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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74 岁，清华大学，理工科学霸，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到一
起，会碰撞出什么？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礼上，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 《往事如歌》 吸引了众多人的眼
球。 三集共 150 分钟，以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成立合唱团为背景，展
现了一群理工科学霸老人的非凡人生与别样风采，一举摘得“最佳系
列纪录片奖”。

颁奖词评价“全片以歌曲为线，着力挖掘出旋律背后的人生往
事”，彰显了该片的精巧构思与野心勃勃。 创作者将学霸老人们的经
历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还原， 使得纪录片具备了厚重的历史
感。同时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处理，使作品散发出一种温情。看完全
片，作为观众，很难不被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青春梦想、热情开朗所
感染。

举重若轻的主题选择

《往事如歌》并没有陷入传统主旋律作品的创作窠臼。 尽管涉及
到宏大历史，创作者却有意从小切口进入，将镜头对准探索的过程、

对准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对准在困苦中乐观的心态，以独特的视角为
纪录片添加了举重若轻的感觉。 比如片子里戏份颇多的程不时，在校
期间是清华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 后来曾是第一代民用大飞机
运-10 的副总设计师，年轻时候的他气宇轩昂、风度翩翩。 当十年研
制终于“腾空而起”时，“运十”研发却终止。 片中的讲述回避了传统
“英模叙事”，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中，程不时“壮志未酬”之后
的看淡，以及见证 C919 首飞完成其未竟的梦想，更让人为之动容。

也使得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人物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无悔的青春和高昂的事业， 是那一代人年轻时代的梦想和毕生
的奋斗，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正如片中有老人说道，“我们的生命不
能延长，但可以把生命拉宽一点，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乐趣。 ”通过展
现老人们对艺术对音乐的执着，对人生得失的豁达，体现出了创作者
对于个体的人文关怀，也展现了人生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比如同样来
自清华大学 1958 级的沙守礼与曹兰英这对神仙眷侣， 两人作为同
届同学，当年即是因音乐而结缘。 在采访中谈到成立合唱团的初衷，

沙老那句“我说，我说，她不好意思说，让我把它说完”，满满的宠溺与
柔情。没有宏大叙事，却写满了真诚与感动。他们对理想、对爱情的那
份笃定不由得让观众心生敬意。

音乐钩沉往事，过去与现在交响

“纪录片也要讲好故事”。 对于一部跨越年代与时空的作品来说，

结构上的安排可谓创作的重中之重。 《往事如歌》片如其名，音乐起到
了特殊的连接作用，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不同寻常的过往。 创作者在采
用小切口的同时，没有放弃历史的纵深感，让作品成为了一部过去与
现在的交响曲。 通过采访以及老人们自己的讲述，观众得以看到一代
人的人生际遇。

同时，作品又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创作者让我们看到，每一代人
都有去思考、去选择的问题。 比如张利兴、朱凤蓉这对将军伉俪，为了
核事业，17 岁离开上海，70 多岁才重回故乡。 当年，朱凤蓉甚至都不
知道张利兴具体从事的研究项目，就毅然追随爱人前往戈壁。 前浪对
爱情和理想的笃定，在如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整体构架上，创作者借鉴了电影中常见的“三幕式”结构，通过三集的容量，讲述合唱团团员们从
学生时代到今天的耄耋之年的种种往事。 歌声、音乐，成为不同场景间的粘合剂，也使得时空转换没有
那么刻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部作品的开头结尾都选择了老人们的排练现场，中间再穿插人们的
访谈讲述。 这样一来，过去与当下互为映衬，叙事流畅，节奏明快。 尽管老人们的经历遭遇各不相同，片
中没有刻意渲染一种沉重与苦难，而是通过悠扬的口琴声、钢琴声，传达出时代特有的意气风发，以及
历经沧桑之后的平和与坦然。 音乐以其抽象性而韵味无穷，歌声成为一种时代的注脚、一种大背景下
的情感旁白。

老年群像，耄耋之年的生命活力

在《往事如歌》中，合唱团的老人们是绝对的主角。 这也是在以往纪录片中鲜见的题材。 创作者通
过纪实跟踪拍摄、采访讲述、历史照片回溯、动画呈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群像，展
现了来自耄耋之年的别样浪漫。 片中插入的老照片与资料镜头，迅速让我们回到了一个个历史现场。

歌声让他们彼此相守，今昔对比让人感慨万千。 时光荏苒，走过万水千山的这群老人，在艺术团里相遇
交集。 无论是核试验、航空工业、电机工程、教育战线……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可谓是一场传奇，不
变的是对音乐的热爱。

“歌声”是合唱团里的老人集体的情感寄托。 它贯穿始终，以意象化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
诗意诠释。毕竟，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长里，要想讲清楚一代人的选择在叙事上并不明智。 尤其考虑到作
为“30 后”“40 后”的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要完整地去表达这种种历史的社会
的文化的因素对他们命运的影响，对一部纪录片来说是太过于宏大的任务。 创作者让人物形象位于前
景，表现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仍然努力诗意生活的心路历程，让观众自己去看懂他们的人生，体会到这
些歌的内涵。

“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
人都了不起。 在片中，不难发现，宏大历史与个体叙事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且能够以一种更加年轻化的
方式与观众见面，完成价值观的表达。《往事如歌》为今后的主旋律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这
或许是该片给予我们最大的惊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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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 我参加了上海国际网络文学

周的一个圆桌论坛 。 一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 ，

以为就是国内那种常见的会议， 请一些国内作

家和学者， 再请几个外国人来， 就 “国际” 了。

到了那里才发现这是真的国际会议。 来的主要

是外国作家， 他们克服种种旅行的困难， 宁愿

隔离十几天也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这是一种什

么样的精神？ 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 这些不是

一般的外国作家， 而是外国网络文学作家， 更

确切地说， 他们是在起点国际上以中国网络文

学的模式进行创作的各路外国网文大神。 其中

一位来自英国的 JKS Manga， 他的作品 《我的

吸血鬼系统》 在起点国际上收获 1200 ?的点击

量， 有近 11 ?读者收藏。

这事为啥特别令人振奋？ 从上世纪起， 我

们就在讲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 这么多年过去，

除了莫言和刘慈欣这样的世界级奖项的获得者，

有多少中国作家能够走进外国普通读者的视野？

我们来看看阅文集团发布的 《2020 网络文学出

海发展白皮书》 的数据， 如今已有超过 10 ?外

国作家开始网络文学创作， 原创作品超过 16 ?

部， 既有书写奋斗、 热血、 努力等主题， 也有

浪漫爱情与科幻元素， 中国网文的全球粉丝已

超过 7000 ?人。 请注意， 这些不是翻译的中国

文学作品， 而是外国人以中国独创的网络文学

模式创作的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创作品。 什么是

中国文学出海？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出海。

为什么说这是真正的文化输出？ 要知道，外

国原来是没有“网络文学”这个词的。 没错，他们

有电子文学（electronic literature），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的以数码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其实

是电子化的先锋文学， 注重交互性和实验性，受

众很小。国外网络受众更多的是“同人文学”（fan

fiction），那是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 、影视

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

进行的二次创作小说。把“网络文学”（web novel）

这个概念推向世界，并建立起成熟运营模式、 平

台和庞大读者群的， 是中国网络文学。 我们今

天常讲文化创新， 我觉得这些年来， 我们的文

学中最具有文化创新性和世界性的， 就是网络

文学。 我们今天常讲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

文学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推动性的 ，

就是网络文学。

说到网络文学， 有些人可能又要不以为然

了：扁平化、程式化、眼球化、市场化……好像离

纯文学十分遥远。 这个问题也不能用老眼光来

看。 就说程式化这个问题，其实哪种文学都离不

开程式化， 因为程式背后有各种神话原型结构，

有文学最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内驱力。 关键是

对于这些程式如何应用，如何发展。 中国网络文

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类型文学不断细化，发展

到极致， 产生许多拥有中国特色的风格亚型，如

洪荒、修真、血族、竞技、盗墓、异能、宅斗、宫斗、

重生、清穿、末世、女强、网配、女配、机甲等等，令

人眼花缭乱，适合各种不同读者的口味，在风格、

类型和题材的多样性方面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

未有的阶段。

网络文学也把文学的故事性提升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

看。 在很长时间里， 我们的作家其实是不太注

重讲故事的。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不重故事又

有了一个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现代主义。 一

时间 ， “非情节化 ” 成为文学界的时髦用语 ，

并在 80 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发展到极致。 可是到

了 90 年代， 从余华的 《活着》 开始， 中国作家

几乎又都回到了故事。 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先锋

派在中国水土不服， 这个当然有道理， 可是我

们今天经历了网络文学的大爆发再来重新看这

个问题， 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那就是故事可能

真的很重要， 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还要重要得多。

故事的力量真是不得了， 它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又特别富有时代性。 看看今天的社交媒体， 上

面全是故事 ： 传播需要故事 ， 交流需要故事 ，

营销需要故事， 人民需要故事。 谁能讲好故事，

谁就能获得话语权， 实现信息的最大化。

故事无所不在，是人的本能，文化的刚需，那

么谁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谁来承担把故事讲好

的角色呢？ 文学家当然是第一梯队的天然选手。

2003 年，《达芬奇密码》刚出版的时候，我被其故

事性吸引，写了一篇书评《好看》，提出一个说法：

中国文学与世界差距最大之处不在纯文学，而在

类型文学上头。 十几年过去，这个说法可以修正

一下了。 看看刘慈欣、马伯庸、紫金陈的作品，中

国作家讲故事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已

经完全同世界接轨了。

自从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艺术兴起以来 ，

就一直有 “文学已死” 的说法。 步入 21 世纪，

随着新媒体和电子游戏的发展， 文学似乎遭遇

了更大的危机。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把

视野扩大来看的话， 文学不但没有死， 又轰轰

烈烈地回来了， 还在不断发展壮大； 当然文学

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 重点在不断转移。 如果

我们把网络文学、 类型文学、 同人文学、 游戏

文学、 自媒体写作这些都算进来的话， 会发现

今天文学的疆域变得越来越大。

文学有边界吗， 需要边界吗？ 这是一个越

界和融合的时代， 也是一个新的部落化的时代。

我理解的越界并不是文学要成为非文学， 不是

我要成为你， 而是我要通过越界来理解你， 我

越界之后再回过头看我， 能有新的认识， 新的

意义。 这也是文学的意义。 我永远不能成为你，

正如我看了一部文学作品之后成不了那里面的

人物， 但是我看了文学之后， 回来对我的生活

更有信念和信心， 这也是一种越界。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新

的文学， 一种 “无界” 的大文学， 包含了更广

义的人类叙事作品， 它们相互之间随着媒介的

发展有着更多的交流与融合。 我们可以思考这

个文学怎么样能够加入到更大的文化生态中去，

为人类生存提供更多的想象和表达， 提升对可

能性进行探索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开放的观念

下， 文学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今天常讲文化创新，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中最具有文化创新性和
世界性的，就是网络文学。 我们今天常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文学中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最有推动性的，就是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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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作品，它们相互之间随着媒介的发展有着更多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样一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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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潮流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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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剧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
学习借鉴前苏联文学艺术模式和世界古典
戏剧芭蕾，融合东方美学及中国戏曲神韵和
武术， 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剧体系。

比如黄伯寿 、舒巧 、李承祥 、蒋祖慧等先行
者，用《小刀会》《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
毛女》 等作品为中国舞剧的启程树立丰碑。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这一代的传承、发
展、借鉴。随时代飞速前行，在党的文艺方针
指引下，舞蹈理论、舞蹈评论，中国舞舞蹈语
汇体系不断完善成熟，融入世界先进的舞蹈
文化。 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舞剧一举
夺得三个“文华大奖”，走在各门类艺术的前
列。 这是多少代舞蹈人思考、实践、突破所取
得的成就。

四十多年来， 我见证了中国舞剧发展，

既是实践者，更是获得者。 面对当前中国舞
剧发展出现的种种现象， 我有三个问题，或
者说三重思考，与大家分享。

第一 ， 什么是中国
舞蹈艺术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 ？

无论是出作品、出人才，还是舞蹈观念
的更新，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对于中国舞蹈
事业的影响都很大。我也在各项舞蹈比赛中
得到了成长，从“桃李杯”到“荷花杯”，再到
文华大奖，都拿了。

必须承认， 近年来舞剧比赛已成为中
国舞剧事业发展的驱动力， 成就不可估量。

但， 唯有比赛获奖才能论创作的成与败吗？

比赛的初衷以拿奖为目的， 或许可以得到
各方的重视和支持； 反过来讲， 艺术创作
初心是否有那份纯净， 创作过程中是否那
么纯粹？ 其实， 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节奏
和气质， 都有独特的韵味， 以丰富性和编

导个性的角度去诠释主旋律也有不同的表
现方式。

舞剧比赛是中国独有的， 但不能形成
固定模式， 在多元化、 国际化的态势下如
何讲好中国故事， 值得思考。 在国际舞台
上， 用身体语言能更直接有力地诠释中国
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举例而言，

林怀民的 《水月》 或许在国内的任何比赛
中都拿不了奖， 但会在国际舞台上留下强
烈的中国印记。

还有一种意识，比赛没有拿奖就被认为
是创作的失败，会刀枪入库，另起炉灶，换一
批主创团队，继续前行，实现理想目标。一部
舞剧选材不容易， 须根据艺术规律不断打
磨，十年磨一“戏”，才能留下经典。 今天，看
似产量大的辉煌，但能留下几部舞剧呢？ 我
们或许可以跳出比赛圈，去思考。

第二，互联网时代，市
场潮流来得又多又快，编
导何去何从？

只要鼠标点击网页就能链接到大世界，

艺术家随机看到一种潮流或样式都会受到
启发。 艺术创作是不是一味地跟着时代跑，

还是静下心来沉淀，有时令人很纠结。目前，

有些创作者渐渐步入电脑屏上的创作模式，

学习、借鉴、启发……似乎成了一种捷径。但
我们无形中走入了舞剧创作的瓶颈期。有些
人没有按艺术本真要走的路径，运作流程电
脑程序化，看到好的感觉又在模仿。 市场潮
流趋势不约而同地追捧，因此出现“近亲繁
殖”的现象。 舞蹈语汇没有为人物塑造独特
的身体语言、角色类别、性格性情，情绪更缺
乏民族韵味。 舞剧之魂是人物性格，而性格
产生命运，舞剧就有了支撑，一个剧就鲜活
可信！

第三 ， 有句老话是 ，

“歌要老、舞要新。 ”舞剧
创新的重点该放在哪里？

舞蹈界一直在创新、在突破，如同手机
和电脑不断更新升级换代。 “创新而不废古”

也是老话，这并不是墨守成规，传统和传承
是创作的牢固基石。当然，舞剧是综合艺术，

涉及面很广很深。 近年来，借用大量多媒体
以增强舞剧的叙事能力，在跨界多元融合时
代也有成功范例。

作为导演的分寸感就是重点放在什么
地方？创作不是重复，而是创造！难道我们的
舞台结构吸收世界多元舞台样式就能出新
了？我们的音乐吸收好莱坞大片音乐观念就
能出新了？ 我们的舞剧舞台上，音乐震耳欲
聋，服装色彩鲜艳，造型越来越奇特。舞美舞
台结构制造大量空间，就是没有舞蹈本体舞
性和最能显示舞蹈文化的调度运用空间。长
此下去，所谓的创新和新意，结果形式大于
本体，舞蹈演员倒成了形式的附属。

也许时代潮流让身体表现发生变化， 但
艺术本质会使我们在传承与创新、 古典和现
代中进行思考。 我们一直在追赶时代， 可时
代一直在变化。 速度快得我们顾不上回头看
看那些古典芭蕾舞剧和中国戏曲京剧的 “不
老秘诀” ———那段音乐、 那段变奏、 那段唱
腔、 那一招一式唱念做打， 是需要多少年的
功夫和磨练才能出现的绝活啊！ 所以， 无论
舞台样式怎么变化、 怎么包装， 舞蹈的本体
依然教人期待。 中国舞剧世界产量第一， 投
入经费世界第一， 庞大的舞蹈团队和人才世
界第一， 我们的舞剧又影响了世界多少呢？

值得深思。

（作者为著名舞剧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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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 林怀民《水月》曾上演于东方艺术中心

① 《往事如歌》将学霸老人们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还原，使得纪录片具备了厚重的历史感，

同时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处理使作品散发出一种温情，为今后的主旋律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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