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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诗以歌”，咏亘古英雄情怀
致敬英雄的《经典咏流传》第四季获得口碑与收视双丰收王昌龄笔下的豪迈气概、苏轼旷达

超脱的胸襟、王维极致的浪漫主义与爱

国热情……古典诗词与现代旋律共同

谱成一首首“英雄赞歌”，在近日开播的

第四季《经典咏流传》中被唱响。 已经播

出的两期节目不仅收视率在同时段节

目中排名前列 ，3D 音乐视频全网播放

量更是逼近 1000 万， 主话题阅读量突

破 50 亿，引发观众热议。

作为央视打造的大型文化音乐节

目，《经典咏流传》前三季通过流行音乐

赋予古诗词全新面貌， 让不少人感慨，

或隽永或激昂的词句在当代旋律中 ，仍

能给人以感动与鼓舞 。 全新升级的第

四季将 “诗词 ”和 “英雄 ”结合 ，让浪漫

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视角相遇，唤起中

国人血脉深处的英雄主义情结。

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
是华夏文明最昂扬的底色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已经过去的

2020 年，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首先会想

到“英雄”这个词汇。 是的，这一年，我们

生活在无数平凡的英雄中间，觉得充满

勇气、信心和力量。

五千年文化 ，三千年诗韵 ，英雄主

义的浩然正气从来都是华夏文明最昂

扬的底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新一季节目直接以“致敬英雄”为

主题，将华夏文明中具有民族精神和英

雄情怀的岁月经典“和诗以歌”，传递向

上、向善的力量。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现场，有一张特

别的照片尤为引人关注。 这是由探月工

程嫦娥五号探测器拍摄的月球高清大

片，画面上 ，已经完成表取采样的机械

臂、采样器清晰可见 ，鲜艳的五星红旗

也在月球表面成功地展开。 2020 年 12

月 17 日，经历 23 天太空之旅的嫦娥五

号带着来自月球的岩石和土壤返回地

球。 这趟满载而归的科学探索，再度勾

起国人内心对明月的独特情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苏轼所作《水调

歌头》 恰如其分地刻画了这份愿景，歌

手张韶涵以一曲《但愿人长久》，用最经

典的旋律诠释最美好的情感 。 歌曲唱

罢，文昌航天发射场助理工程师崔艺晗

与现场连线，95 后的她正是嫦娥五号发

射前在转运现场身着汉服、被网友称为

“航天嫦娥 ” 的姑娘 。 “自古英雄出少

年”， 越来越多年轻人接过前辈传来的

接力棒，正成长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顶梁

柱。 被问及最大的心愿，穿着佩戴国旗

工作服的崔艺晗回答 ：“希望我国每一

次火箭发射任务都能圆满成功。 ”

“2020 年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

和平年代同样需要不屈的英雄意志去

直面当下和未来。 ”一如观众看完后的

留言： 回望共同经历过的波折和困难，

我们能够感受到，千百年前冲在前线身

穿“明光铠甲”的英雄还在我们身边，甚

至就是我们自己。

有说唱也有宫商角徵
羽，3000年诗韵焕发全
新光彩

第一期播出后 ，“谭咏麟用粤语把

苏轼的词唱成歌”毫无预警地被刷上了

微博热搜 ， 迄今收获近 860 万的阅读

量。 细听歌曲，不难发现其间有一小段

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是谭咏麟别出心

裁，对应古人纵马扬鞭 ，专门设计了这

一细节。 他希望借苏东坡的《定风波》，

勉励今天的年轻人找到人生的气势 ，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一定要乐观积

极地去对待人生中的每一天”。

“中国文化史上，没有苏轼，那将会

黯然失色很多。 ”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如是说。 一生仕途几

经起落， 苏轼的生命之光却从未熄灭：

修堤筑坝，成就“苏堤春晓”，写诗作词，

为后人留下佳作无数。 “也无风雨也无

晴”的洒脱气概如今品来仍具有现实意

义，失意的人们依旧能在其中寻觅到慰

藉与激励，重燃对生活的渴求。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

还 。 但使龙城飞将在 ， 不教胡马度阴

山。 ”以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其一》为灵

感，歌手王力宏带来了原创歌曲 《缘分

一道桥》。 用他的话来说， 这是一首很

“燃”的歌，而“燃”背后则是中国传统五

音节 “宫商角徵羽 ”与四声调 “平上去

入”的结合 ，由此而生的汉语韵律之美

与大开大合的旋律相辅相成，王昌龄笔

下凯旋的壮士形象瞬时跃然眼前。

选择王昌龄笔下边塞诗的还有说

唱歌手董宝石。 《从军行》中磅礴的诗词

与大气的说唱词无缝衔接，把边疆战士

的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强大的军队、

强大的斗志是边塞诗繁荣的重要原

因。 ”康震这样解读。唐宋甲胄复原团队

受邀将一组唐代战士的铠甲造型呈现

在舞台之上， 重达 30 多斤的战甲、5 斤

多的头盔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黄沙百

战穿金甲”的不易。

诚如主持人撒贝宁所说，边塞诗的

时期虽已远去，但边塞仍在。 诗中壮士

们一心保卫祖国的心愿和与当今边防

战士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并无二致，他

们日复一日巡走着同样的路线，正是为

了牢牢守护住人们内心深处对和平的

希冀。

以“贴地”视角开启网络时代“警务纪实”
《守护解放西》《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等将镜头对准中国人民警察

“选择成为警察，就是选择一种使

命。 我们从稚嫩脸庞到步履铿锵，这份

职业让平凡的人生变得闪耀， 人民需

要我们时，我们就在那里。 ”日前，观察

类真人秀 《守护解放西》 推出特别篇

“走进坡子街派出所”， 引发广大网友

点赞留言，“辛苦了”“节日快乐” 等正

能量弹幕刷屏，以温情互动为首个“中

国人民警察节”增添亮色。

近期， 一批聚焦基层民警日常工

作的纪实节目频频“出圈 ”，以 “贴地 ”

视角开启网络时代“警务纪实”。 两季

共 20 集的《守护解放西 》仅在哔哩哔

哩网站（以下简称“B 站”）上的播放量

就已达到 1.1 亿；上海出品的《巡逻现

场实录》《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

事》 全网短视频播放量接近 20 亿，拥

有数以百万计的追剧拥趸。 这些带着

浓浓“烟火气”的作品，让网友们在“围

观”基层民警琐碎工作的同时，感知城

市建设、社会治理等重大命题。

纪实镜头探向民警
日常生活，浓浓“烟火气”
直抵观众心灵的柔软处

对长沙市民来说， 解放西路就相

当于北京的三里屯和上海的南京路 。

1.21 平方公里的片区内聚集 7 家大型

购物中心、 近 2500 家大小商铺、30 家

酒吧俱乐部、1300 家酒店和宾馆民宿。

坡子街派出所处于片区核心位置 ，虽

然警情大多是鸡毛蒜皮的琐事， 但事

多且杂———平均每天出警四五十次 ，

最多的纪录是一天 117 起。

《守护解放西》将镜头对准警情复

杂地带，记录派出所日常工作，以一连

串“接地气、冒热气”的故事引起广泛

关注 。 2019 年播出的首季豆瓣评分

8.8，2020 年 10 月起播出的《守护解放

西 2》冲到 9.2 分，不仅实现收视率、口

碑与社会效应多赢， 更使得一群基层

民警成为观众心中有血有肉的平凡英

雄。 “贴着地皮飞，跟着生活走，处处皆

故事，人人是主角！ ”网友对这档警务

类纪实节目有着最直观的评价， 他们

从中看到了更鲜活立体的警察形象。

在上海， 25000 多名基层民警守

护超大型城市的故事， 亦被 《巡逻现

场实录 2018》 《大城无小事———派出

所的故事 》 等纪录片浓缩成动人片

段， 直抵观众心灵的柔软处———新冠

肺炎疫情来袭 ， 他们严格把守火车

站、 机场和各大入沪道口以及居民区

等重要关卡， 测温、 分流、 排查； 超

强台风 “利奇马” 过境， 电线掉落火

光四溅， 广告牌被狂风吹落， 空调外

机在 25 层高楼外墙摇摇欲坠……在

那些大家避之不及的地方都有 “一抹

蓝 ” 忙碌的身影 。 《巡逻现场实录

2018》 曾创造过豆瓣评分 9.0、 抖音

总播放量 3.7 亿的佳绩； 续作 《大城

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仅在 B 站

就有着 5230 万播放量 、 87.5 万条弹

幕， 曹家渡派出所、 虹桥龙柏派出所

等因此被观众称为 “宝藏派出所”。

“所有纪录片最终都是关于人的

故事，镜头中的文化自信，往往都是通

过身边最实实在在的人所决定的 。 ”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总导

演蔡征认为，民警的工作性质很契合纪

录片表达需求， 出警过程中有悬念、有

冲突、有人性的拷问。 纪录片由此切入，

不仅可以展示真实的人间百态，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变迁、法治精神和城

市温度。

剧情化故事、“番外
篇”模式与弹幕交互方式
融合，呈现出年轻态的
“网感”

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和播出平台

的拓展，警务类纪实节目在拍摄方式、

剪辑手法、表达形式上不断创新，呈现

出年轻态的“网感”。 为了更好地捕捉

拍摄对象的日常故事， 纪实节目往往

采取全景式、无死角的追拍方式。 《守

护解放西 2》的拍摄始于 2020 年 8 月，

40 多人的摄制团队架设了 50 多个摄

像机，全程跟拍了 200 多个案件，最终

播出的大约只占十分之一。 《大城无小

事———派出所的故事》 摄制组昼夜蹲

守 36 个派出所 ，素材与成片的 “耗片

比”高达 632∶1。

如何从海量的素材中选取内容 ，

浓缩进几十分钟的纪实节目里， 取舍

之间见职业素养、见价值判断。 《守护

解放西》梳理日常纠纷、疑犯审讯 、扫

毒行动等复杂拍摄内容， 采用剧情式

剪辑，在 40 多分钟里完整呈现三四个

警情故事。 在后期制作中， 节目引入

“综艺花字”， 用特殊字幕取代旁白配

音，不仅保持了流畅的纪实性，也鲜明

表达出警方立场， 起到明辨是非的普

法作用。 年轻态的视觉呈现凸显执法

过程中的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 让节

目既有“悬疑剧”的紧张感 ，又有微视

频“短、快、精”的“爽感”。

如果说剧情化故事与 “综艺感包

装” 可以让年轻人倍感亲切， 那么聚

焦特大公共事件的 “番外篇 ” 模式 ，

就能及时回应全社会的关切。 2020 年

初 ，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 2 月 6 日 ，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 第

六期播出前一天， 节目组在公安部门

配合下， 赶制出一段 7 分钟的基层民

警 “战疫 ” 动态 ； 并从 2 月 20 日起

推出三期 “抗疫实录 ”， 直击上海庞

大精密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系， 呈现这

座国际化大都市沉着应对突发事件的

另一种秩序。 尽管拍摄周期短促， 但

紧急加更的 “番外篇 ” 内容依然丰

满———由 7 至 10 个执法故事共同支

撑每期 50 多分钟的节目 。 “抗疫实

录” 播出后， 网友纷纷为逆行的 “警

察蓝” 点赞， “泪目” “致敬” “中

国加油” 等数万条弹幕刷屏， “疫情

当前警察不退 ” “隔离英语怎么说 ”

等成为热搜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对各项警务

工作的全景式呈现， 纪实节目让观众

重新审视熟悉的生活场景， 发现不曾

了解的新知。 在镜头里，林林总总的民

事纠纷、治安与刑事案件被细致剖解，

穿插普法性质的文字提示， 配合办案

民警的精准评点， 成为互联网时代生

动的普法课堂。 同时，节目也打开了一

扇窗， 让更多人看到社会问题背后的

公共安全隐患，并引起警觉和讨论，凸

显出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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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话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现实主义创作倍

受关注。昨晚是话剧《平凡的世界》上海站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

后，剧场回荡起陕北民歌，演员们鞠躬再鞠躬，观众鼓掌再鼓掌，

热烈的气氛经久不歇，成为感人至深的一幕。

这些看上去并不时尚的舞台作品， 缘何成为都市文化消费

的尖货？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给出的答案是：两

部话剧的原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两座高峰， 经典的力量是无穷

的，特别是它们传递出的质朴的精神追求，在当下仍然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

朴素的精神叙事可以穿透时空带来最真实的感动

经典的每一道沟壑里，都藏着富矿。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

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全景式展现了一代平凡而

不平庸的中国青年在大时代进程中跌宕前进的人生路。 有评论

指出，作品中那些人物及其命运，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它

给人以勇气与希望。 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亦是中国精神的深

刻史诗，它以50万字铺陈了渭河平原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这些

中国广袤大地上朴素的精神叙事，就仿佛原野上粗粝的风、脚下

厚厚的土，可以穿透时空带来生命最真实的感动。

话剧《白鹿原》与《平凡的世界》有着先天优势，它们是从经

典文学土壤中长出的舞台综合艺术，继承了陈忠实、路遥的苍生

厚念、 秦川布衣的迎风襟怀和陕西人独有的精神特质。 这些作

品，一扫“咀嚼小悲欢为大世界”的儿女情长，成为质朴精神追求

的出口。 正如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所说：“孙少安、孙少平等就是一

群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普通人，未来也都有他们的精神传人。 ”

这些人不仅会出现在广阔的农村大地，在城市街头也会与他们不

期而遇。 不甘平庸落后生活的他们，正埋头苦干，默默地改变着自

己命运的轨迹。

发掘本土资源优势，再现作家笔下的时代命题

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被越来越多观众“圈粉”，除了

文学底本的优势，故事“发源地”的本土资源发掘亦功不可没。

“我把《白鹿原》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 ”陕西人民艺

术剧院（以下简称“陕西人艺”）推出的话剧《白鹿原》，是获得小

说作者陈忠实高度认可的文学舞台化改编。作为小说故事“发源

地”的院团，陕西人艺挖掘本土优势，创排出了别具特色的陕版

《白鹿原》。 该剧不仅以全陕西演员阵容，地道陕西方言呈现，并

配以古朴苍凉的秦腔、老腔，展现苍凉大地上的时代变迁。

陕版《白鹿原》2015年首演后迅速“出圈”，迄今七次晋京，六

次赴粤，五次抵沪，近400场全国巡演，纵横十余万公里。话剧《白

鹿原》的成功，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和民族精神的表达，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两年后， 陕西人艺又打造了话剧 《平凡的世

界》，一经上演就获得业内外广泛认可。 舞台上的那一碾台转出

了爱情的甜美与苦涩、生活的欢乐与悲苦、奋斗的成功与失败、

理想的向往与破灭、人生的价值与体现……

编剧孟冰说，万颗粟谷被打磨，像极了芸芸众生的生活，经

历磨难是生活的本质，这是以博大和悲悯的情怀练就的“生命的

故事”，话剧用另一种形式再现了路遥笔下的人与时代的发展命

题。“想上清华大学，就来看陕西人艺吧。”在采访中，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打趣

道。据透露，话剧《白鹿原》创作首演后的第二年，高考考题就和《白鹿原》相关。有趣的

是，话剧《平凡的世界》诞生后，又一次压中考题。在李宣看来，经典是送给年轻观众最

好的礼物，看着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走进剧场，感受生活的火热、时代的召唤，作为创作

者更应将经典的创新传承作为重要使命，以更精品化的艺术创作回应观众。

陕西人艺话剧 《平凡的世界》 剧照。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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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解放西》 海报。

荩 《抗役实录》 特辑海报。

（均官方微博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