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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怎 能 少 了 精 神 大过 年 怎 能 少 了 精 神 大
餐餐？？本期本期，，我们对过去一年的我们对过去一年的
银幕和荧屏进行了梳理银幕和荧屏进行了梳理，，为您为您
整理出一份整理出一份““文艺年货文艺年货”，”，方便方便
您在长假里和家人一起慢慢您在长假里和家人一起慢慢
欣赏欣赏。。

——编者

去年，是文化类综艺节目爆发年，
面对游戏类、音乐类节目的前后夹击，
文化类节目不仅成为气质担当，还频现
首创，爆款不断，浩浩荡荡从小众走向
了大众。《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
藏》等一匹匹收视黑马，彰显了文化节
目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印证了一
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节目形式
如何花样翻新、更新换代，共同的文化
记忆和精神追求赋予我们共同的审美
理想，回应人们这种深入骨髓的渴望，
以真诚浇灌节目，就能火烈燎原。

《见字如面》：
总有一封书信，拨动你的心弦

“在这个社会，理想太容易妥协，欲
望太容易放大”，这是一封父子间的家
书；“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
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
年龄的人”，这是大文豪沈从文写给张
兆和的情书；“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
释、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
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
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这是黄
永玉写给剧作家曹禺的批评之语……

书信是个人的、私密的，却抒发了
普罗大众心底最温存的情感，书信也是
文字的、片段的，却记录了历史巨变的
沧海与桑田。高速发展的移动互联，让
人的沟通愈加便利，但心与心的距离却
似乎越来越远。国内首档书信朗读节
目《见字如面》创新地利用黑白信笺穿
越时空，打开历史，烛照人间。极简的
舞台上，仅有一桌一人一信，但就是这
种安安静静读信的节目，却承载了人真
真切切的情感，感动了万千观众。当
下，《见字如面》第二季又在热播，豆瓣
评分依然保持着9.4超高分。

《朗读者》：世间万象，读给你听
遇见、陪伴、选择、礼物……《朗读者》每期围绕特定的主

题，邀请嘉宾朗读那些曾经打动过、甚至改变过自己生命轨
迹的文字。这些动情的文字有的摘自彪炳史册的文学作品，
有的来自家长里短的书信，还有的只是些只言片语的记录
等，但无一例外都渗透着对生命的感悟，有悲伤，有感动，亦
有幸福。

鲍勃·迪伦说：“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一
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悲泣/要牺牲多少条生
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
扬/答案它在这风中飘扬”；商界大佬在儿子婚宴上向众人宣
读：“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都是我
的好孩子”……

当快节奏挤压着我们的身躯，当无效社交充斥现实生
活，我们不妨慢慢打开书本，跟着《朗读者》在字里行间走过
春夏秋冬，一边享受着文字的神奇瑰丽，一边完成对生命的
追寻与拷问。

《国家宝藏》：每一件文物都值得深情凝视
十八岁天才少年绘就千里江山、一代帝王乾隆居然有着

“农家乐审美”，后世文人为古代文人偶像天团“竹林七贤”疯
狂打Call……最近，有个年轻的节目火了，那这个节目到底有
多年轻？上下五千年！

“让文物活起来”，是国内首档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的初衷和主旨。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九大博物馆首次
集结，每位“博物馆看门人”从万千馆藏中遴选三件藏品展现
世人。文物是活态的历史，石鼓、越王勾践剑、贾湖骨笛、杜
虎符等馆藏文物，历经岁月沧桑，见证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
灿烂文化，凝聚了华夏民族的勤劳和智慧。

厚重的题材选择，也需要有趣的形式加以呈现。《国家宝
藏》创新地选择了一种年轻时尚的“打开方式”：起用明星演
绎文物的前世传奇，邀请与文物有着深厚情感的嘉宾讲述文
物的今生故事，魅力呈现这些国宝巨大的时代意义，在航天、

设计、创作、科研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妙趣横生的演绎，生动活泼的语言，每一期

都是活着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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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宜欢聚、宜畅饮，也宜刷剧、宜观
影。对于拖延症患者和对岁月流逝比较敏
感的人，大概总是要到农历新年，才会承认
2018 年无可置疑地来了。所以，要想假装
2017年还没走，不妨趁着春节，把这一年没
看成的国产电影补上吧，也免留遗珠之
憾。

2017年的国产电影最让人开心的一点
是，怪力乱神少了，明显更百花齐放了，不少
貌似小众的片子不用制片人下跪也都顺利
登上了大银幕，有的还取得了不错的票
房。

其中要推荐的第一部电影是《明月几时
有》，讲香港人的抗日故事，导演却是以文艺
片赢得口碑的许鞍华。这种看似根本不搭
的组合本身就让人期待或者疑惑：许鞍华会
把战争片拍成什么样？简而言之，这是一部
有人间烟火气的战争片，恐怕会刷新你的刻
板印象。

有的战争片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
势去呈现摧枯拉朽式的胜利，有的以“一将
功成万骨枯”来为英雄立传。而《明月几时
有》却更重视探究“合理性”，它让你相信，为
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要抗争？当然是为了
宏大叙事，但也是为了过回到太平琐碎的世
俗生活。所以，送情报与喝喜酒，并不影响
画风的和谐；探听到租客要退房时忿忿撤回
那几块小点心，也不让人觉得小气。毕竟饭

一样要吃、日子一样要过，甚至比平时更急迫，手中有粮才能心中
不慌，急着嫁汉也是为了多一点安全感。

除了工作狂，大多数人工作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同理，除了
战争狂，大多数人革命也该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所以，当梁家辉以
亲历者身份讲完故事后，开着他的出租车，继续在香港街头讨生活
时，你的心中会升腾起不一样的感动：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
是小人物的伟大，这部电影也依然是浓浓的许鞍华风格。

当然，活在太平盛世不等于人生就此摁下了快活键，否则我们
就不会被张扬执导的《冈仁波齐》打动。这部像纪录片一样的剧情
片，克制隐忍、不急不躁地讲述着藏区腹地一个村子里的村民，出
发去2500公里以外的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

凭着口碑，这部商业性几乎阙如的电影最后成了票房黑马。
为什么？凭什么？因为它显示了坚强的力量，也映衬出我们的迷
失。看看这一行人，有老有少，还有挺着大肚的孕妇，所有人没有
一丝犹豫，说走就走；所有装备，一辆小卡车搞定；饿了埋锅做饭，
困了一起“混帐”（混居于一个帐篷中）；刮风打霜下雨飘雪，那是老
天爷的安排与我无关；车被撞坏了，那就拉起车厢继续……这样的
理所当然、无怨无悔，看得人不禁想：我们的精神有多久没有这样
充盈了？又有多久未曾这样不计得失地投入了？

想起意大利电影《海上钢琴师》，遗弃在跨洋巨轮上的孤儿因
为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成为一名钢琴师。他从来没想过上岸，仅有
的一次动念是遇到了意中人想追随而去，但走到最后一步舷梯时
他止步了，他说，“看不见的城市什么都有，惟独没有尽头，太多的
选择让我无从选择。”不似朝圣者的由衷，普通人只能靠自己的意
志去自救了。

对于国产电影，笔者发现一个现象：只要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个
世纪后四十年，那么这部电影会被称为怀旧之作，比如《芳华》，比
如《六人晚餐》。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划分外国电影，也不会把发生
在其他年代的国产电影包括进来。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处
在前所未有的急遽变化中，朱颜未及改，雕栏玉砌却不在，国人集
体怀旧也就不奇怪了。生活如穿鞋，好看是别人的观感，舒不舒服
只有自己才知道，何况，时代的裹挟让人无从选择，哪怕削足适履
也得跟着走。

好吧，《六人晚餐》这样的厂区电影就是用来怀旧的。《阳光灿
烂的日子》反映的是大院子弟生活，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厂区
生活才是主流，工厂、单位、体制……像空气一样存在，你想逃却离
不开。可惜的是，这部电影剧情支离破碎，风格也摇摆不定，只因
导演想法太多、办法太少。不过，从中捡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记
忆，再看看吴刚和邬君梅的表演，也聊胜于无。

如果还不满足，那就去看看王小帅的《青红》和顾长卫的《孔
雀》吧。前者忠实严峻，像一个冷到骨髓的寒战；后者温暖慰藉，是
渡尽劫波后的拥抱。而且，两部电影都颇有“工匠
精神”，足够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

这份春节观影指南看似不喜庆不
应景，但能让你舒缓心情、心境澄明。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对人来说，皮囊
换不了，但精神当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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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电视剧行业，
发生了诸多可喜的变化。
一方面，一度霸屏的仙侠
奇幻题材普遍呈现出疲软
态势，话题与噱头难以助
推剧作影响力，相反的，现
实题材迎来大丰收，《鸡毛
飞上天》《情满四合院》《人
民的名义》等剧作人气不
减。另一方面，“老戏骨”
霸气崛起，他们精心打造
的《天下粮田》《生逢灿烂
的日子》《风筝》等惊艳亮
眼，在影视界投下一块块
巨石，频频引发了观众对
演员素养的积极探讨。

《白鹿原》被搬上荧
屏，无疑是 2017年绕不开
的一件大事。该剧由张嘉
译、何冰、秦海璐等众多

“老戏骨”倾情演绎，全剧
忠于原著，叙事宏大，情节
紧凑，以上世纪初陕西渭
河平原的历史变迁为一个
剖面，辽阔书写了古老黄
土地的阵痛与战栗——

白家与鹿家是白鹿村
的两大家族，世代相依相
靠，然而鹿子霖不满白嘉
轩担任族长，明争暗斗，并

随着一系列社会大变革的到来，家族恩怨也变得
异常跌宕，不仅牵系个人悲欢，呈现出独特浓郁
的关中风情，还迸发出象征意味，隐喻了中华民
族的根脉在洗礼中传承。

黄土沟壑间，一块块金灿灿的麦地兀自坐落，
一位佝偻老者穿梭其中，他的手指轻轻滑过麦尖，
他的背影孤独而安详。他就是白鹿村的族长白嘉
轩，作家陈忠实“垫棺作枕”之作《白鹿原》的主人
公。除了塑造白嘉轩的勤劳与固执，该剧还着力
呈现了鹿子霖的狡猾爱面子，“神一般的存在”朱
先生对传统道德的坚守，白孝文生性胆怯沉沦尘
世，鹿兆鹏追求革命理想，鹿兆海舍生取义却错付
了青春热血，自卑的黑娃被迫变为土匪……这些
鲜活的生命，在黄土高原上或苦苦坚强，或默默陨
落，让人看后悲戚之余涌起一股绵延的震撼——
古老的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却依然屹立磅礴东方。

电视剧《白鹿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改编
之作，同样掀起了观看浪潮的电视剧《风筝》和

《天下粮田》，则是诚意满满的原创剧作。
没有炫酷的数字特效，没有时髦的穿越宫

斗，没有高颜值的俊男靓女，《天下粮田》秉持大
格局与大情怀，血泪述说了人间正道。“过去在朝

堂为官之时，总觉得目力所及之处便是天下，大
得不得了，可是真正到了民间才知道，有粮田的
地方才是天下。”面对清朝严峻的粮田危机，刘统
勋临危受命，始终保持一份以死报国的决绝，无
论走到哪都要带上他的那口大红棺材，他心系苍
生，脱下朝服走进垦荒队伍，血洒田畦、九死一
生，生动诠释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怀
和担当。

“信仰的风筝千钧重负，却迎风飞扬。”电视
剧《风筝》以潜伏于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风筝”
的人生与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共产党情
报员坚守信仰的故事。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
经常会出现两种误区，或人物扁平概念化，或剧
情脱离历史娱乐化。《风筝》回归人性，不拔高、不
歪曲，让历史的波澜壮阔与各位主角的脉脉情
感，组成一首慷慨的悲歌，抑扬顿挫。结尾处，郑
耀先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向五星红旗敬礼，一
张张先烈的照片从荧屏闪过……或许，面对时代
的快节奏与稍纵即逝，我们越发需要永恒的精神
支柱——唯有信仰，才能让我们在激荡的历史潮
流中永葆生命本色，在生命的汪洋中始终前行。

人的一生注定要走许多的路，赏许多的风
景。一年又一年后，当我们回忆起那段逝去的时
光，往往需要某些仪式的东西加以深刻。一部好

剧，能点亮时光、标注岁月，让每一次
的灵魂唤醒，都熟悉得不需要任何路

标。

□

胡

蓉

□

王
全
林

□

万
芸
芸

电影《明月几时有》剧照

电影《六人晚餐》剧照

综艺节目《见字如面》海报

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海报

电影《冈仁波齐》剧照

电视剧《白鹿原》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