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剧向来为中国观众之最爱， 也
最考验功力。 正午阳光新剧 《乔家的儿
女》 给今年暑期末段的电视档带来了一
股清风、 劲风、 家国风。 该剧改编自未
夕的同名小说， 讲述乔家的五个孩子一
成、 二强、 三丽、 四美、 七七在艰苦而
充实的岁月里彼此扶持、 “野蛮生长”

的故事， 映托出的却是绵软而细腻的家
长里短之下中国三十年 (1977-2008) 社
会发展的大变迁， 大情怀。 虽然该剧自

8 月 17 日在浙江卫视 、 江苏卫视 、 腾
讯视频开播之初遭遇 “口碑爆棚， 收视
不佳” 的暂时反差， 中后期口碑略有下
滑之势， 但关注度不断升温， 市场份额
稳步爬升。 制作精良的金牌剧得到社会
认可只是时间问题， 背后最根本的支撑
点在于观众和 “乔家” 的时代共情和家
国对话， 至真至诚。

拓宽家庭情节剧
类型，彰显时代与地方
特色

无论老少、不分职业，家总是中国人
最难割舍的社会关系， 也是家庭剧最核
心文化意指。 家庭剧， 又称家庭情节剧

(Melodrama)，此概念虽源自西方，盛于好
莱坞雄霸世界的 1920-1930 年代 ，但此
类型随后在中国的左翼电影（如吴永刚
《神女 》、蔡楚生 《渔光曲 》、田汉夏衍编
剧的 《风云儿女 》等 ）中扎根绽放 ，嫁接
传统文化中家庭伦常，绽放民族大义之
光芒，代表了革命文艺的方向。 改革开
放后家庭剧也是观众最喜闻乐见的类
型，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

等将一家人的悲欢巧妙套嵌在祖国的
沉浮中，苦情折磨下，总有云开时。

正午阳光带来的这部《乔家的儿女》

在家庭剧类型开拓上可圈可点， 具体说
就是新角度、高立意和大格局。相比近年
荧幕上家庭剧中常见的孩子叛逆、 婆媳
矛盾、小三扎堆、疾病说来就来等，该剧
的角度是“单身父亲一家人”，从很少涉
及的单亲爸爸入手， 刻画重点却在五个
相互扶持，敢爱敢恨的子女身上。而全剧
立意和精神化身则在大哥乔一成： 为兄

则刚，不避苦恙。正如姨父在南京古城墙
上开导一成所言，“咱每个人心里都得有
太阳，得有希望。你妈活着的时候特别要
强，你得跟你妈学，给你妈争气，别让人
看不起。 你是男孩子， 在家里又是最大
的，往后你得带着弟弟妹妹们往好里走，

家里家外的事你扛起来。 ”坚强扛起生
活重担的大哥是家里的顶梁，也有志成
为国家的栋梁，这就是格局，“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 《乔家的儿女》开篇
是 1977 年时代背景， 防震棚里乔家儿
女仰望晴空，他们一路向上，不弃不慌，

勤奋浩荡，家庭的变化得益于国家的开
放 。 如乔一成所言 ，“1983 年我考入大
学，整个中国就如同一片盛放着希望的
田野，滚滚时代大潮中，我们走向未来，

注定充满了光明的日子。 ”

《乔家的儿女》敏锐把握个体、家庭、

民族、国家之间“共生共振”的关系，关注
彼此“同构同质”的互动。

虽然时代的大背景、大事
件和大节点该剧都没有
选择“直接引入”或“旁白
介绍”， 但邻里街坊的每
个状态和每次变化都和
时代紧密相关：比如上世
纪 70 年代末中国还没有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普
遍兄妹几个；乔祖望偷偷
打麻将赌博还想沾“改革
开放 ”的光 ，投机倒把卖
海鲜；收养四美的夫妇有
国外亲戚和外汇券以及
二强跑去爸爸是海员的
牛野家看 14 吋“大电视”。 时代脉动，感
同身受。

《乔家的儿女》36 集长度彰显中国

30 年史诗的厚重 ， 而反衬却是大城小
事———充溢着浓郁丰满的地方特色。 正
午阳光出品的家庭剧可做简单比较：《大
江大河》背景水乡，小雷家也是乡镇发展
的缩影；《都挺好》 住在苏州同德里的苏
家上下透着江南的世俗精明和通透；《欢
乐颂》定位上海、南通，展现大都市职场
光怪和移民打拼；“乔家”则落脚南京，古
城发新枝。 《大江大河》用一个长镜头聚

焦宋运辉爬在城墙埋头学习， 作业纸折
成的纸飞机跨越乡村竹林溪流， 迈向了
更广阔天地；而《乔家的儿女》类似的长
镜头跟着乔一成兄妹穿梭在南京这个古
城的街头巷尾，摊前宅后，尽显南京这个
六朝古都的烟火气和市井味。 笔者也出
身江左，对剧中的“神仙汤”“油渣子”“脑
子滑丝”“没得事”“搞得跟真的一样”都
格外亲切。有家，有城，也有国，这就是家
庭剧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家庭剧的亲情图
鉴：克制狗血套路，聚
焦成长情深

《乔家的儿女》开播遭遇小寒流，事
有缘由。 同期强劲的高质剧目 《理想之
城》《扫黑风暴》早已霸屏；而开始几集并
没有大明星加持，大家都盼着白宇、宋祖
儿、毛晓彤、张晚意等新生代饰演的少年

“乔家人”。 但认真看过剧情的观众都会
被感动，也都认可原著改编的忠实，节奏
把控精准，几个小演员的真挚，特别是其
冲淡的风格，刻意回避太狗血的套路。

《乔家的儿女》伊始就是母亲生七七
难产去世、 小孩可怜无人喂养的尖锐矛
盾，但支撑整剧的却是顺应时代、符合背
景的生活日常。此乃家庭剧的灵魂，所谓
家长里短： 每天一成要想着如何填饱弟
妹们的肚子， 渣爸乔祖望不停琢磨美食
秘诀， 蒸蛋加麻油， 喝酒配猪头肉花生
米， 二姨则是在竭力资助乔家和收回成
本间激烈地思想斗争。 每家都在不平不
缓过日子中找到激情与程式的平衡点。

等到乔家兄妹们成年，剧情变得更聚焦，

冲突加剧，也抓住喜欢快节奏观众的心。

所以，时代巨浪更多是暗流涌动，无
声惊雷，非但没有卷走这家人，反而将彼
此亲情冲刷得愈加清晰。 中国家庭剧的
核心是亲情图鉴，着力在“孩子成长”，这
也是家国发展的最佳隐喻。 此剧的亲情
图鉴有三层意义。 第一是突破所谓原生
家庭的藩篱，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以成长
带变迁，以成长托性情，以成长见时代。

第二， 改变家庭情节剧中常见的善恶对
立，道德批判，塑造典型而亲切的邻里角
色。以“不完美的个体”为切入点———贪
财懒惰自我中心的渣爸，刀子嘴豆腐心
的邻居吴姨，连一成都有跑去顶替四美
要被富家人收养的私心冲动 。 不完美
个体反衬的是五个孩子善意而坚韧地
成长经历 ，贪吃 、偷吃 、省早饭买香港
衫 、街头摆摊卖鸡蛋等 。 第三 ，叙事风
格上不同于流行的家庭剧， 狗血乱撒，

动则生离死别，哭天抢地。相反，它冷静
克制 ，细节取胜 ，扎心又催泪 。 基调冲
淡，弱化矛盾，避免正面冲突（比如三丽
被乔祖望的同事猥亵，没有暴露镜头，很
好地保护了女孩的隐私和不堪），但在你
脆弱的时候，会忽地让你落泪，这是亲情
的力量，也是家的现实还原。

现实主义下“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

《乔家的儿女》全剧来自生活，贴近

生活，又高于生活，以扎实细致的现实主
义回答了时代呼唤。 无论道具、方言、服
装、衣食住行都是精打细磨。同样真实的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情感， 互相帮
衬互相埋怨，有笑有泪，总要拉扯着，心
怀希望好好过下去，走向更辽阔的天地。

在豆瓣、百度贴吧、猫眼、知乎等社
交媒体上，“乔家” 收获的大多是积极的
赞誉，都说，“家里的故事，久违了。 ” 这
和正午出品的《山海情》中“美好生活向
往”一脉相承。 都是时代剧，一个从精准
扶贫与对口支援下手， 以村庄社区为基
石，描摹时代鸿图；一个从“野蛮生长”和
家国交织入题，以兄妹群像为主体，见微
知著，一叶知秋。

正因传承了正午阳光品质， 观众对
《乔家的儿女》也充满“美好向往”。 在中
国影视圈，“正午出品，必属精品”，有高
光，难免有祛魅。首先观众对“二代导演”

中最有争议的张开宙是否能承接美好一
开始还忐忑，他有过合拍《战长沙》的高
品质 ，也有 《欢乐颂 2》这样的滑铁卢 ，

但张导一如既往的“细节控”和“时代质
感 ”还是给《乔家的儿女》带来了正面效
应。其次是大家对正剧主角的幻想，不少
人希望由顶流明星出演。 但正午向来考
虑的是内容优先， 根据剧情和角色来推
荐最合适的演员， 而剧中以白宇为首主
咖阵容都是有前作傍身的 “小戏骨”，在
第五集之后的青年演员挑大梁的表现经
得起挑剔的眼光。

如今《乔家的儿女》以豆瓣 7.9 分收
官， 留下怅惘而温情的结局———“渣爹”

在喃喃自语、怀念儿女的懊恼中离世，照
片中一成长得最像年轻时的乔祖望，但
性格坚而迂，而 21 世纪初的时代大潮又
让一家人依赖已久的祖屋拆迁变成了购
物中心，但“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四美最后拍下的全家福浓缩了 30 年的
兄妹情。 该剧在镜头语言、场面调度、配
乐、 改编效果等方面都在水准之上，“乔
家”两辈的精彩演出，为观众带来熟悉亲
切、贴近地气的乔家故事，而其背后的家
国脉络自始至终都清晰、朴质。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乔家的儿女》：家长里短牵动家国情深
马纶鹏

2017 年着手改编《理想之城》的剧
本时，爽剧和大女主剧正当道。 我们团
队内部也曾发生过关于剧本方向的激
烈讨论。 一种声音认为，爽剧热热闹闹，

观众爱看，又是前人已走熟的路，走来不
费劲，何乐不为。但我和吴兆龙老师同时
守着另一种认知：跟风之作，再好也不过
是第二名。既然要做，就做一部没有经验
可复制的，就做市场的“第一名”。

吴老师更进一步提出 ， 不但做第
一，还要写“职场最难的部分”。 职场最
难，不过人心与人性也。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就树立了明确目标，绕开新人逆袭
大杀四方的爽剧套路，写一出国产剧中
从未有过的职场浮世绘。

为每个人物构建
完整的内心，主角身处
的职场才有真实质感

原小说里，赢海集团已呈现出完整
的组织架构和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的
权力体系 ， 每个层级也都有代表性人
物。 但这些人物不够饱满，于是我们走
访大量的职场人士， 包括企业高管、中
层管理和普通员工，从他们身上一点一
滴抠出各个层级职场人的特质、烦恼与
行为模式，再一点点填充到角色身上，力
求让观众看到剧中人时能会心一笑，生
出“我身边就有这种人”的亲切感。 比如
张小北用优惠券请客， 财务梅大姐装病
让苏筱服软， 吴红玫将羊绒衫吹呲毛了
等等细节，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抠下来的。

曾有人质疑，需要费这么大的笔力
在配角身上吗？ 他们不就是一些工具人
吗？ 在我看来，他们固然是剧中配角，但
同时是自己的主角，而非为主角服务的
工具人。 所以，剧中每个人物都应有个
体的自主意志和职场诉求 。 以东林为
例，内奸门事件里是苏筱保全了他。 待

苏筱成为部门经理，他却坚定地站在陈
思民这一边，认为“铁打的陈主任，流水
的商务合约部经理”， 跟陈主任作对的
苏筱没有前途。 他依据此前经验作出的
判断，藏着一个小人物的生存逻辑。

给配角以完整的内心动线，使其拥
有丰富的立面。 与此同时，也有必要为
小角色配置能与主角旗鼓相当的认知
能力、心理成熟度。 一段时间来，为了凸
显主角的优秀与智慧，在电视剧创作中
似乎存在某种“懒惰逻辑”：只要在主角
的对立面，困难会降级、对手会降智。 观
众用“主角光环”或者 “金手指 ”来称呼
这些套路，本质是对创作者低估观众鉴
赏力的讽刺。 所以，在为苏筱设置职场
困境时，是靠弱化配角来衬托 ，还是用
“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角力来彰显，我毫
不犹豫选择后者。

只有一个契合现实逻辑的人物生
存环境，只有一群如生活所示那样旗鼓
相当的竞争对手，剧情才能以真实的质
感抵达观众的共鸣空间，主角也才能凭
借真正的智慧赢得“光环”。

让事件之间产生
内在的逻辑链，故事会
自然生长

从小说到电视剧，我们重塑了故事
的框架。

其实内奸门、贿赂门、连升三级、桃
花门等具体事件，都从原小说来。 但在
提供戏剧故事的同时，原小说里的事件
却是孤立的 ， 缺少前后因果必然关联
性，只是以苏筱的个人成长为主线串起
各孤立事件，使得其他人难免有工具人
之嫌。 因此，我们对故事结构最大刀阔
斧的改变，就在于为许多关键事件增添
了内在勾连的细节、伏笔。 如此一来，事
件之间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层层铺展

开，又一层一层地收回来，环环相扣间，

最终落点于天字号合并。

如观众所见，《理想之城》最后呈现
了四条主线 ，两明一暗 ，另有一条半明
半暗。 苏筱的个人成长史、天字号与集
团的斗争史这两条是全明的主线，赵显
坤推动天字号合并是半明半暗的，还有
一条全暗的是夏明主导的天科独立之
路。 这四条主线交织在一起，各自独立
又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围绕四条主线活
动，彼此影响、推动，相互成就。虽然人物
众多、事件繁杂、节奏快，观众并不感觉
乱， 因为所有事件都有因果关系和承接
关系，逻辑链一目了然。

四条主线同时推进另有个好处，就
是会在一个大周期事件结束后，观众回
过头一想，所有伏笔显现，一层推一层，

会产生一种类似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快
感。 被观众们认为是高光点的第 11 集
和 12 集，就是内奸门大事件揭晓之时，

它并不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而是角色
们互相推动产生的。 角色们一旦建立，

就会产生自我意志， 即使我是编剧，也
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写。 若不如此，

故事就会特别拧巴。

此外， 细节的填充也至关重要，它
直接关联观剧体验， 是悬浮还是现实，

是背离还是共鸣？ 职场里，背过黑锅的
人不是孤例，所以苏筱被开除时余经理
一句“我也对你期望很高 ”让很多人唏
嘘感慨。 在这里，有做造价的人提出现
场安全事故的责任落不到商务身上，没
错 ， 但苏筱真是因为安全事故被开的
吗？想明白，也就理解了贺胜利那句“万
丈深渊终有底，唯有人心不可量”了。

电视剧里很多细节取自真人真事。

比如让很多观众震惊的饭局猪叫，群星
广场停工改外墙设计，苏筱包里被人偷
偷放了钱 ， 陈思民抬高陆争鸣打压苏
筱，张小北为了省钱不肯坐空调车……

凡此种种都是现实中已经或正在发生

的。 我们向生活的细节取经，能拉近电
视剧与观众的距离， 也在折射现实、折
射社会、折射人心中 ，为电视剧增加了
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色彩。

打破大女主剧的
套路，从一次理想主义
的进击开始

剧本完成初稿后， 拿到市场上，肯
定与否定的声音各占一半。 否定的声音
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爽剧才能畅通
市场， 女主角一路连个金手指都没有，

感情戏又少，缺少嗨点，缺少糖份，观众
很难接受。 第二，这些年成功的电视剧
大多是女性与女性间竞争，现在女主角
一人要与那么多男性博弈，且男人戏占
得比重颇多 ，根据以往经验 ，成功恐怕
是小概率事件。 第三，太过真实了，观众
白天在办公室里亲历职场压力，晚上还
回到家里看电视复盘，谁受得了？ 还有
人说得更直白赤裸———当下没有这么
做电视剧的 ，这套行不通 ，应该直接改
成真正的大女主剧。

没错， 尽管苏筱有 900 多场戏，但
《理想之城》不是大女主剧。 我们的故事
里，苏筱更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那块
石头。 没有石头，水面静止，深不可测。

是这块石头，让一浪推着一浪地波动起
来，而我们追随着浪花 ，触碰到一个又
一个人的理想或堕落、 坚持或退让、迷
失或觉醒。

曾经，每一个人在踏入社会时都心
怀理想、斗志高昂。 是什么消磨了斗志？

是什么熄灭了理想？ 又是什么束缚了脚
步？ 是无数个余经理、无数个陈主任，还
是无数个“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就一定对吗？ ”演员孙俪
裸妆顶着黑眼圈在屏幕上问了这么一
句，这是对剧里墨守成规的东林和陆争

鸣的反问，也是对当前高光滤镜磨皮美
颜充斥的电视剧行业的反问，还是对电
视机前一部分沉睡了理想的观众的反
问。 哪怕有一人触动，便是《理想之城》

的意义所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脚步，后浪之所以比前浪走得
更远，是因为前浪的推动 ，而 “后后浪 ”

也终将会成为前浪。 所以，从来没有什
么“从来如此”。

（作者为《理想之城》编剧）

周唯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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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的哥哥》：重塑“审美文化”，
以“清朗”打造荧屏综艺节目的精神颜值

荩10 版 ·热点

王志文：
“平静的坏心情”

荩12 版 ·影视

《理想之城》：关闭美颜滤镜后的职场浮世绘

荩11 版 ·文艺百家

武侠还是仙侠：武侠剧的翻拍困境
———评最新剧版《天龙八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