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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江大河》刚开播就引发

巨大关注， 除了题材和演员阵容之外，

观众对导演孔笙同样抱以期待。

孔笙是中国电视剧的一个低调“传

奇”。 《闯关东》《生死线》《钢铁年代》《温

州一家人》《父母爱情》《战长沙》《北平

无战事》《琅琊榜》《欢乐颂》《琅琊榜之

风起长林》……这长长的名单中几乎每

一部都能引发观众追捧热议，成为现象

级作品，并在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奖

的评选中屡获大奖。其中《父母爱情》至

今还在不少卫视重播。

然而这些优秀的作品，却是一个半

路出家 ，多次转行的 “业余导演 ”完成

的，很多观众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出

自同一个导演。在新时代电视剧艺术的

生产与创作中，孔笙与他的电视剧构成

了一个突出而特别的现象。 今天，当我

们关注如何提升国产电视剧的文化艺

术品位，如何用电视剧这种艺术样式讲

好中国故事，孔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分

析的个案。

从 《 闯 关 东 》 到
《琅琊榜 》， 在不同题材
中触摸着历史的褶皱

孔笙是“不安分”的。 大学学中文，

毕业当杂志编辑， 后又辞职去学摄影，

最后却转行当了电视剧导演，本身就是

一个有故事的人。从 1990 年开始，他先

后在电视剧摄像、剪辑、导演等工作岗

位历练，在金鹰奖、飞天奖获得过最佳

摄影和剪辑。

2005 年，一部京味文化电视剧《前

门楼子九丈九》让他第一次进入大众视

野就显得不同凡响。 2008 年，孔笙导演

的《闯关东》火爆荧屏，成为中国电视剧

“孔笙现象”的起点。

孔笙导演的电视剧 ， 既有历史题

材，也有现实题材；既有战争剧，也有都

市剧，还有网络传奇剧；既有知名编剧

原创剧本， 也有从网络 IP 改编而成的

作品。其所涉及题材领域的丰富性让人

惊讶，充分体现了导演驾驭多样化题材

的高超能力。但从这些看似多样化的题

材内容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孔笙对于

“大”题材的偏爱。

孔笙喜欢去拍摄那些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节点时刻

发生的故事。 《生死线》《战长沙》《北平

无战事》 分别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沽

宁小城的平民抗战与轰轰烈烈的长沙

会战， 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在金融战线

的暗战；《闯关东》《钢铁年代》《温州一

家人》三部曲，则涵盖了现当代中国发

展的重大时间段， 以影像的方式建构

了一部中国发展的历史缩影；《父母爱

情》《欢乐颂》 很有意思地表达了两组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爱情、对家庭、对生

活的态度与追求， 从中折射出时代在

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上留下的烙印 。 即

使是古装剧 《前门楼子九丈九》《琅琊

榜》《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等作品，观众

仍然能从中看到和体会到不同历史时

代的褶皱。

搭建有历史辨识度
的物理空间 ， 塑造形象
各不相同的人物

善于做“大”文章，将故事置于历史

时代的语境中去演绎，以此为基础来刻

画人物性格，表达其思想观念和审美倾

向，是孔笙电视剧的一个鲜明特点。 如

何才能做好这“大”文章呢？孔笙一方面

有从文学到摄影到导演这种丰富全面

的历练，对电视剧艺术生产核心环节的

特点与规律有充分的把握能力；更重要

的是孔笙有非常明确的电视剧艺术创

作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追

求“正剧”风格，展现“正大”气象。

这种“正剧”风格体现在对现实主

义创作原则的遵从与坚守上。现实主义

重视描写典型环境、 刻画典型情节，塑

造典型人物。孔笙的电视剧在这三个典

型的表达上都有比较深入的体现。无论

是山河破败的长沙， 五方杂处的京城，

还是繁华迷离的都市， 改革开放的温

州，抑或尔虞我诈的古代宫廷，孔笙不

仅能给我们提供具有历史辨识度的物

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为故事的情节演进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 《闯关东》

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乱世移民现象

与朱家在这一旅程中的命运传奇、以及

家庭在国家命运中的转折相结合，在东

北雪林和城市的两个典型环境中展开

故事，塑造出了个性形象各不相同的朱

家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种 “正大 ”气象体现在对中国

精神的传达上 。 在 《前门楼子九丈九》

《琅琊榜 》等剧中 ，突出赞颂了传统文

化中的道义观、善恶分别的伦理观、生

死与共的情义观和对真相正义的执着

追求。在《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欢

乐颂》《父母爱情》等剧中，则对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特定人群的生活与命运 、

改革开放时期行业的阵痛与涅槃 ，乃

至当前青年群体的多元价值与意义

困惑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反映与价

值性引导 。

从特定角度出发重
塑常态题材 ， 从而让故
事面貌焕然一新

孔笙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并非仅

仅是一个低调天才的直线“开挂”。他能

在电视剧创作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

艺术风格，靠的是开放的艺术观念。

观众其实很难想象，创作出 《闯关

东》《温州一家人》等作品的孔笙还能拍

出《琅琊榜》《欢乐颂》这样的电视剧。但

孔笙的这种开放兼容并非是无原则的。

在面对网络 IP 资源的时候， 他既坚持

突出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立场，但又恰到

好处地保留了网络文学本身带有的突

破性因素，在“网感”和“精品化”的结合

与平衡上游刃有余。比如面对《琅琊榜》

《欢乐颂》 这样的网络 IP 改编电视剧，

孔笙通过极富中国特色的水墨风画面

和多样化构图保留其网感的基础上，以

“正剧” 定位修正了其过多的枝蔓与迎

合网络读者的情节，突出了现实语境与

人物个性之间的关联度，扭转了观众对

IP 改编剧质量低劣的印象。

在艺术表现上，孔笙善于从某一特

定的角度出发重塑常态题材，从而让故

事面貌焕然一新。《欢乐颂》本容易被导

演成一部俗套的都市爱情剧，但孔笙不

仅将都市感、时尚感与爱情故事结合起

来，满足了观众对于都市情感剧的想象

性期待，同时通过这“五美”折射了当代

都市社会不同阶层和性别的人们之间

的社会关系及其精神欲求，深深触动了

观众。就是在《鬼吹灯之精绝古城》这种

带有明显玄幻色彩的电视剧中，孔笙也

没有放弃自己对现实性与现实感的追

求，在不过度依赖后期数字技术手段的

基础上，依然为观众打造了具有充分审

美想象空间的精绝古城，为网络玄幻剧

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副教授）

孔笙：

为不同题材赋予正剧品格

从 《闯关东》 到 《欢乐颂》， 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现象级的。

然而观众往往意识不到它们出自同一个导演之手———

张斌

在一个极简主义勃
兴的年代 ， 纳博科夫是
一个极繁主义者 ， 关注
作品的所有细节

“拥抱全部细节吧” 取自厄普代克
为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撰写的导言。罗
斯·韦茨斯蒂昂， 一个曾经听过纳博科
夫文学课的学生在回忆的文章里写，纳
博科夫热情地说“拥抱全部细节吧！ 那
些不平凡的细节！ ”这是投奔艰苦的倡
议，而非浪漫的游说。

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课上，“阅读者
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
念。 ”这些具体的细节包括，在研究卡夫
卡的《变形记》时，学生必须知道格里高
尔变成了哪种昆虫（这是一种圆形状的
甲虫， 不是马虎的译者所说的扁平蟑
螂）； 必须准确地描述萨姆沙住所的房
间布局，门和家具的位置；必须知道《尤
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地图；必须知道《曼
斯费尔德庄园》 里范尼·普莱斯的眼珠

是什么颜色，她那间阴冷的小屋怎么布
置；《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夫妇卧室
墙纸样式；《包法利夫人》中马的主题，以
及福楼拜对于“以及”一词的使用。

而教师本人，不仅要熟读几份都柏
林地图，清楚地标明布鲁姆和斯蒂芬相
互交织的旅行路线之外，还要知道落叶
松组成的曲径的视觉概念，在脑海中构
想出、 甚至亲笔画出 100 年前莫斯科
到彼得堡夜车上一节火车车厢里的布
局，以便理解小说世界立体的魅力。

这种对细节科学而又艺术的检阅
态度，正是纳博科夫本人身为作家的特
点所在。 因为他首先是个科学家，其次
是艺术家，他相信每个个体、每个生灵，

每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世
界。 他喜欢独一无二的事实，独一无二
的细节当着作家的面生成，作家于是将
各种细节魔术般联系起来，就可以推翻
理所应当看世界的思维惯性，提出或揭
开隐藏于表象之下的各种问题，世界才
能越接近“真实”。

在一个极简主义艺术勃兴的年
代，纳博科夫是一个极繁主义者。 即使
在教学生活中， 他也着力将书读得越

来越厚 ， 除了逐段分析小说人物 、内
容 ，他还在讲稿中插入草图 、图表 、地
图，大量注释，及翻译更正。 他令人感
到欣赏的讲课风格是，虽然只是念稿，

但并不用八卦填塞时间。 他的讲稿是
扎实的。

他不认为文学是一
种职业， 写作于他而言，

永远是沮丧和兴奋 、 折
磨与娱乐的混合

好的艺术家会持有一种或多种情
绪稳定的偏见。这一类偏见在纳博科夫
的文学讲稿中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呈现。

他一再强调俄国黄金时代的小说，尤其
是果戈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反感陀
思妥耶夫斯基虚假的感伤主义，认为他
的作品“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
调的荒原”； 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位
伟大作家，这中间有他童年、故乡的切
肤意义；屠格涅夫的精华、对俄国风景
的描写则在契诃夫作品中获得了美丽

的提升。 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喜爱程度，

他的排序是第一托尔斯泰， 第二果戈
里，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 “我实
在算不上真正的学术性教授，所以我很
难讲授我自己并不喜欢的课题。 ”

但他还是仔细讲述了自己并不喜
欢某部作品的原因。譬如他在纪念堂当
着六百个学生的面彻底批判了《堂吉诃
德》，认为这是一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

它是“以残酷性为题的货真价实的百科
全书。这部书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难以
容忍、最缺乏人性的书之一。 而且它的
残酷性是具有艺术性的。 在我看来，在
这个冷酷的时代，可以拯救我们世界的
少数几种办法之一，就是从痛苦中解放
出来，就是完全的、永久性的禁止任何
形式的残酷行为。 ”《堂吉诃德》讲稿记
录了纳博科夫的论证过程。

纳博科夫也不喜欢女性作家，“我不
喜欢简·奥斯丁，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
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
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但
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分析了 《曼斯菲尔德
庄园》。 他对简·奥斯丁的评价也颇具深
意， 借由阅读他阐发了自己对于写作教
育的观点，即“不相信人人都能被教会写
小说，除非他本身已具备了文学天资。只
有具备了文学天资， 一个年轻的作者才
能被扶上路子，发现自己的能力，摆脱陈
腐的语言，消除臃肿的文体，非找到那个
能极其精确地表达思想， 那个既能准确
表现它的细微层次， 又能准确表达它的
感情强度的唯一一个恰当的词。 在这几
方面，简·奥斯丁算得上一个好榜样。 ”这
话仿佛在说，有天分的人（而不是天才，

他仔细区分过天才和天分两个词语在俄
语中的差异），哪怕是个女的，在修炼精
确的语词及准确表达感情强度的方面，

是可以做到教化的。 这恐怕是纳博科夫
对于自己并不欣赏的作家最好的评价
了，其他诸如康拉德、海明威就远远没有
那么幸运。

事实上，在刚到美国的时候，纳博
科夫还做过类似于创意写作的工作 。

1940 年，斯坦福大学正式给予他下一
年夏天的教职，斯拉夫系的亨利·兰兹
教授劝纳博科夫， 明智的做法是把写
作艺术等课程的重点放在“实用编剧”

方面 ，因为在美国 ，编剧是最流行 、最
实际的文学形式。 纳博科夫居然听从
了这个建议，阅读了许多编剧指南。 他
始终很用功，尽管爱憎分明。 他广泛阅
读剧本和庸俗的入门书籍， 这在他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程中也可以体现
他对于戏剧的钻研，他认为“和托尔斯
泰的方法比较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一些手法就像是球棒的猛力一击 ，

而不是艺术家的手指轻轻一触。 陀思
妥耶夫斯基处理人物的方法是剧作家
的方法， 一连串的场景、 一连串的对
话，所有人物被集合在一起的场景。 ”

可惜这些与戏剧有关的创意写作课讲
稿没有保留下来，除了一篇著名的《文
学艺术与常识》。

纳博科夫认为，“艺术是一场神圣
的游戏 。 这两个元素———神圣和游
戏———是同等重要的 。 说神圣是因为
通过成为真正的创造者， 人得以在最
大程度上接近上帝。 说游戏是因为只
有当我们可以记住一切毕竟都是在做
戏时， 艺术才成为艺术……大作家总
归是大魔法师。 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
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
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和科学的
直觉。 ”他是真正做到了“独抒己见”的
文学教师， 尽管他并不那么在乎这个
身份。 他说，“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 那就是如果有人
不想干别的， 偏偏要当开文学课的教
授。 我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职业，对我来
说，写作永远都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
娱乐的混合。 ”

（作者为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
系讲师）

书间道

他首先是一个科学家， 其次是艺术家
———评最新结集出版的纳博科夫三部讲稿

张怡微

▲面对 《琅琊榜》 这样的网络 IP 改编电视剧， 孔

笙通过极富中国特色的水墨风画面和多样化构图保留其

网感的基础上， 以 “正剧” 定位修正了其过多的枝蔓与

迎合网络读者的情节， 扭转了观众对 IP 改编剧质量低

劣的印象。 图为电视剧 《琅琊榜》 剧照

茛追求 “正剧” 风格， 展现 “正大” 气象 ， 是孔

笙非常明确的电视剧艺术创作观念。 图为电视剧 《大

江大河》 海报

导演谈

影视是综合的艺术，其
中导演是文本转化为影像
过程中的枢纽与关键，是影
视作品艺术风格与文化品
格的主要决定者。 “文艺百
家 ”新开设 “导演谈 ”栏目 ，

希望通过对活跃于当下国
产影视界的优秀导演的个
案分析，探讨国产影视作品
如何进一步提升文化艺术
品位，讲好中国故事。

近日， 上海

译文出版社将纳

博科夫讲稿结集

出版。 这也是国

内首次完整反映

这位 20世纪杰出

小说家、 文体家

的文学观和文学

分析方法的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