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纪录片《中国医生》和《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2019》分别对准了医生和民警两个职业群体，多视角而又全面地呈

现了这两种职业的各种面相,获得了观众的极大认可，一些片中的人物甚至成为“网红”。

六朝时期， 伴随着南北政权持续达三百
余年的分裂对峙， 此前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
“江南” 终于迎来了被激活的发展契机。 对于
从中原流亡播迁至此的大批士庶而言， 最先
触动他们的无疑是江南一带特殊的地理风貌，

由此也顺理成章地引发了晋宋以降山水文学
的迅速崛起。 在 “山水方滋” 之际， “情必
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刘勰 《文
心雕龙·明诗》） 的文学创作吸引了大部分研
究者的注意力， 以致往往忽略了在森翳氤氲
的山水描摹背后其实还潜藏着诸多纷繁曲折
的隐秘。

魏斌的近著 《“山中” 的六朝史》 就尝试
转换视角， 在 “神圣地理学” 或 “神圣空间”

理论的启发下， 梳理出不少可资重新理解六
朝文化递嬗衍变的新线索。 全书分为 “山岳
祭祀” “神仙、 洞天与道馆” “山寺及其周
边” 和 “山居与记述” 四个板块， 共汇集了
九篇专题研究， 着重研讨了中古时期山岳文
化景观的重塑历程 。 作者努力从经济脉动 、

移民迁徙、 阶层流动、 政区设置、 都城布局、

知识累积等多个角度去钩稽彼此之间千丝万
缕的关联， 从而呈现出更为宏阔新异的多元
景象。

纳入该书考察范围的并非都是传统意义
上的 “名山”， 有时难免缺少可供依傍的研究
成果。 不过作者凭借着极其敏锐的问题意识，

非常善于从前人习焉不察的事件中抉剔出意

味深远的细节。 同时， 由于作者在研究方法
和考察视野上的多元取向， 使得不少史料被
开掘出更丰富的新价值。

六朝文士热衷于山居生活， 留下过大量
生动真切的文字记录。 如梁代作家刘孝标曾
在东阳金华山筑室隐居， 并撰有 《东阳金华
山栖志 》， 《梁书 》 本传即称 “其文甚美 ”，

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名著 《中国文学中所表
现的自然与自然观》 （邵毅平译， 上海古籍
出版社） 也着重分析过全篇创作主旨， 指出
此文 “可以说是一部游金华山的游记”， “是
只有爱好山水和打开了对于自然美的眼界的
人才能叙述的自然描写”， 表彰其在山水文学
演进中的特殊地位。 魏斌在 《山居与生活世
界》 一章中则另辟蹊径， 以刘孝标的叙述为
主要线索， 参酌其他相关史料， 详细探究了
山居生活的日常图景及其与世俗世界沟通交
流的途径———刘孝标隐居时， 有不少追随者
从其问学； 山舍旁既有寺院又有道馆， 他平
日和其中的僧侣、 道士也多有交游往来； 稍
远处则是著名的双龙溶洞群 ， 相传皇初平
（黄大仙） 曾在此得道成仙， 因而成为民间信
仰的圣地； 而不少山民也在附近聚居， 利用
山泉良田进行耕作。 这个由隐士、 僧侣、 道
士和山民共同组成的 “山中” 世界， 既因为
生活空间的交叉重叠而存在着内部不同信仰
之间的接触、 冲突和协调， 又通过物资流通、

游历交往、 弘法传教、 布施供养等多种方式
与外部世界构成更加错综繁复的网络 。

在新史源的深入开发和充分利用方面 ，

作者也多有建树。 全书征引了大量石刻碑铭
和祠记寺志 ， 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更值得关注的， 倒并非作
者善于利用那些残存文字进行史实考证， 而
是将相关文献集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
宏观的审视， 有时甚至让那些已无文字遗存
的支离片段也能够进行 “无声的言说 ”。 在
《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 一篇中， 作者整合了
出现在东阳郡乌伤县的四通梁陈时期的佛教
碑刻， 综合考察了佛教在江南民间传播扩散
的特定方式。 这四通碑刻虽然在南宋时成书
的 《宝刻丛编》 中有过著录， 但仅有傅大士
碑尚有部分内容留存， 其余三碑文字均已亡
佚， 似乎已无剩义可供继续考较。 而傅大士
又出身于社会底层 ， “本不学问 ” （吉藏
《中论疏》）， 在佛教义理方面并无卓异贡献。

因此前辈学者如汤用彤在 《汉魏两晋南北朝
佛教史》 中尽管提及傅氏 “自谓为弥勒降生，

颇显神通， 以致奉者若狂”， 但对其烧身供养
等行为仅视作 “宗教情绪热烈之表现”， 并未
再予细究。 该书则以碑刻所述为中心， 进而
旁搜远绍， 钩沉索隐， 对乌伤地区佛教初传

的线索、 村邑佛教信仰的传布途径、 傅大士
教团的日常运作及其寻求官方认可的曲折经
历， 都做了相当翔实的考述， 为深入理解六
朝民众的信仰世界提供了鲜活的个案。

传统文史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埋首经籍而
穷搜冥讨， 《“山中” 的六朝史》 则格外注重
“将文献考证、 地图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

（《前言》）， 作者在研究中也确实身体力行且
行之有效。 在 《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

一章中提到了道教圣地茅山在梁代刻立的
《九锡真人三茅君碑》， 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三
茅君生平事迹， 使其能够传诸久远， 然而出
人意料的是碑石树立的地点居然选择在被部
分道教徒诟病为 “秽炁多 ” （陶弘景 《真
诰》） 的山南大洞口， 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作者在考辨文献之余又辅之以实地勘察， 强
调此次立碑的九十余位参与者包括了天师后
裔、 三洞法师、 上清弟子等多种来源， 彼此
在修道方式上虽然存在很多差异， 但在日常
信仰活动中也存在着异中有同的现象。 尽管
山南洞口受到过上清系道士的批评， 却是诸
多教派一致认同的圣地， 地势开阔平坦， 周
边道馆林立， 树碑于此实际上是不同教派妥
协共存的结果。 全书有不少研讨都穿插着类
似的实地探访， 足见作者颇有方法论上的自
觉， 也极具补偏救弊的意义。

通过对隐蔽于山林之中的 “神圣空间 ”

进行细致入微的知识考古， 《“山中” 的六朝
史》 确实揭示了不少可以继续细化深入的研
究领域。 不过如此全面系统的梳理毕竟仍属
筚路蓝缕， 作者在行文之际也曾屡屡慨叹由
于文献无征， 有些考辨尚无法得出结论， 只
能暂付阙如。 而在千头万绪之下偶尔也不免
顾此失彼， 有些论述评判似乎还可再做推敲
斟酌。 比如书中数次提到南齐文士孔稚珪所
撰的 《北山移文》， 认为其主旨是对原先隐逸
于钟山尔后又应诏出仕的周颙所作的讥刺批
评， 这就很容易引导读者将文中所述的山林
与庙堂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其
实晚明张溥在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中
早就怀疑此文不过是 “调笑之言”， 今人王运
熙在 《孔稚珪的 〈北山移文〉》 （收入 《汉魏
六朝唐代文学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里更
指出这 “只是文人鼓弄笔墨、 发挥风趣、 对
朋友开开玩笑、 谑而不虐的文章”， 并无斥责
周颙 “身在江海之上， 心存魏阙之下” 的意
味。 如果依循这样的判断来重新绎读这篇
骈文名作 ， 恐怕更能佐证作者所一再强调的
山林内外两个世界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不断互
动交融的结论， 而不至于让读者产生误解和
困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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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注

在全国人民战 “疫” 期间， 有两部纪录片

《中国医生》 和 《派出所的故事 2019》 分别对

准了医生和民警两个职业群体， 多视角而又全

面地呈现了这两种职业的各种面相———有时温

情有时严苛， 必须履行责任也要直面矛盾， 偶

尔有失望更多是希望， 并由此解读医疗和警务

行业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大众在

增进了对他们工作的了解的同时， 也能够更加

深刻地体会这些职业的酸甜苦辣。 两部纪录片

因此获得了电视观众们极大的认可，《中国医生》

中的有些医生和 《派出所的故事 2019》 中的有些

民警， 甚至在网络中被追捧， 成为 “网红”。

纪录片对于某一行业的展示， 并获得民众

对于这一行业的好评， 似乎并不是个案。 比如

之前聚焦医生的 《人间世 》 《急诊室故事 》

《生命时速·紧急救护 120》， 表现高端工匠的

《大国工匠》 《我在故宫修文物》， 展现手艺人

的 《寻找手艺》， 甚至是将镜头对准了棒棒 （挑

夫） 这一行业的 《最后的棒棒》， 都获得极大的

好评和认可。

吊诡的是， 本应来源生活却高于生活、 艺

术展现生活的行业电视剧， 却收获好评者寥寥。

即将收官的描写房产中介行业的 《安家》 以及

刚刚收官的再现公关行业的 《完美关系》， 评价

都不理想。 联系之前国产的各种行业剧总体口

碑不佳的情况， 我们不免要问： 行业剧也关注

某一职业或某一行业， 但是为何却达不到纪录

片这样的好评， 导致专业的从业人员总是不断

地自我声明 “我们不是这样的”， 而普通的观众

对于这样的职业和行业也升不起任何的认同和

赞赏的情绪。 在这几部纪录片刷屏背后， 隐含

的正是观众对优质国产行业剧的期待。

虽说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但并不

是每一行业都适合进行电视剧的生产而成为行

业剧的。 统观在行业剧制作上极为成功的欧美、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医疗、 刑侦和律政等行业

是长盛不衰的行业剧表现的对象。

医疗行业剧 ， 代表性的剧目 ， 欧美的如

《实习医生格雷》 《豪斯医生》 和 《仁医》， 日

韩的如 《浪漫医生金师傅 》 《非自然死亡 》

《X 医生： 外科医生大门未知子》 等； 刑侦行业

剧代表性的则有 《联邦调查局》 《芝加哥警署》

《犯罪心理》 《海军罪案调查处》 《现场》 《检

察官内传》 《秘密森林》 《警视厅搜查一课 9

系 》 等 ； 而律政剧代表的则有 《风骚律师 》

《法 律 与 秩 序 特 殊 受 害 者 》 《逍 遥 法 外 》

《99.9： 刑事专业律师》 《富豪辩护人》 《邻家

律师赵德浩》 等。

为什么这三个行业会为行业剧提供源源不断

的“创作”灵感和题材，成为经久不衰的行业剧选

择对象？ 可能同样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一， 这些行业， 无论是医生还是检察官、

法官、 警察， 抑或是律师， 都是需要专业知识

的。 专业性是其职业的一大特征， 而专业的职

业显而易见可以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专业化的内

容和创作的保障。

其二， 这些行业， 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的同时， 又因为行业的特殊性而可以不断地

提供这一行业里的各种故事。 比如医院里面的

各种病例， 警察局中的各种案件， 以及律师事

务所的各种官司， 这既为电视剧的内容生产提

供了最大的 “蓄水池”， 又牵连出了社会百态。

第三 ， 这些行业 ， 是最有矛盾和冲突 ，

也即最有戏剧冲突性的行业 。 生与死 、 好与

坏 、 有罪与清白 ， 这些与行业最为相关的内

容 ， 又牵连了人性 ， 因此具有很大的发挥空

间———无论是对于行业的表述 ， 还是对于社

会的反映。

因此， 作为一个递进的关系， 因为专业所

以有故事， 因为有故事才能串联起社会和人生，

因此这些行业是最能引起我们对于生命和生活

进行思索的行业。 同理， 我们看到爆款的 《中

国医生》 《派出所的故事 2019》 以及之前获得

较好口碑的纪录片， 都有这些行业的影子。

纵观国产行业剧的发展历程， 从世纪初的

起步， 到如今成为一个比较火的概念， 我们的

行业剧也是以三种行业为主， 比如表现医疗行

业的 《急诊科医生》 《外科风云》 《心术》 等，

展现刑侦行业的 《刑事侦查档案》 《决胜法庭》

《白夜追凶》 等， 聚焦律政行业的 《离婚律师》

《精英律师》 《金牌律师》 等。 近年来， 除了最

为主要的这三个行业外， 国剧还出产了关注猎

头行业的 《猎场》、 关注翻译官群体的 《亲爱的

翻译官》、 关注物流业的 《在远方》、 关注房产

业的 《我的真朋友》 等行业剧。 然而总体而言，

这些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行业剧， 都并未

取得普遍的好评。

一个重要原因是， 行业剧要反映社会百态。

因为职业、 行业串联人生， 医生医治病人， 警

察抓捕犯人， 律师办理案件， 每一个都是和人

有关的。 同时行业剧是类型剧， 因此行业这个

“专业” 问题的底线是不能破的。 病例或者案件

是 “专业”， 患者、 犯人是 “人” 是故事， 是社

会百态。 但一些国产行业剧不是通过患者等的

故事去表现社会百态， 而是把主要的叙事力量

和故事情节放到职场 “宫斗 ” 或感情纠葛上 ，

既没有纪录片的真实和对行业的敬畏， 也没有

成熟类型片的专业， 才不能获得好的口碑。

潜藏在古代山水文学里的隐秘
———读魏斌近著《“山中”的六朝史》

书间道

杨焄

这几部纪录片为何能刷屏爆红？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既叫好

又叫座———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又收到广泛好

评———的行业剧， 如表现警察的 《重案六组》，

表现检察官的 《人民的名义》。 这些剧和广为好

评、 表现不同行业的纪录片一样， 获得了绝大

部分人的喜爱。 究其原因， 许是因为这些剧增

加了人们对于这一职业的了解， 对于这一行业

的认知， 同时更大程度上地让人们发现了从业

者对于职业的热爱、 努力与奋斗， 也让不了解

这一职业的人生发出对于这一职业的向往、 认

同及赞赏。

托·卡莱尔告诫我们： 对于一个人来说， 在

这个世界上的首要问题， 是要找到他应做的工

作。 好的行业剧应该能够表现出这一行业的闪

光点， 让受众产生对这一职业的向往。 我们可

以用一条最为简单的标准来检验一个行业剧是

否成功， 就是当这个行业剧真实地展现了这一

职业的方方面面后， 仍有无数的人因为电视剧

的原因而立志从事这一行业。 2003 年， 木村拓

哉主演了以航空业为背景的电视剧 《Good

Luck!!》， 其在剧中扮演飞行员。 据日本媒体报

道， 该剧播出后， 因 “9·11” 事件后陷入不景

气的日本航空公司收到大量求职信， 航空业成

为日本人向往的职业。 这才是一个行业剧应有

的品格和追求。

好的行业剧一定是基于生活展现这个行业

包括荣耀和卑微的各个方面， 但是更加重要的

是展现从业者对于职业的热爱和对于专业的追

求。 罗丹说， 现代人最大的缺点， 是对自己的

职业缺乏爱心。 我们的某些电视剧从业者因为

缺乏对自己的职业爱心， 不能深入某一行业了

解这一行业， 在不能热爱自己职业的同时， 粗

制滥造地想象和生产了其他行业， 因此才会出

现这么多 “伪行业”， 试图在欺骗自己的同时，

也说服电视观众。 这使得大多数行业剧的生产

一直处于中低水平的发展态势之下， 观众们在

行业剧的噱头下， 看到的却是剧情的浮夸和创

作的浮躁。 反观那些刷屏爆红的纪录片， 用真

实并带有荣耀的职场人物， 让我们看到了职业

的尊严和专业的魅力， 这是国产行业剧所缺少

的， 也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行业剧的生产策略：
职业的荣耀与受众的认同

行业剧的国际对比：
专业的程度与叙事的偏向

行业剧的生产因由：
市场的开发与类型的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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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业剧， 就是围绕某一行业典型状态

来反映基于从业者的行业相关故事的电视剧 。

与职场剧不同的是， 职场剧只要有一个工作的

场合为背景就可以展开叙事， 至于主人公到底

从事什么行业， 并不影响剧情推进； 而行业剧

的故事和内容都要反映表现相关行业并在相关

行业内部展开剧情。

行业剧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剧种类型， 在

海外具有长期而成功的剧集案例。 新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产剧开始涉足行业剧， 近年行业

剧的制作逐渐加大的同时， 也呈现一种概念化

的趋势———即， 很多剧集以行业剧为标榜， 而

进行市场的营销。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点：

一则， 行业剧是已经被其他国家和地区证明

是成功的电视剧类型； 二则， 行业剧可以拓宽现

有国产电视剧的类型区分市场， 进行一定程度的

创新； 第三， 受众也对于行业剧有着广泛的需求。

这三点或许是为什么近年来有众多行业剧

被生产和投放的原因。 然而从本质上说， 行业

剧是类型电视剧的一种， 有其生产的一定规则，

国产行业剧目前尚处于稚嫩的摸索阶段， 并没

有把握住其生产的核心和要义， 这也造成了国

产行业剧普遍口碑不佳。 而纪录片在真实记录

生活的同时又体现了戏剧冲突和张力， 虽有故

事， 但远离市场的生硬塑造和类型的蹩脚想象，

带有天然的亲近性和真实感。

从《中国医生》到《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