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年第一神剧，集集泪目”“我居然入坑
了扶贫题材，每天盼着更新”“被演员带偏了，
现在说话一股子西北味”……打开年轻人聚
集的哔哩哔哩，众多UP主在“安利”一部高分
剧，而那些看过剧的网友也纷纷发出弹幕，数
以万计、刷屏热议——

近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策划组织指导
的电视剧《山海情》开播。该剧讲述了宁夏
西海固的移民在国家政策号召下、在福建
对口帮扶下，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
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真实故事。

一部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
主旋律剧，豆瓣评分高达 9.4 分，在全国范
围、全年龄段收获超高人气，还成功“破
圈”，收获了年轻观众的超高评分，缘何？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山海情》没
有教条式呈现扶贫政策，也没有直白地摆
脱贫成绩，而是将宏大的国家叙事，借由普
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剧中的人物仿佛从

“土”里长出来，血肉丰满。他们的爱情与
梦想、追求与挫折、痛苦与欢乐，翻涌成浪
花、汇聚成江河，带领观众走进那段历史，
身临其境地感受时代巨变，也回答了何为
未来、何为奋斗？

“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风卷着漫漫
黄沙从春刮到冬，山坡光秃秃的，村民灰
头土脸，顶着两团“高原红”，皮肤黝黑、嘴
唇皲裂，衣衫破旧，一日三餐只有水煮洋
芋……上世纪 90年代初，宁夏回族自治区
开始实施吊庄移民政策，动员村民搬到银
川附近的平原，开辟新家园。

基层干部马得福，19岁从农校毕业加
入吊庄移民工作，从此在扶贫“硬茬岗位”
上一待就是许多年。面对一个接一个的
困难，他用顽强的韧劲，一点点地推动家
园建设：开荒、通电、通水、建产业……当
新家园欣欣向荣时，故乡涌泉村需要整村
搬迁，恢复生态，这遭到乡土意识强烈的
老人们极力反对，有的甚至以死相逼。马
得福走进村广播室，声泪俱下，他不敢忘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言，也更
加明白未来的意义：“人不是树，人有两头
根，一头在老先人手中，一头在后人手里，
我们后人在哪里，根就在哪里……”迁村那
天，乡亲们又摆起了百家宴，吃起“团圆的
饺子”，也吃“离家的面”，与过去惜别，与新
生活相拥；

当年，因为“一个水窖、一头驴、两只
羊、两笼鸡”，父亲把水花嫁给了永富。不
幸的是，永富挖水窖时，土方坍塌压坏了双
腿。漫漫黄沙，水花拉着全部家当和残疾
的丈夫、年幼的女儿赶往吊庄区。饿了就
吃洋芋，沙尘暴来了就固定好板车躲一躲，
夜深了，一家人缩在板车下睡觉……她用
瘦小的身体，拉着一个家，走了整整七天七
夜。而当时的新家园还是茫茫戈壁滩，有
些人受不了逃回去，但在水花看来，那里有
希望，那里有女儿的未来，她可以在新家
园：“好好念书，好好恋爱，随着她自己的心
意，自由自在的”……

此外，吃苦耐劳、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的得宝，在福建打工，带着新理念、新知识归
来反哺乡土的麦苗，向往外面的世界、最终
回归亲情的尕娃……这些青年有着各自的
脾性、各自的憧憬，他们不服输、不怕累。让
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识大局却又暴脾气的马
喊水、能扛事但也会打小九九的李大有、有
见识也有软肋的乡村教师白崇礼”等，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让日子一天比一天
有奔头的艰难求索，牵动着观众的心，也引
发了共鸣、共情。

“未来这个好，未来那个好，未来是啥
吗？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吗？啥时候能来？
谁又能知道呢？”这是剧中李大有的牢骚。
的确，未来是希望和期盼，与无比广阔的远
方联系在一起。未来，不会凭空到来，“未
来不是梦”的前提是耕耘当下，是不懈奋斗
才能结出的果。《山海情》充满理想主义色
彩，表现手法却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不
回避、不美化扶贫过程中遭遇的各道坎儿，

如产业问题、观念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形
式主义、教条主义等政策难关，无限接近生
活真实，最大限度还原那段历史——

菌草种植专家凌一农千里迢迢从福建
赶来，废寝忘食，终于研究出利用秸秆种植
双孢菇。对于这个科技兴农的突破
口，乡亲们的初体验
却不怎么好，“做
起来费油”“味道
怪得很”“还要先
投 2000 块的搭棚
成本”。得宝也有
疑虑，但他相信一
心为农的凌教授、
相信科学，他拿出
全部积蓄建了全
村第一个菇棚。3
个月后，头茬菇迎
来丰收，在银川销
售一空。看着得宝
赚钱了，村民也开始
大规模种植蘑菇，但很
快当地市场饱和，供过
于求，价格走低，蘑菇滞
销，腐烂、发臭。

不得已，所有人披挂上
阵、艰难破局：现场会上，得福扔掉了上级
领导准备好的发言稿，硬着头皮，实事求是
讲困难，引起市县领导对蘑菇滞销问题的
关注；凌教授利用扶贫资金建了冷藏库，免
费让菇农存放蘑菇，接着马不停蹄带着团
队去全国各地找销路，有了订单，又自己贴
钱高价收购蘑菇，稳定菇农信心；杨书记出
面，以较低的价格谈下蘑菇空运业务……
风雨后的彩虹别样绚丽，最终，金滩村的蘑
菇坐上了飞机销往全国。村民的口袋富
了，心中的未来也越来越近了：得宝买了辆
心仪的摩托，水花给丈夫买了轮椅，还在村
里开了小卖部，得福“让乡亲们不再挨饿、
不再受苦”的承诺也终于兑现……

20多
年漫漫征途，一

群平凡人创造了
奇 迹 。 扶 贫 干
部、村民、援建
专家，他们洒下

的汗水，浸入脚
下那片干涸

的黄土，滋
养 出 美
好生活，
物 质 殷
实了、精

神 富 裕
了、生态改

善了。越来越
多的人在新家园安

家立业，那个黄沙漫漫
的涌泉村，也水土重生、山川换颜，他乡变成
了故乡，故乡变成了梦乡。

当然，一部好的作品，离不开主创们的
情怀与智慧。为了最真复原、最佳呈现，主
创团队花了大量时间调研采风，对置景、道
具极其考究，得宝家的蘑菇就是美术团队
在现场种下的；剧中主要演员多来自西北，
黄轩、张嘉益、闫妮、尤勇智等，他们与角色
自然贴合，在“没有水，没有电，连一棵树、
一个纳凉的地方都没有”的艰难环境下，卸
下滤镜，真情演绎……

山的那边是海，海的那边有未来。如今，
未来真的已经到来！跟随他们的脚步，跨越
山海再启程，未来的未来，定然也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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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米溪的光亮碗米溪的光亮

“扶贫，不是某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而
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参与和努力才能真正
实现的结果，看剧瞬间也感觉使命在肩
了。”“超喜欢碗米溪村的景色，真是江山如
此多娇啊！”“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扶贫干部
的付出值得所有人铭记。”……作为“理想
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作品创作展播剧
目”之一，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以纪实的
笔触、细腻的情感，生动讲述了“扶贫二代”
濮泉生（罗晋饰演）与都市女记者沙鸥（袁
姗姗饰演）在澧水市庸城县碗米溪村参与
精准扶贫的故事。令人眼前一亮的青春化
表达，满屏的“人间烟火”味，该剧毫不意外
地闯入年轻观众圈层。

“摩托书记”濮泉生、乡贤惹阿公、“土
家族版李子柒”喜妹、嗜酒如命的“麻迷
糊”……剧中，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且背
后都有着相互密切联系的故事。这些奋斗

的小故事，组成了碗米溪巨变的大故事。
从某种意义来说，碗米溪的故事，是大山的
故事，也是时代的故事。

真实让剧情精彩动人。湖南省湘西州
花垣县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首倡之地。
为讲好精准扶贫故事，在剧本创作阶段，编
剧就深入湘西山区实地采风，与上百位扶贫
队长和村党支部书记促膝长谈、深入了解情
况。开拍前，所有演员集中体验农村生活。
其次，该剧勇于展现扶贫工作中的难点问
题：山洪即将来袭，村民居然还忙着斗牛比
赛，开盘下注；懒汉“麻迷糊”不以贫为耻，甚
至把扶贫发的猪崽吃了；田老八家暴用两头
牛换来的幺姑……这些难点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都有迹可循，戏剧性的表现手法更是让
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扶贫工作的艰辛。

剧名“江山如此多娇”，也不由得让人
细琢一番。江山多娇，重在“如此”，人的力
量不可忽视。碗米溪，人均耕地不足 6分，

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生活水平十分落
后。几代扶贫干部在这里挥洒着热血。濮
泉生和沙鸥机缘巧合相遇在碗米溪，共同
为村子的脱贫而努力。年轻的他们意识
到，改变碗米溪，必须改变村民的思想，扶
贫先扶志。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多
重冲突交织，比如城市教育和乡土文化的
冲突，扶贫政策和基层实况的冲突等，使得
他们的扶贫工作并不顺利。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他们敢拼敢干，灵
活运用各项扶贫政策，一边对村民进行脱
贫启蒙，一边因地制宜，将当地的自然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流金
淌银。蚕桑、茶叶、养蜂等产业发展起来
了，贫困户精准识别、易地搬迁等难题解
决了，就连村民们想也不敢想的金牛山隧
道也打通了。真心换真心，扶贫干部用实
干表达为民之心，村民们则用他们朴实的
情感予以回馈。剧中的几个画面令人印
象深刻。

比如，为了给廖匠嘎一家争取建档立
卡户指标，濮泉生和县长起了争执。村民
得知后，自发为濮泉生摆起了象征“回家”
的长桌宴，家家户户端上来平日里不舍得
吃的美食。濮泉生含着泪咀嚼着这份感
动。在他看来，能被村民接纳、认可，自己
受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再比如，沙鸥两次离开碗米溪，村民送

别时的场景。第一次离开，她想给全村拍
一张夜景照片却遇到停电，村民自发点燃
篝火，火把照亮整个碗米溪。就连懒汉“麻
迷糊”也举着微弱的打火机火光，聊表心
意。第二次离开，村民在村口排起长龙，用
手电筒照亮远行的路。碗米溪的光亮，亮
的不仅是人心，更是希望和美好。

暖心之余，泪点在线。圆满的同时，
也存有遗憾：第一批来碗米溪扶贫的工作
队队长、濮泉生的父亲长眠金牛山；县委
书记江四维累倒在扶贫工作一线，成了植
物人……一代代人接续努力，只为老百姓
能脱贫过上好日子。诚如剧中台词所说，

“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是因为我们深深地
爱着她”。

为了更好地达到共情效果，该剧每集片
尾都配有短视频创作札记，精心设计的“彩
蛋”赋予故事讲述以纪录片色彩。在创作札
记中，原型人物或与剧中演员展开交流，或将
真实经历与剧情本身融合，观众可多角度感
知扶贫工作的不易。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还有强烈的现实观照
性。当下，越来越多的“濮泉生”积极参与到
国家建设中。他们“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在基层这个火热熔炉里锤炼本领，与时代同
频共振，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江山，
因他们更多娇！

□ 齐美煜

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海报

学问之道，贵在创新，但这说起来容易，真
正做到却难。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
卢汉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能够看到的各类学术
成果，绝大多数都是普及性的或应景性的，真正
称得上创新的学术成果尚不足百分之五。麦克
卢汉的话说得也许有点绝对，却并不违背中外
学术史的发展事实：时至今日，任何学科累积下
来的科研成果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真
正成为一个学科基石性的东西却不会太多；事
实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都
逃不过时间的淘洗，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在笔者看来，对于那极其少数的创新性
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创新可称
之为“从头说”。这就是说，研究者发现了别
人还没有涉足的新的学术领域，找到了真正
值得研究的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问题，并首次
对此问题进行了有学理性的描述、阐释和解
答。第二类创新可称之为“重新说”，即对传
统学术领域中的经典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观
照，并对之做出了别出心裁的新解释，从而使
人们对一个老的学术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
第三类创新则可称之为“接着说”。也就是研
究的领域及研究的问题都并非首创，甚至研
究的路径都是他人早已开辟的，但研究者沿
着这一路径对已有的研究有所推进、有所发
展。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要做出“接着说”的
创新已属不易，做出“重新说”的创新更是困
难，而做出“从头说”的创新则堪称难上加难。

近年来，学者王琦一直致力于叙事学视
域下新探汤显祖戏曲文本，并发表了相关的
博士论文、专著《汤显祖戏曲文本叙事研究》
等。汤显祖，有着“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由于
这位极具创造性的剧作家一直以来都受到中
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多年来，研究汤显祖戏
曲作品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而
且，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汤显祖的戏曲文本，
也早已有学者做过了成功的尝试。显然，要
对汤显祖这样一位研究热度一直都很高的作
家进行研究，无论是就研究领域、研究对象还
是研究路径而言，都实在难以做出真正意义
上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王琦没有退缩，而
是迎难而上，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综合运
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接着说”，而且确实说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从
而使汤显祖的“戏曲文本叙事”呈现出了前人
未曾看过的新面貌。

在笔者看来，王琦运用叙事学理论探析
汤显祖戏曲文本，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考察问题的整体性。众所周知，
汤显祖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明代戏曲作家，
他一生创作的5部作品（分别为《紫钗记》《牡
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外加一部尚未完成
的《紫箫记》）都堪称戏曲文学的精品。在已
有的研究中，对这 5部戏曲作品分别进行阐
释或从某个角度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都很
多，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这些戏曲作品进行
整体性观照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而能综
合运用叙事学理论，对这 5部作品进行系统
性、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并带有相当理论
色彩和较为严密逻辑性的研究成果，王琦的
相关研究实属难得。

其次是理论视角的新颖性。王琦从叙事
学的角度切入，具体研究汤显祖的“戏曲文本”，
即涵盖其全部戏曲文本中的曲文、宾白、科介、
作者题词、下场诗等在内的所有叙事性要素。
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从叙事学角度考察汤
显祖的成果并非首创，但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
所谓的“经典叙事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王
琦则对叙事理论的最新发展较为了解，这就使
其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新颖性。如在其《汤显
祖戏曲文本叙事研究》专著中，分七章，分别探
讨了汤显祖五部戏曲文本的叙事主题、人物塑
造、叙事策略、梦叙事、叙事时间、空间叙事、听
觉叙事等问题。像“梦叙事”“空间叙事”以及

“听觉叙事”（声音叙事）等代表叙事学最新发展
的新理论，都被用来分析汤显祖的戏曲文本，这
种新的理论视野必然会给汤显祖研究带来新的
面貌。其中，“梦叙事”自本人于《梦：时间与叙
事》一文中首次提出后，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
重视，但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汤显祖的戏曲文
本，却显得非常贴切，因为这位剧作家的代表作
本来就有“临川四梦”之称。从《汤显祖戏曲文
本叙事研究》的第四章也不难看出，“梦叙事”理
论的运用，确实让人们从汤显祖的“梦戏剧”中
看到了许多新的东西。

毋庸讳言，叙事学视域下新探汤显祖戏曲
文本，也并非十全十美，或尚存在少量理论阐
述与文本分析不够融洽，或对某些叙事理论的
理解和运用还有深入挖掘的空间。此外，还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戏曲是一种紧密联系舞台演
出的作品，戏曲的原始形态甚至可以不依赖文
本，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文本”的层面去考
察戏曲的叙事性，亦是不够完整的。尽管这些
研究已经考虑到了文本的“舞台性”特征，但
是，如果能增加专门探讨汤显祖戏曲“文本”与

“舞台”关系的篇章，会更为全面立体。

叙事学视域下
新探汤显祖
戏曲文本

□ 龙迪勇

近日，《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等一大批主旋律电视剧开播，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作品获得了人气
与口碑的双丰收，并以青春化表达成功“破圈”，在年轻观众心中引起巨大反响。光影多姿，厚重而细腻，温暖而感动，其塑
造了最真实的酸甜苦辣，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美丽缩影——

走近他们走近他们走近他们 看见时代看见时代看见时代

跨越山海，约见未来
□ 万芸芸

文艺观察特特别策划

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