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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老了，所有“家的感动”都在儿女心里
开年国产纪录片《四个春天》收获观众高评价，那些平凡生活中让人心颤的瞬间叫做温暖

国产纪录片 《四个春天》 这几天

在不少人的朋友圈里刷屏了。 这部于

1 月 4 日上映的作品， 如今已在影评

网站上获得了 8.9 的高分， 打分的人

数超过 2.6 万。 《四个春天》 以 2013

年至 2016 年间的 “四个春天” 为节

点， 记录了一对相伴 50 多年的贵州

老夫妻的日常生活， 而该片的导演陆

庆屹正是这对老夫妻的儿子。

《四个春天》 是一部很地道的纪

录片， 耐心用时间之网捕捉细节， 在

真实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感动。

导演陆庆屹连续四年利用回家过年的

机会为父母拍摄影像， 积累了 250 个

小时的素材， 而拍摄过程中最大的一

笔投资仅是一架 1500元的三脚架。

镜头捕捉到的父母瞬
间，为何让人心头一颤

《四个春天》 在上映前已经在专

业圈子里获得很高的关注。 去年， 这

部纪录片便在一些电影展上崭露头

角。 评委认为这部作品 “传递出乐观

坚韧且温柔细腻的生活态度”。 而很

多观众的留言也不约而同： 那些生活

中被忽略的瞬间， 为什么被纪录片的

镜头捕捉之后， 能让自己心头一颤？

片中两位老人将晚年生活操持得

有声有色 ： 每年春节他们忙忙碌碌

地为子女准备食材 ， 为了熏制地道

的腊肠 ， 还捣鼓起了专用炉具 ； 老

人时不时徒步爬山 ， 为你戴上一顶

遮阳帽便是日常的关爱 ； 有时两人

一路无语 ， 自然而然地握一握手 ， 便

胜过千言万语 ； 父亲每年都会盼着燕

子归巢 ， 看着嗷嗷待哺的小燕子 ， 老

人家脸上难掩天真兴奋的神色 ； 为了

方便与子女交流 ， 老夫妻开始摸索微

信语音 ， 父亲笨拙地对着手机说话 ，

一旁的母亲笑得前仰后合……这些真

实细腻的生活的细节， 让不少观众看到

了自己的父母。

温馨的日常中也有苦涩 。 纪录片

中， 姐姐的突然离世成了一个巨大的转

折。 面对女儿的离世， 老夫妻俩没有嚎

啕大哭， 而是用沉默与哽咽掩饰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痛苦， 只是， 那个春天不再

热闹， 丰盛的年夜饭缺了一角。 生活还

要继续， 老人很快找到了一种寄托哀思

的方式 ， 他们在姐姐的坟头种起了绿

植， 希望这份盎然的生机能够成为维系

生者与死者的纽带。 在纪录片的最后一

个春天里， 年迈的父母在丰盛的年夜饭

餐桌上为逝去的女儿留一份餐具， 在女

儿的坟前哼起旋律跳起了舞蹈， 苦难没

能绊住他们享受生活的脚步。

平凡生命消化苦难与悲伤的能力让

观众感动， 《四个春天》 因此也被不少

观众解读为一部讲述如何面对生死的纪

录片。

能够感动观众，纪录片并
不是非要上银幕

“倒不是说这片子拍得多么精巧，

主要是这对老人家太令我羡慕和感动

了 。 怎么样营造出其乐融融的家庭氛

围， 这或许正是家庭教育中最需要的爱

的教育。” 一位在观影中感动落泪的观

众对 《四个春天》 的评价说， 老人家将

岁月的苦难化为财富， 展现出超乎常人

的乐观、 豁达、 坚韧与感染力， 提醒我

们家是什么， 亲情是什么。

纪录片一直被视为小众艺术 ， 因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 走向院线的纪

录片都试图用商业化的内容 、 题材设

定，大规模的投资 ，走向大众 。 而这几

年走进院线的纪录片却渐渐摸索出新

的思路。 2016 年年底，脱胎于电视纪录

片的影院版 《我在故宫修文物 》 获得

9.4 的观众打分 。 次年 ，《二十二 》作为

国内首部公映的 “慰安妇 ”题材纪录片

上演“逆袭”，在上映次日单日票房就突

破 1000 万元， 排片占比从最初的 0.3%

上升到 4.6%。 简单朴实的镜头抓住了

观众的情感共鸣 ，从匠人精神 、民族记

忆 ，到如今 《四个春天 》对家庭 、对父母

的感怀 ， 不难发现 ， 真正撬动口碑的

不是投资和技术， 而是回归纪录片本质

的对生活对人的记录。

有媒体用 “值得带父母二刷 （看第

二遍）” 形容《四个春天》，尽管纪录片获

得很高的口碑， 但是整体票房体量依旧

不可能与电影大片相提并论。 “600 万票

房，意味着有 20 万人进影院，这样就够

了。”《二十二》的导演郭柯曾这样表达走

进观众的期待。 是否走进院线或票房的

高低，只是纪录片成功的一种标尺，事实

上，《四个春天》日均票房也不过百万。业

界提醒， 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适合走

上银幕让观众在集体观影的模式下与生

活完成对话。 如何根据纪录片的内容和

叙事方式 ， 找到最佳的走进观众的路

径， 是 《四个春天》 等纪录片获得高口

碑之后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文化 广告

纪录片镜头中那些
打动人心的父母时光
《人生果实》（日本）

“风吹枯叶落，落叶生肥土，

肥土丰香果， 孜孜不倦， 不紧不
慢，人生果实。 ”这是日本纪录片
《人生果实》 开头时的一首小诗。

而纪录片也以清新、缓慢的格调，

用日常的琐碎构建起一个关于轮
回与生老病死的故事。

90 岁的老爷爷津端修一与
87 岁老奶奶津端英子是一对老
夫妻， 共同居住在日本名古屋地
区一幢远离人间烟火的林间小屋
里。 这对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夫
妻过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

每日在自家庭院里锄地拔草、种
植蔬果、做木工、熬果酱、烤蛋糕、

打年糕。直到有一天，从地里除草
回来午睡的修一爷爷再也没能醒
过来。面对老伴的离世，英子奶奶
说：“一个人会很寂寞， 但要好好
地等着我， 我很期待还能再见到
你，我会好好过下去的。 ”

《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韩国）

相比于中国温情纪录片的小
众，海外纪录片在院线创造了不少
票房奇迹。 2014年，韩国小成本纪
录片《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掀起一股本土观影热潮。 据不完全
统计，有超过 500万观众观看了这
部影片，其票房超过两亿人民币。

影片取景于韩国江原道橫城
山村，讲述了一对老夫妻携手相伴
的最后时光。 片中的老奶奶姜溪
烈 14 岁那年嫁给了 23 岁赵炳
万，两人在 76 年的婚姻生活中相
濡以沫，经历了丧子之痛，又再次
振作。 纪录片中，丈夫的坟头与家
只有一江之隔，妻子知道总有一天
自己会跨过那条江过去陪伴他。

荧屏职场，这出“戏”的功夫在诗外
《幕后之王》用悬疑结构解开电视人的职场悲欢，引观众热议

实习生写的策划书会被启用吗？ 旁人看

得到的是一名 “菜鸟” 莫名受到重用， 看不

到的则是她为这份策划书上做好的准备： 从

最基础的打杂工作干起 ， 从无端的委屈受

起， 从一份方案找出 20 多个问题、 修改若

干次做起……哪怕这些事情最终挤占了论文

写作时间，也只能咬牙作取舍。 眼前的格子间

就是职场人士的全部空间了吗？ 新人眼里，或

许答案是肯定的， 做好分内事是职场起步的

原点。 但摸爬滚打久了，大家都明白，小格子

外面是大办公室，大办公室外面还有大局，不

层层打开视野，职场天花板便近在咫尺。

热播职场剧《幕后之王》讲述的就是这样

一个 “功夫在诗外”“弦外还有音” 的职场故

事。 它聚焦电视制作业，以周冬雨饰演的怀揣

理想入行的职场“小白”布小谷为切入点，由

她的经历以及她与顶尖制作人、 罗晋饰演的

淳于乔之间的碰撞， 揭秘电视制作尤其是综

艺制作背后的玄机。 熟悉演艺新闻的观众从

中瞧见了“综艺圈”的小秘密，对更多观众而

言，该剧虽然有些表现浮夸，但也有其独特魅

力———悬疑连环套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导

演李骏此前受到关注的作品恰是剧本精妙的

谍战剧《和平饭店》。

揭秘 “综艺圈 ”台前幕后 ，节
奏感与信息量相辅相成

李骏在开播前曾说，他在《幕后之王》里充

填了一些学美剧的意图，“两三集一个篇章，既

能扣上整个叙事的主线，独立来看，也能自圆其

说，比较符合现在观众看剧的节奏感。 ”

不走平铺直叙的道路， 从第一集就开宗

明义了。 全剧开篇，DTS 卫视的王牌节目《十

二歌王》开始决赛录制。 作为节目组准备抛出

的杀手锏， 退隐江湖多年的老牌歌星李明基

一上台就晕厥了过去，一度病危。 节目承制方

星天娱乐公司的实习生布小谷成了众矢之

的，此前正是她给李明基送了药。 悬案未解，

剧情却突然折返，把时间拉回到一个多月前：

传媒专业的研究生布小谷即将学成， 专业成

绩突出的她被导师推荐去了城中最具影响力

的电视台 DTS卫视，布小谷却选择去电视台的

合作方星天实习，理由是自己一心想当节目制

作人，藏在心里的则是对淳于乔的仰慕之心。

抛出结果却不着急解密， 从头开始寻找

线索，这是李骏谍战的叙事手段，移植到职场

剧中，有了意外之效。 随着近年来娱乐产业高

速发展，“贵圈” 是个在普通观众眼里既熟悉

又有几分神秘的行当。 一方面，明星、粉丝、制

作方、媒体平台、经纪公司等，这个行业所涉

及的诸多侧面时常受到大众关注并熟知；另

一方面，对于炒作、私德、各节目“抢人大战”、

同业同质化竞争、明星与经纪公司、偶像与粉

丝、网络舆论“维护”等等不能说却不得不说

的事情， 观众有着一探背后玄机的心理。 因

此，当故事折返从头说，观众能顺着时间线，

收集无所不在的信息量，权当解密游戏。

比如，《十二歌王》半决赛，歌星辛惠美俨

然现实中话题女王的翻版， 这个角色身上也

带有一些演员外表予人印象与自身内心的错

位现象。 又比如，节目苦于竭泽而渔带来的选

人难题，采取了“回锅肉”策略，即选择 15 年

前红火过的老牌明星重上舞台， 这一情节也

对应了现实景况。 呼吸有致的节奏感与丰赡

的信息量相辅相成， 接踵而至的事件完成了

《幕后之王》第一重叙事目标———揭开综艺节

目制作的幕后事、电视人的幕后功课。

职场是个熔炉 ，“弦外之音 ”

撞进了职场人的内心事

直到第三集， 开篇第一个悬念才揭晓谜

底。 原来，李明基患有舞台恐惧症，每次上台

前都需要助手在其视线范围内放置一颗宝石

装饰物，方能起到心理暗示作用。 而那天，初

来乍到的布小谷在清理入场通道时， 将那枚

装饰物移走，才导致了李明基突发疾病。

但一个悬疑终结的同时， 更大的疑团袭

来：谁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前维护了布小谷？

围绕这档节目发生的事件都是彼此割裂的

吗？ 行政部负责人对布小谷说“大结局”又意

在何指？ 问号如同雪球一般，跟着布小谷在职

场打滚越积越大，也因职场具有的普遍意义，

撞进了观众内心。

表面看， 布小谷一路跌跌撞撞， 展现了

职场 “菜鸟” 成长的种种不易。 但剧情展开

后， 它所呈现的绝非个体职业路径， 而有了

更大的格局。 实习生 “闯祸” 背后， 暗藏星

天公司内两个制作部门间的较量； 两位部门

负责人代表着公司推行改革方案的正反阵营

博弈； 星天公司董事长、 陈数客串的郁海伦

之所以力主变革， 则与城中两家电视台白热

化的竞争 、 整个电视界面孔同质化倾向有

关； 至于最终令改革决议浮出水面的会议，

又是以 “自曝家丑” 的方式一锤定音， 藉由

DTS 卫视派驻星天 “指导工作 ” 的专员之

口， 推动变革起步。

职场人能从环环相扣的剧情里看见周遭

的影子： 企业发展到瓶颈时必须作出改变，

但改变总会因触及部分人的利益而受到阻

力； 借用外部力量来推进改变， 不失为温和

而有效的一招。 至此， “职场是个熔炉， 跳

进来需要钢筋铁骨” “每个公司都是一个江

湖 ， 不知道要经历多少 ， 才能成为武林盟

主” 等台词， 才算从浮于表面的 “金句” 走

到了观众心里。

展现“谈情说爱”之外的昆曲表情
2019东方名家名剧月昆曲唱主角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日前公布

2019 “东方名家名剧月” 的演出剧目， 将有 13 台 16 场演出

陆续上演。 今年的重点活动聚焦昆曲和本土剧种沪剧、 滑稽

戏， 而多场跨界融合演出为戏曲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

今年名家名剧月演出最多的剧种是昆曲。 上海昆剧团与

苏州昆剧团带来的四部作品均有传统折子戏存世， 不过此次

演出的大戏， 均是近几十年， 在 “传字辈” 等当代艺术家、

创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捏合整理改编而来。 梁谷音还记得首

次整理推出 《潘金莲》 是在 1987 年， 如今她已年近 80， 咬

牙上台重新演绎这个年纪只有十七八岁的角色的大部分原

因， 是希望帮助青年演员、 徒弟吕佳走到观众面前。 有意思

的是， 吕佳不仅要与老师同台演出 《潘金莲》， 还将在苏州

昆剧团的新版 《义侠记》 中作为主演亮相。

上昆大戏 《狮吼记》 则呈现出昆曲难得一见的轻喜剧风

格。 《狮吼记》 自 2017 年， 由黎安、 俞彬从老师手中传承

下来全新演出后， 便得到观众的热烈反馈。 而苏昆即将演出

的另一部作品 《白罗衫》 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苏昆当家

小生俞玖林领衔主演， 剧本则由白先勇担任总策划。 民营院

团代表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则把成功走出国门的当代昆曲

《我， 哈姆雷特》 再度带回上海舞台。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直言， 沪剧历史不及昆曲厚重，

但靠 “两条腿走路” 赢得了一片天地。 “两条腿” 在名家名

剧月也有呈现： 一条是 《敦煌女儿》 这样紧贴时代、 讴歌英

雄楷模的创作。 另一条便是 《雷雨》 这样常演常新的经典保

留剧目。 同样是 “两条腿走路” 的滑稽戏， 这次也有上海独

脚戏艺术传承中心带来的传统集萃 《老树新花———传统滑稽

节目荟萃》 和上海滑稽剧团近年新创的 《皇帝勿急急太监》。

跨界融合创新也是本届名家名剧月亮点。 此次开幕剧目

之一是 3D 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 这也是东艺首度将戏

曲电影引入剧场。 该剧由滕俊杰执导， 尚长荣与言兴朋联袂

演出。 备受网络热议的男旦刘欣然， 此次则奉上了与台湾导

演刘亮延合作的两部京剧独角戏 《麦克白夫人》 《曹七巧》。

刘欣然直言此次上演 《曹七巧》 是带其回家。 上海不仅是故

事的发生地， 也是作者张爱玲的长居之处。

跟 随 职 场

“小白 ” 布小谷

一路摸爬滚打 ，

观众看得见一些

综艺节目制作的

玄机， 也看得见

剧本中投射的真

实职场点滴。

图为 《幕后

之王》 剧照。

喜剧昆剧《狮吼记》剧照。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