筑梦情缘》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会上，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部剧聚焦民国建筑行业，集中
展现当时建筑业的发展状况及匠人们
的逐梦勇气和家国情怀。李宗达指
出，这部剧弥补了建筑题材的空白。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的呈现，
这部剧的最大突破在于题材上的创
新，它不仅以建筑为题材，而且把建筑
注入其中。”俞虹谈到。

《筑梦情缘》 诠释了建筑师们对
民族文化的传承，歌颂了他们对梦想
和爱的坚守与努力。剧中霍建华饰演
的营造师沈其南为建造适合当下百姓
生活的适用房而坚韧持守，杨幂饰演
的建筑设计师傅函君结合东西方建筑
优点，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并革新发扬，
展现了建筑人的情怀与担当。“《筑梦
情缘》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在
创作上具有一定的时代格局。”梁刚建
谈到。梁刚建认为，在东西文明交流

互鉴的背景下，这种保留本民族特色
并有所创新的主题具有积极意义。

在展现老上海匠人们不懈地开拓
与创新精神的同时，《筑梦情缘》 也
将宏大历史主题与时代青年理想信念
巧妙融合。范咏戈认为，《筑梦情
缘》 是用现实主义精神打造的年代
剧，也是以中国精神打造的励志剧、
以工匠精神打造的行业剧。胡占凡谈
到，《筑梦情缘》 让观众通过历史题
材观察现实，从当年的年轻人反射到
现在的年轻人，值得称道。“我们想
以平视视角讲述故事，站在年轻人当
中，把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传达给他
们。”主创人员李娟说。

“这部剧对青春偶像剧如何创新
和提高，做了很好的尝试。”胡占凡
谈到。当下，在电视剧市场激烈的竞
争中，电视剧主创者如何坚守理想信
念、不忘初心，成为整个行业面对的
问题。“这部剧回答了一个现实问题：
电视剧如何在艺术和内容上坚守与创
新、如何在文化上做好传承与传播。”

俞虹谈到。《筑梦情缘》以现实为骨、以
文化坚守为魂，引领观众进行深度思
考，鼓励人们坚定信念，建设属于中国
人自己的“传世建筑”，同时也为电视
剧行业的发展提供启示。

近来，电视剧 《破冰行动》
风靡台网，引发热议。该剧讲述
了两代缉毒警察不畏牺牲、勇破
当地错综复杂的贩毒网络的故
事，在央视和爱奇艺两大平台同
步播出后，多次登上收视率排行
榜第一位，并在豆瓣上取得了开
分 8.5 的好成绩。至 6 月 11 日，微
博话题＃破冰行动＃阅读量已高
达 32.5 亿，讨论量为 895.4 万。网
友表示：“要吹爆这部良心剧！”“这
阵容这剧情，太燃太过瘾！”

在笔者看来，这部剧之所以备
受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剧情植根现
实，突破平庸。《破冰行动》改编自
2013 年中国特大缉毒案件——雷
霆扫毒“12·29专项行动”这一真实
事件，对该案件进行了高度还原。

《破冰行动》由公安部宣传局、公安
部禁毒局、广东省公安厅等联合摄
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创作空间，
相较同类题材影视剧有更强的可
看性。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现
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剧，这类作品
可以满足观众对现实社会重大事
件中不为人知真相的好奇，同时也
迎合了观众向往正义的内心需
求。纵观国内影视剧市场，制作精良的现实主义题材影
视作品稀缺，品质上乘的《破冰行动》题材迎合了市场需
求，一播出就吸引了许多观众。该剧在前两集就把故
事的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高叙事效率使该剧剧情跌
宕起伏，并且在剧集最后留下悬念，吸引观众继续观
看。

导演傅东育、刘璋牧曾分别执导过 《生死卧底》
《战狼2》等多部公安、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对该类题
材作品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为了真实还原事件，该剧
耗时4年打磨剧本，主创团队先后多次采访当年参与办
案的警察和当地村民，并且了解“三甲”地区的宗族、祠
堂等地方文化。在拍摄阶段动用警用直升机、巡逻艇、
真实警力参与拍摄，力求真实。《破冰行动》 在央视和
爱奇艺同步播出，两大平台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制作了
不同的版本。央视版选择用顺叙的表达方式使剧情更
加易懂，而受众年轻化的爱奇艺平台的播出版本则运
用插叙的表达方式，使剧情更加烧脑。制作方充分考
虑不同平台的受众习惯，台网并播收获了不同年龄段
的观众。

广受观众好评的还有 《破冰行动》 的影像质量。
该剧采用 4K 超高清进行拍摄，有观众表示：“画面清晰
到连毛孔都能看到。”导演刘璋牧原为摄影师，非常擅长
用影像营造氛围和刻画人物，剧中大量运用了特写镜头
突出人物的内心戏，与老戏骨的演技相得益彰。

好演员是一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破冰行动》由
吴刚、任达华、王劲松等实力派演员出演，老戏骨在
剧中成功塑造了各类形象。与许多影视剧将人物设定
为“非黑即白”不同，《破冰行动》中的角色性格复杂，
深藏不露，人设反脸谱化，悬念十足。王劲松曾在微博
提到：“我希望把多层次多变的角色呈现出来，而不是
让你们看到简单平面符号的人物。”反脸谱化的人物设
定在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的同时，也增强了剧情的悬
念感，引发观众参与猜测讨论，使该剧引人入胜。

“别动，我来……”“小心，烫！”“危险！快走开……”“00后”孩
子都是伴随着父母和老人们此起彼伏的担心声长大的，在长辈眼
里，厨房永远是孩子成长的禁地，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是危险
品。可是当父母小心翼翼生怕伤及孩子分毫的同时，他们也成
为温室里逐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甩手掌柜”。

而也有这样一群孩子，年仅6岁、8岁，最大的才10岁，就
能做出熔岩霉豆腐、玉米蛋卷扣藕丸、香炸葛根粉、稻香米豆
腐、籽香乌鸡栗子等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烹饪水平、想象力、
动手能力都让电视观众难以置信。这些传说中“别人家的孩
子”，都来自金鹰卡通卫视正在热播的亲子美食厨艺节目《麦咭
小厨》。节目的主角是5个性格迥异但都爱好烹饪的小主厨。他
们在“饭先生”林依轮的带领下，在家长和飞行厨神的陪伴
下，搜寻食材，学习烹饪美食。

节目设置最具创新之处，是在美食为底色的综艺上，加入
亲子话题的探讨。比如第二期，熊孩子阳阳让妈妈好不容易弄
上岸的鸭子都“跳崖式”落水，妈妈瞬间崩溃，也引发了家长
应该如何引导熊孩子问题的探讨。第七期节目，含含和爸爸劳
动了7个小时以后，孩子情绪变坏拒绝继续，爸爸一开始没有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企图劝说孩子继续。当后来深入了解，
含含爸爸才明白问题的关键，选择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让孩
子在学做美食过程中收获成长，也让家长在陪伴之下感悟教育
之道，正是节目的制作初衷。

近日，由张嘉译、闫妮领衔主演的
电视剧《少年派》正在热播，引发许多
观众共鸣与讨论。该剧主要讲述了林大
为、王胜男夫妇随着鬼马精灵但成绩堪
忧的女儿林妙妙升入重点高中，全家正

式开启高考“备战”状态，展开了一系
列笑泪不断的成长细节。剧中，林妙妙
与父母之间针对接送问题、打电话频
率、兴趣班计划等都曾展开讨论与商
议，而这些事情的最终结果，也都秉承
着互相说服、各有退让的原则。即便是
强势的妈妈王胜男，最终也选择以对话
的形式，寻求与女儿之间的共识。这种
从“听话”到“对话”的当代家庭沟通方式
转变，被《少年派》犀利地抓取到了。

支撑这种对话式代际交流的基础是
什么呢？首先是“平等”二字。剧中，
林大为在关乎女儿未来的问题上，从不
擅自替女儿做决定，而是尊重她的意见
和意志，正如主演张嘉译所言：“我们

也曾经年轻过，所以我们知道，对她来
说，这个世界是崭新的、未知的，当她
对这个世界进行自己的探索时，我们要
用一切的爱去包容孩子。”妈妈王胜男
虽然强势，但同样将女儿视为和自己一
样具有独立人格和思考判断能力的个
体。在这部剧中，“父母也是要成长
的”主题贯穿全剧。该剧描述的 4对父
母虽然面临的孩子教育问题各不相同，
但最终都倾向于采取一种内省性、反思
性的态度，就像王胜男的饰演者闫妮所
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也在
学会更加优雅、善良地表达自己，不要
太自我。”正是因为这种“父母与孩子
双向成长”的心态，他们才不会把自己

既有的经验与认识绝对化、真理化，而
是带着“自己也可能犯错，也需要提
高”的预设与孩子进行交流，从而保证
对话的开放性。

《少年派》 中的对话式代际交流是
可贵的。当下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应对
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了，无论家长还
是孩子，单打独斗地应对已经乏力，
建立在孩子“听话”基础上的家庭，
也难以焕发出足够的创造力提出解决
方案。《少年派》 通过对新时代的亲子
关系多层次、细致、绵密的探讨，呈现
出一种建立在平等和自我反思基础上的
对话式代际交流，唯有通过这种交流方
式，才能够形成为所有家庭成员认同的
共同理想，并激发出他们为此奋斗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

这或许是《少年派》之所以浓墨重
彩呈现代际交流方式改变的初心所在。
早在开播前，这部剧就被视为一部能够
同时将大人和孩子吸引到电视机前的

“客厅剧”，利用这个契机，该剧希望帮
助消除代际关系隔阂，传导出属于这个
时代的正能量教育观。

本报电 （步 鹏） 由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北京市委宣传部全力支
持，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的青少年公益文化艺术项目“打开
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即将如期而
至。今年的最大亮点是保利院线京津
冀区域的 5家剧院：北京中山公园音乐
堂、天津大剧院、保定关汉卿大剧院、衡
水保利大剧院、唐山大剧院，将在两个
月时间共同推出超百场低价公益演出，
更有 16 个艺术夏令营和 16 个公益讲
堂，用西方古典乐、儿童剧、京剧、舞蹈、
合唱、杂技等十多种艺术门类和独家的
零距离艺术体验，为京津冀的小朋友们
打造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假期。

京津冀区域事业部总经理徐坚表
示：“我们在节目编排上体现了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特色，希望更好地推进区
域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为此，今
年的艺术节在节目安排上立足北京且
辐射到京津冀地区，力求实现艺术公
益普及互动。据介绍，今年艺术节的
举办时间为7月5日至8月31日，北京
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等国家级优
秀院团，知名指挥家谭利华、琵琶演
奏家吴玉霞、二胡演奏家宋飞等名家
都将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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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剧”吸引父母儿女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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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情缘》用工匠精神打造创业剧
□郝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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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筑梦情缘》 百度图片

电视剧《少年派》 百度图片

杨菲表演的含灯大鼓吸引了以色列观众 中国曲艺家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