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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侗族大歌》：

一首洗涤心灵、爱到永恒的诗章
□黄式宪

新作点评日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

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

员们回信，希望他们扎根生活沃

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

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

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

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这不

仅仅是对具有60年历史并且一直

活跃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乌兰牧骑

队员们的巨大鼓舞，也是对广大

文艺工作者的勉励和要求。多年

前，我去过苏尼特右旗的草原，那

里广袤无际，一派塞外的风光。如

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年轻时观赏乌兰牧骑的印象又一

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叶，我曾

在不同的场合，观看过来自内蒙

古草原、颇受观众喜爱的乌兰牧

骑演出队的演出。他们能歌善舞

的演出，洋溢着蒙古民族的风情

和草原乡土的气息，场场气宇轩

昂，个个身心投入。当时我十分敬

佩他们的演出风格和激情。他们

如轻骑兵，能上能下，因地制宜，

奔走在大大小小的普通基层的舞

台上。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简单

的演出场所、简约的景观环境、简

洁的装置道具、简朴的服装服饰

等，却赢得了观众的击节赞赏。他

们能到最基层的蒙古包前，支帐

演出；能带马队驰骋草原，送戏到

偏远的牧区慰问。他们全心全意

为群众服务，贴近生活，扎根百姓

之中。

“乌兰牧骑”译成汉语是“红

色文化工作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他们

都经受了考验，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自

己的奉献。这是难能可贵的。乌兰牧骑演出

队的每一个队员都是一专多能。吹、拉、弹、

唱、舞，百般武艺，各显神通。这样的演出风

范，富有生气，且又丰富多彩。他们走过的

历程、把握的方向，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

父老乡亲，始终坚持讴歌自己的家乡、自己

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当年，我观看乌兰牧

骑演出的时候，他们已经遍布内蒙古的草

原和城镇村落，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活跃期，

演出甚至跨越了大江南北。我记得

当时演出的节目有蒙古族舞蹈《女

民兵》、达斡尔族舞蹈《欢乐的节

日》、蒙古族说唱“好来宝”《牧马英

雄》，以及锡林郭勒新民歌《红旗

手》、民族歌舞《庆丰收》等等，脍炙

人口，家喻户晓。他们的演出带着

故乡的泥巴、草原的醇香，彰显了

马背兄弟民族的神采，展示了源远

流长的草原文化的生命力，并以精

彩的演绎创造了属于乌兰牧骑自

己的独特的艺术形象。

时代在发展，文化在创新，乌

兰牧骑并没有停止自己向前的步

伐。前年我又去苏尼特右旗观剧，

参演的主体队伍也是由本旗内各

个地方乌兰牧骑演出队组成。经我

稍作了解，当下的州内各县市都有

了自己的乌兰牧骑。与过去相比

较，人才队伍也好、设备硬件也罢，

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自豪地告诉

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乌兰牧骑

队伍里也出了不少艺术人才，如德

德玛、三宝、武利平、白岩松等。多

年以来，每当我看到来自蒙古草原

的演出，无论是苍劲有力的舞蹈，

还是高亢嘹亮的歌声，我总想起乌

兰牧骑。当然，乌兰牧骑也面临着

新的挑战、竞争和考验。我认为，这

支扎根在草原上的轻骑兵，富有朝

气和生命力的文化尖兵，同样需要

保护，需要培育，需要迈上更高的

艺术平台。不能成为舞台上被遗忘

的角落。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化

的，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

巴人”，无论是“洋舞台”还是“土舞

台”，它们都有生存的权利，都应该提供发

展的空间。

早在50多年前，周总理曾热情地鼓励过

进京演出的乌兰牧骑队员们，嘱咐大家：“不

要进了城市，就忘了乡村。要不忘过去，不忘

农村，不忘你们的牧场。希望你们保持不锈

的乌兰牧骑的称号。”真诚地希望我们乌兰

牧骑的艺术兄弟，能“不忘初心”，像初升的

晨曦阳光，永远朝气勃发；像清纯的月光，伴

着观众实现新的美丽的梦想。乌兰牧骑，畅

想未来吧，谱写出自己新的交响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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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国产网剧好评

如潮，网播量超过42亿，这就

是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

与优酷联合出品的32集公安

题材网剧《白夜追凶》。这部剧

好就好在，守住了涉案剧不容

易坚守的底线，留住了公安剧

应有的特征和超凡的精彩。

关宏峰和关宏宇是同卵

双胞胎兄弟。关宏宇是津港

“2·13”特大入室灭门惨案的

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已对其发

出A级通缉令。因为弟弟的案

子，哥哥与局里的领导闹翻，

愤而辞职。但随着津港市案件

频发，现任刑侦支队队长周巡

请来关宏峰协助破案，给了他

一个顾问的身份。在侦办灭门

惨案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多个支线案件，但每一个支线案件

都与灭门惨案的人物或案件本身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无疑，灭门惨案是整部剧的主线，但同时必须留意支线案件

的一些细节或线索，剧情节奏紧凑，高潮迭起又严谨缜密，

这也正是这部剧烧脑的地方。

双胞胎兄弟，说明不仅长相声音一样，两人的DNA都

有可能一样，但一个是被通缉的在逃嫌犯，一个是前刑侦支

队队长；一个要力证自己被诬陷，一个要找到证据为弟弟洗

脱罪名；一个有点痞气还被刑拘过，一个是业务超群的破案

王；一个玩世不恭开朗冲动，一个冷静多疑善于观察；一个

没有人身自由躲在哥哥的家里，一个有“黑暗恐惧症”晚上

不敢出门……这些极具矛盾冲突的特点交织在一起，迸发

出吸引人的戏剧冲突，看得人提心吊胆却又欲罢不能。

这是一部悬疑推理剧。随着突发的蹊跷的命案，警察出

现场，经过现场取证、法医鉴定、物证分析、调看监控、寻找

目击证人、搜集证据……开各种案情会分析会，通过一系列

严谨的推理和分析，最终让案件真相大白。剧情层层推进，

逻辑性强，台词中有很多专业知识；实习女警周舒桐喜欢问

她的关老师一些“为什么”的问题，增加了剧情细节的专业

性，衬托出警察和罪犯高智商的斗智斗勇。

涉案题材影视剧的度向来不好把握，它涉及政策层面、

公安专业、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如果放得太宽，一味追求

剧情劲爆而表现犯罪手段、渲染恐怖刺激的气氛，那么民众

就会因此产生联想，继而产生恐慌和不安的心理；而且如果

对犯罪手段表现得过细，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模仿，案情分

析得太专业太真实，又可能会增加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

力……所有这些顾虑，可能也是我们中国涉案影视剧创作

的困惑所在。该剧在这些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时下，涉案题材影视剧除了把关注点放在侦破案件上，

同时还要着力塑造有感染力、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正直正

派正气但也有缺陷的“真实的警察”形象。在这部剧中遭辞

退的警察犯罪的情节，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很尖锐也很敏

感的话题。说心里话，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角色的设计，

看剧时也真为他捏一把汗。但也正是这个角色，给全剧带来

了很多新鲜、很多悬念，让观众和网友看待我们这支队伍更

加觉得真实，更加感觉有人性的光辉，也因如此，大家对正

在创作的第二季《白夜追凶》充满期待，不仅期待着曾经当

过警察的坏蛋受到应有惩处，也期盼看到许多阳光正直、无

私无畏、忠诚担当的英雄警察的形象。

《白夜追凶》第一季的成功播出，为新时期涉案题材影

视剧的创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启示，但这并不代表着它一

点问题一点缺点都没有。比如，快递员得了肾衰并自己做腹

膜透析，他不可能有很大的气力去与人打斗，尤其还是与双

胞胎兄弟对打，其中弟弟还曾是武警，那个打斗场面可谓火

爆，但不真实；车震连环杀人案凶手——物证中心主任王志

革既然是一个洁癖，他怎么可能不戴着手套作案？戒指里残

留被害人血迹这个构思的确巧妙，但恰恰是这个关键情节

让我感觉不真实；女警察小赵的档案中没有与嫌疑人安

腾（廷）的亲属关系（剧中有对白说赵为安家的养女），在中

国户籍制度管理严谨、入警校学习更要对家庭成员的档案

进行严格甄选的情况下，不可能如剧中所说的那样可以刻

意隐瞒过去；女歌手变成劫持人质嫌犯，临时起意的犯罪都

能如此老练、周密，把警察耍得团团转，不可信，而且她在弟

弟被劫持之后可以一直待在警队听案情分析，显然违反纪

律……

不过，瑕不掩瑜，原创的剧本、严谨的逻辑、精良的制

作、对现实的拷问、对人性的反思，该剧不愧是一部实实在

在的良心剧，担得起涉案品质剧的荣耀。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是中国电影研究学

者丁亚平新近付梓的一部著作。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点出：60

余年来的当代电影艺术的历史语境，存在主流逻辑和历史话语

两种评判指标及其融合、嬗递变化。同时，“由于滋生的文化土

壤不同，6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发展中的各个阶段有

着显著的差异”。基于这一判断，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勾

勒出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与批评发展演进的完

整全图。

1949年至1977年——基于国家意识主流逻辑范畴下的

书写。作者认为，对这一时期电影创作和批评的概括，主要是需

要遵守比常规意义上更加严格的政治和时代道德规范。有一种

复杂的现象被作者敏锐地察觉到：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电影迸发

出新的锋芒与朝气，然而也一度制约了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与

创造精神。1977年至1999年——改革开放时代引发了创作欲

望与史学意识的释放。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活力”、

“生气”。一个突出现象是许多作品开始塑造内质丰满的“文化

英雄”，如《黄土地》《红高粱》《孩子王》等作品展现了一种“文化

承载与叛逆者”的鲜明形象。同时，在这一时期，电影跨文化接

触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开始影响到电影创作与批评的方方面面。

2000年以来至今——进入全球化媒介时代对电影艺术理解的

固有局限与新可能。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媒介时代，中国电影艺

术的创作话语和概念日益多元，表现的主体形象更显丰富和裂

变。电影回归理性、回归艺术本身的进程加快了。在这样的架构

下，全书充实着丰富的细节与精辟的个案剖析，对60余年来的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所走过的既富有光彩但又坎坷曲折的道路，

做了全面、平衡、富有哲理的描述、评论、反思，进而为中国电影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学术资料与历史启示。

当前，电影批评不仅面临着各种“后理论”文化视角，消费

文化也成为电影批评的又一大语境。来自媒体方面的声音往往

以炒作、“捧杀”或“棒杀”等方式参与到电影批评之中，而具有

实际内容和有效对话的批评逐渐变得难以吸引人的目光。不仅

一部分影视生产成为娱乐消遣的商品制造，与之相应的电影批

评也成为以票房高下或花边新闻多寡论成败的排行榜。

正是在这种批评视角多元混杂的情况下，《中国当代电影

艺术史（1949-2017）》所强调的“史学意识或史学话语”，更加

显示出对电影批评良性生态建设的指导意义。健康的电影批

评，既不可囿于电影本体只关注形式结构和语言技巧方面的阐

释，也不可自得于泛文化视角中虚拟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解决之

道，更不可迷失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一味娱乐

历史消费历史。“史学意识或史学话语”必须作

为一个整体标准参与到电影批评的实践中去。

基于这样的思维高度，作者由近年来中国

电影理论界不少新话题的提出与热烈讨论，进

入了关于电影实证理性和自我确证要求的反思，呼吁电影理论批

评的价值重建和史学梳理。在方法论上，重点提出要“去魅化处

理”，以实证精神对文献材料进行开放式研究，重新发掘和解释历

史证据，使理论研究假说中的结论与已知世界和谐一致。

本书文末，引入了对成书不久前热映的具有符码意义的

《战狼2》的讨论，并提出“中间层电影”的概念，讨论中国电影

在全球性文化传播和市场重构时代下前行的一种途径。这体现

了作者的热忱与敏锐，最重要的是，也切合了电影研究者当下

的重要任务——从当前中国电影的丰富实践中打造融通中外

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电影理论批

评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

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刻，广大电影工作者尤其是电影

理论批评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

赏电影作品，建立起科学评价体系、手段和标准，推动中国电影

更好地、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地弘扬和传播中国精神、中华文化

美学精神，体现中国电影的实力和力量，为世界电影发展做出不

可替代的“中国贡献”。

守住了底线守住了底线 留住了精彩留住了精彩
——评公安题材网剧《白夜追凶》 □徐 翼

评 点

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民族题材电影《侗族大

歌》，以其慧眼独具的发现和真挚情怀，精挑细选

地推出了20余首侗族歌谣，润物无声地描绘出三

位侗族歌师之间绵延了60多年的爱情纠葛与命

运交错，向世界呈现出一首洗涤心灵并爱到永恒

的凄美诗章。它是如此朴素、纯净而优雅，又是如

此富于传奇的东方色彩，为中国民族电影作出了

新的贡献。

恰值青葱年华的导演丑丑，毕业于北京电影

学院。她坚守文化自信，勇于艺术探索与创新。

近十余年来，她以发自内心的不懈不怠的激情，创

作了自己的少数民族电影三部曲，即《阿娜伊》《云

上太阳》和《侗族大歌》，它们先后以坚实的步履走

出国门，在欧美不同的电影节上赢得赞誉和多种

奖项。

在笔者看来，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的电影，绝非

书斋里的孤芳自赏，而是紧紧追随着我们国家站

起来、富起来并强起来的时代步履，以中国智慧来

浸润电影故事与艺术形象的创造。那么，究竟怎样

来认识与界定中国智慧的内涵与外延？它既来自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又体现了对

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互鉴与交融。在电影创作

实践中，如何将中国智慧融入一个个让观众悦目

而赏心的故事里，不是只靠动作场面的刺激而“悦

目”，更深一层，则要依托于深水静流的心灵书写

而“赏心”，这既考验着电影艺术家隐藏在摄影机

后面的那双富于洞察力的眼睛；同时，如何将电影

的镜像叙事融化为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必然轨迹，

则更考验着一个电影艺术家在造型与技术美学上

的功底。

是的，正是出于一种文化主体的自觉，又庆幸

得到民族母语文化深入自己血脉与心灵的启示，

丑丑勤奋而聪慧地把镜头焦点对准了人物的性格

与命运。在《侗族大歌》里三位歌师的命运都是有

真实原型的，并构成了一组以“侗歌”为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石。阿莲与千树青梅竹马，

情真意挚。不意遭遇一场大火，千树舍生救人而

死。阿莲疯了，竟抱着恋人的琵琶相守偕老，千树

的幻象亦真似幻。而富家子那福痴情单恋，并曾以

财势压人，强行要与阿莲成婚。甚至在阿莲逃婚、

千树死亡后，他仍痴情追随、不离不弃，直到家遭

匪患，父母双亡。半个多世纪后，年届耄耋，他仍守

护在阿莲一侧，帮助抚养阿莲的儿孙，最后还坚持

爬窗献歌。当阿莲清醒过来，这位坚守一生、日夜

紧跟着她的老头，竟然已撒手离世。这样一个人对

爱的坚守不渝，在今天看来，似乎就是一个历史的

传奇。

在这部电影里，山美、水美、人美、歌美，诗情

盎然，达到了一种审美的境界。该片的剧本创作及

拍摄工作历时6年，是惟一被国家民委、中国作协

列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代表侗族题材的影

片。这部电影在人性底线上所捕捉到的丰沛而多

彩的细节与场景，丝丝入扣，融会一炉，俨然就是

一面透亮的镜子。面对富起来后社会浮华的种种

扭曲生态，它唤醒了我们的良知，也激起了我们向

真向善向美的沉思。似侗族这般行歌坐乐、爬窗对

歌、踩歌堂以及终老还如此真情地爬窗献歌的情

景，看得观众心潮澎湃，激发出对灵魂的叩问。

这三位歌师之间的生离死别，如歌如诗，让人

魂牵梦萦。从赛歌到偕老，故事娓娓道来，既有大

火焚村的惨烈大场面，又有缠绵悱恻的情意素描，

一唱三吟、回环照映，感人肺腑地体现了中国人非

凡的智慧和美好的道德情操，并由此而激发出跨

文化与世界对话的传播效应。该片去年在加拿大

第22届维多利亚电影节上曾获得组委会颁发的

特别奖：“新文化浪潮电影大奖”。该颁奖词中写

道：“这部电影用最完美的、极好的、独特的镜头捕

捉到了一个民族最精髓的文化，也为我们了解中

国打开了一扇门，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看过电影的观众无不被这个故事、歌声和坚

守一生的爱所感动。”

在中国正在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

时代，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与艺术家，需要

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召唤，将中国智慧融入到自己

的创作实践中，坚守文化自信、自强，做出无愧于

新时代的切实努力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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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了，我的家》以全新格局呈现家风
由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

打造的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节目《谢

谢了，我的家》日前在京举行了首场新闻

发布会。该节目将以访谈为基本形态，广

邀形形色色的嘉宾人物讲述真实的家庭

故事，折射华人群体的心灵世界。用“家”

这个最能触动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标签，

让家风走心、暖心，为中华家风代言。届

时，节目所邀请的嘉宾将为观众带来一

串具有深刻文化记忆的名字：孔子、鲁

迅、齐白石、徐志摩、钱学森、汪曾祺、丰

子恺等。

据介绍，在内容呈现方式上，节目将

以最朴素真实的方式表现：长辈的言传

身教作为切入点，展开每一位嘉宾的“家

风传承”。节目将推出“时光瓶”这一独创

的概念载体，喻意家庭文化可以穿越时

光，影响到世代家人。每一位嘉宾将家人

曾经深刻影响自己的一句话展现在观众

面前。而在随后的访谈中，这句话背后的

故事则会让观众看到家风对个人成长的

重要影响。在风格设置上，节目将舞台环

境设定为一个收藏着各种家庭故事的“家

风博物馆”，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将

抽象的家风精神落实为具有感染力的视

听作品，其中的“家风画”就是根据每一位

嘉宾的个人故事，抓取最具感染力的瞬间

所创作的美术作品。据悉，《谢谢了，我的

家》将从1月6日起，每周六晚19：30登

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央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