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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青年演员姜潮、宋妍霏携
手动物演员拉布拉多犬小七、萨摩耶犬
小雪等出演的电视剧 《神犬小七》 第三
季在爱奇艺、腾讯视频播出，勇敢坚
毅、无私奉献的搜救工作者们和神勇可
爱的狗狗们引发了观众的热切关注，也
带给观众直击心灵的感动。

这部剧讲述的是边慕、安心等年轻人
组建民间公益救援队，挑选具有搜救潜力
的狗，和搜救队员一同完成数次灾难救
援、打击犯罪等工作，最终实现搜救理想、
不负使命托付与职业担当的故事。该剧
聚焦特殊行业人群，致敬救援公益事业，
诠释了当代搜救从业者的质朴情怀与高
度社会责任感。

这部剧以真实生活中厦门北极星救
援队的创建与发展为创作依托，这支由
民间志愿者自发组织的公益救援队，有
效地参与了各项社会服务，在厦门地区
遇险人员的搜救以及与全国其它地区救
援队进行的联动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内目前稀有

的，聚焦民间搜救领域的题材，该剧不
仅真实再现了搜救工作者们的生活和工
作日常，更贴切地还原了救援现场的重
重危机。搜救队员们不仅遭遇过犯罪分
子的绑架威胁，而且面对自然灾害的不
可控性，救援中也屡屡濒临险境。但他
们始终临危不乱，在妥善完成了工作的
同时更不忘用真诚、善良给人们带去温
暖，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执行搜救，做好力
所能及的事，体现了民间公益救援队成员
们支持救援事业的善良本心，更彰显了他
们积极践行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担当。

剧中的角色励志向上，主人公边慕与
安心，以“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是我
们放弃的理由”为搜救职业准则，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的命令与调配，发挥舍己为人
的高尚品质，努力完成救援任务。神犬小
七等搜救队的狗，像每一名救援工作者一
样，不抛弃，不放弃，而且聪明神勇，训练
有素，它们为人类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治愈了许多
被它们帮助的人的内心。

5月 24日起，江苏卫视在每周五晚黄金
档播出大型访谈类电视节目《致敬中国英雄

（政法季）》。节目的主人公都是来自全国政
法系统的英雄们，包括：“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排爆英模张保国，为了保护人民
安全而向炸弹伸出双手，保家卫国一直是他
心中最崇高的信仰；打拐民警樊劲松，16 年
走遍祖国各地解救被拐妇女儿童 400 余人，
众多失散家庭因他实现了团聚；铁面局长
陈少华专啃“老赖”，两年结案三千多件创
纪录，用实际行动守护司法案例中的公平
正义；“传奇女法医”张娟，用手术刀与尸
体对话破解迷案，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死
者言，为生者权”的人生信条……

节目采用纪实类真人秀的拍摄模式，
10 位演艺明星化身英雄记录者，扛起摄像
机、抱起三脚架，和导演一起探访平时只
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的政法英雄。任达
华、吴尊、林永健、张蓝心、万茜、黄志
忠等明星嘉宾和记者的采访、记录、体

验，搭建起了一道英雄与观众之间的沟通
桥梁，让节目既有纪录片的冷静客观，又
有普通人面对危机时刻的真情实感。节目
中，已是一对儿女的父亲的吴尊，穿上近
40 公斤的防爆服，在排爆英雄张保国的指
导下一步步走向真实的炸弹，吴尊念叨着
家人，希望让孩子看到自己很勇敢。公安
局长张少华每天身处扫黑除恶行动的一
线，形影相随的是威胁与压力，贴身记录
他的日常工作的任达华感叹：“这个行业是
高危行业，我的父亲与哥哥都是警察，真
正的警察跟电影中扮演警察是两回事，我
们是有剧本的警察，而他们没有剧本。”

这档节目里，政法英雄的宣传与纪实类
节目形式第一次深度融合。通过节目的记录
和交流，英雄光环下的神秘感被一层层揭开，
节目也获得了较多关注。在微博上，#致敬中
国英雄#话题阅读量破4亿，腾讯视频上的单
期节目视频播放量超500万，在抖音、B站等
平台上节目的短视频也收获高热度。

一天中午，笔者点了一份外卖，
发现附赠的除了筷子勺子餐巾纸，还有
一块薄荷糖。这本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糖的包装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
寸见方的粉红色底色上，正面最上方写
着“扫盲糖”，中间主要内容是“我开始
崇拜中国文化了”。我好奇地翻过来一
看，只见另一面印着一个大大的“毳”
字，还标着拼音“cuì”，旁边还用小字
标注了这个字的含义“寒毛”。我还真
不认识这个字，也不知道它的含义，于
是就真的被这糖纸“扫盲”了。吃外卖
的过程中，我循着糖纸上的品牌、厂
家上网查询，厂家的淘宝店有卖这种
糖，号称月销过万块，除了这种带字
的，还有的包装纸上印着各种网红语
录，平均一元可以买六七块。

在互联网时代，外卖变成了上班
族标配，近年来，伴随着外卖送到上
班族手里的，往往还有店家的各种暖
心便利贴和小纸条等。它们冬天提醒
你多穿衣，夏天提醒你少吹空调，搞
笑的段子、励志的句子甚至“鸡汤”性质
的短文层出不穷，还有的画着各种漫
画。虽然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店主用
来招揽顾客、求取好评的手段，但是也
常常给订定外卖的人真的带来一瞬间
的轻松愉快和小小温暖，在用餐时拥有
了一份锦上添花的好心情。

据说，这一做法是从日本的便当文
化学来的。互联网在我国风起云涌地
发展起来以后，外卖文化在我国大范围
覆盖，之前我们大多数人上班自带简单
的盒饭，外卖没有如今这么大的规模和
范围，也远没有现在这样贴心。国外城
市化早于我国，所以城市消费文化也比
我们更成熟。有些我们互联网时代才
有的东西，别的国家已经出现，在我国
又叠加了互联网文化，为城市增添了别
样的风采。

至于笔者收到的这个更有文化味
的附赠品，又比暖心贴纸更多一点意
义。虽然这个字多少有点冷僻，这个做
法本身有一点戏谑感，但不可否认，外
卖店家和生产糖的厂家都有着良好的
初衷，有着推崇传统文化之心，而且把
传统文化作为多元文化表现形式的资
源，让古典的、经典的东西获得了轻松、
时尚、接地气的普及形式，为这份外卖
增加了一点文化感、趣味性，也让笔者
觉得这年月想不学习都不行，在点外卖
获得物质食粮的时候，还被附赠精神
食粮，不但学了一个字，还被教导了
应该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思想。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件趣事，也
是一件雅事。

本报电 （牛立超） 预计 8 卷本、250 万字
的《松江人文大辞典》日前启动编纂工作。

据上海市松江区文联主席陆军介绍，该词
典的辞条具有百科属性，凡是松江地域内的人
文现象、文化活动、文化样式，凡是松江文化艺
术的流派、团体、人物、作品，凡是与人文相关
的建筑、景点、文物以及松江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
状，都将是辞典关注的内容。该词典的编纂共
分为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23个分科，
由分科主编负责各自领域的编纂工作，最后汇
合总纂。

据悉，该词典的编纂由人文松江创作研
究院创意策划、统筹协调，预计将于 2022年
完成。

本报电 （郝泽华） 日前，由五洲传播中
心与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中国-东盟媒
体交流年特别活动“2019丝绸之路万里行·魅
力东盟”在京启动。

这一大型人文经贸交流全媒体活动旨在
更好地传播丝路文化，弘扬丝路精神。活动
将于 9 月到 11 月间展开，五洲传播中心与陕
西广播电视台将携手中国媒体和中国品牌，
由北京出发，以多种交通方式，穿行老挝、
柬埔寨、缅甸、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文莱、印尼、菲律宾各国，行程总计
1.5万公里，预计历时50天。活动将组建融媒
体生产调度中心，使用 5G 设备进行内容制作
分发，开设《我的家乡在中国》《丝路会客厅》

《鸟瞰丝路》专栏节目等。另外，还将邀请东盟
十国电视台和当地主流传播机构参与，联合
制作、播出视频节目。活动还将推选丝路魅
力城市，举办“一带一路”市长对话论坛等。

为什么火

何天平：《长安十二时辰》 在暑期档的
走热，是今年整个国剧市场行进至今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从大环境来看，一年过
半，国剧精品之作有但亮眼之作少，暑期
档作为每年文化消费最为蓬勃的一个时
段，受众市场势必期待真正有品质、有审
美、有话题的剧集出现，《长安十二时辰》
满足了这样一种文化诉求。

曹晓静：制作水准在线是这部剧火爆
的根本原因，在服装、化妆、道具、置景
等“硬件”上，这部剧非常用心地还原了
唐朝大众生活的很多细节，能够看出其下
的工夫。而从剧本、人物以及寓于其中的
价值观来看，这部剧同样是精于雕琢的上
乘之作，剧中以小人物的视角切入一场保
卫家园的斗争，人物形象饱满，节奏扣人
心弦，配合着电影级别观感的画面，能够
对观众生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汤 嫣：盛唐文化之璀璨大抵是每个
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结与向往，《长安十二
时辰》 在这繁华之中只取一朝一夕，创新
性地用数十集剧情讲述一天之中“保卫长
安”的跌宕起伏，随着分秒流逝，戏剧张
力自然突显。同时这部剧在树立大国文化
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等宏观立意上
引向深入。电视剧聚焦的是小人物的喜怒
哀乐、挫折成长，而正是这一个个塑造饱满
的小人物，印证着华夏文明之包容开放已然
扎根泥土，映射出对于家园的热爱与忠诚。

最赞赏什么

曹 盾：还原了唐代繁华街市、胡汉
混居的盛景。当时的长安有15%的侨民，是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吸引着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的人来这里生存，就证明了它是一

个文明的、美丽的城市。我们的文化中还有
很多很美的东西，这部剧只是展示了一小部
分而已。此外，演员的选择我们只找合适
的，易烊千玺个人文化素质比较好，书法和
雕塑都不错，身上有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骨；
雷佳音能够还原普通人的“俗”，又能表现出
做英雄的潜力，还需刻画出“军人”气质，在
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他表现出坚定的决心、
过人的体力、意志力以及很高的职业操守。

何天平：这部剧作为一部“耐看”的
作品，叙事富于悬念，细节具有传统文化
特点。这既能符合大众审美，又在一定程
度上带领大众审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汤 嫣：这部戏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打
破了一些作品里女性娇弱、把自身幸福建立
在男性身上的刻板形象。在这部剧里，我们
看到了独立、自信、积极向上的女性形象。

曹晓静：我最欣赏的是《长安十二时

辰》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呈现，整部剧以
传统节日上元节作为故事背景，在查阅大
量史料后为观众“还原大唐的一天”，铺开
了一幅充盈着人文气息和文化气质的盛景
图，观众能够看到那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
市井人家的吃穿用度、礼仪规矩、工作娱乐
等方方面面，真切地感受他们的精神面貌。

黄典林：《长安十二时辰》不光在国内
掀起“追剧潮”，还将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
国家以及北美地区全集付费上线，实现华语
剧的重大突破。究其原因，这部剧将独具魅
力的中华文化与紧张紧凑的叙事节奏相结
合，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也接触传统文化。

对影视创作的启示

曹晓静：当前，观众的审美水平和审

美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他们
不再给什么就看什么，而是喜欢什么才会
去看什么。怎么赢得观众的喜爱呢？对于
电视剧创作者来说，不能停留在以往浅层
的表达上，必须升级创作理念，从观众的
生活中采撷创作灵感，秉持打磨精品的意
识，以观众为中心，为观众打造出一片精
神高地。

汤 嫣：一部剧应该留给观众什么？
应该留下的远不只是观众对故事情节的津
津乐道，更是对于民族品格、文化自信与
历史现实之深入思考，而这些恰恰体现在

《长安十二时辰》 的故事性与“匠心”的
巧妙融合之中。

曹 盾：在制作工艺、流程方面，网
剧与传统电视剧有不小的区别。互联网市
场产出精品，是因为我们在这行业做得
久，在经验、资源方面有大量积累，但这
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网剧的未来还是年
轻人的天下。年轻人都在通过网站看文艺
作品，网剧在年轻观众中有巨大影响力，
文艺工作者不能过分放大娱乐，只图短期
有利。要有更多责任心，为我们的下一代
和国家的未来，创作价值观积极向上的、
有操守的文艺作品。

有待改进的是什么

黄典林：当前，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正
在对影视产业带来新一轮的革新。如今
Al＋5G＋4k 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的现实，这
部剧应该以更主动的姿态顺应这股潮流，
尝试结合更丰富的互动技术，充分发挥互
联网的互动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以多元
的交互手段为观众营造更为极致的沉浸
感。技术赋能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曹晓静：这部剧台词半文半白，而且
是强情节、快节奏的模式，对于想看剧娱
乐放松的观众来说，可能不太轻松，需要
开动脑筋，不能开倍速播放。

《长安十二时辰》

火在哪儿
《长安十二时辰》

火在哪儿
日前，在优酷上线播出的国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一经推出

便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好评。这部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
唐代主管侦缉逮捕的“不良人”张小敬为戴罪立功，需要在十二时辰之
内，与靖安司李必共同侦破混入唐城的可疑人员，解救黎民百姓的故
事。这部剧为什么会火？它有哪些值得赞赏之处？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
处？又能给当下的电视剧网剧制作带来哪些启示？本报记者采访了业内
专家、观众和该剧导演。

《神犬小七》第三季

致敬救援公益事业
□吴浩子

互联网时代的

“扫盲糖”
□小 苗

《致敬中国英雄》

以第一视角记录英雄生活
□张 毅 “丝绸之路万里行”在京启动

《松江人文大辞典》开始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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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苗 春
对话嘉宾：黄典林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何天平 日本爱知大学访问学者，广播电视学博士
汤 嫣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
曹晓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曹 盾 《长安十二时辰》导演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 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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