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对夫妻同游丽江古城，一对母子
欣赏杭州美景 ， 一对兄妹去鼓浪屿散
心，同样的角色放在中国各大城市熙熙
攘攘的游客里都不足为奇。 但当他们眼
中的风景被中外合作的团队拍成一部
面向国际的纪录片，中外合拍下的第一
视角向世界观众讲述着怎样的中国故
事？

11 月 28 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日本放送协会
（NHK）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世界遗产漫
步》在 CCTV-9 正式播出。

与很多宏大视角的纪录片作品不
同，《世界遗产漫步》借普普通通的三组
“游客”视角，带领观众“沉浸式”云游中
国， 拍出了一部呈现中国文化遗产、领
略中国风光美景的国际传播佳作。 该纪
录片所体现出的细腻 、真实 ，宛如一本
清新动人的游记，吹开了中国世界遗产
地之美。 在与中国观众见面之前，《世界
遗产漫步》制作完成的部分已在数个海
外频道播出，不仅给外国观众带去了鲜
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也给中国国际传
播方式打开了新思路。

全主观镜头
打造 VR般的视觉享受

第一视角纪录片的形式，在国际传
播作品中并不多见。 尤其是面对“世界
遗产 ”这类议题 ，以往的影视作品为求
权威性、 严肃性， 多倾向于采用宏大视
角。 但《世界遗产漫步》所体现出来的是
同类主题纪录片中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和
感染力。

该片中 ， 所有的镜头都以讲述者
“我”的主观视角来拍摄。 而这个讲述者
“我”，不是全知全能的 “上帝视角 ”，而
是普普通通的一对夫妻、 一对母子、一
对兄妹，与观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没有
什么不同。 主人公身影并不会在纪录片
当中出现，因为摄像机好像就在他们手
中， 甚至已经与他们的眼睛合为一体，

带着我们一路游览 ，四处体验 ，同时听
他们互相交流着路上的所思所感。

从拍摄方式来看，该纪录片更像是
一篇个人视角的游记， 是充满感性的、

有趣的，甚至偶尔是充满幻想的。 例如
在丽江篇，女主人公幻想变成一只猫来
感受这座城市， 于是镜头突然变得很
低 ， 从古城里的房檐上跳跃到石板路
旁 ， 画面里只能看到行人来来往往的
脚。 那一刻，正在观看纪录片的观众仿
佛也跟着变成了一只猫，从不一样的角
度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而在鼓
浪屿篇， 我们听到哥哥对妹妹说 ：“琦
琦 ，你试着想象一下 ，想象着自己在空
中自由地翱翔。 ”于是下一秒，镜头真的
变成了一只鸟 ，越飞越高 ，飞过了八卦
楼、日光岩，盘旋在鼓浪屿山水美景上
空。 观众在上天入水的“漫步”过程中，

立体地感受到中国世界遗产地的风景
奇观。

这正是 《世界遗产漫步 》带来的一
种温和的 、 慢节奏的 ， 但却同时具有
颠覆性的观看体验。观众不再是第三人
视角的旁观者，而是不知不觉地将自己
代入了故事主角， 游历一座座城市，观
察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美食美景，获得了
一种“沉浸式”的，类似 VR 影片一般的
视觉享受。

鲜活而个体化的叙事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我国在人文纪录片领域不
断创新叙事风格，使用国际通行的视听
语言，力争突破“自说自话”的困境，突破
认知壁垒，获得与国际社会大众的共鸣。

《世界遗产漫步 》呈现出了一股叙
事的“清流”。 该纪录片既没有陷入自我
表达的主观夸大，也没有放任“他者”表

述的居高临下，而是将个体的人作为叙
事主体 ， 用平视的视角如实地记录风
景、记录生活 ，符合国际社会大众的欣
赏和接受习惯。 从对外传播效果的意义
上来说，这种个人化叙事更加贴近尊崇
“个人真实”的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对
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有效策略。

从纪录片内容来看，个人化叙事带
来了大量生动的细节和平实的影像，没
有超出一般大众经验和认知的范围。 在
已经播出的三集纪录片中，陆续呈现了
云南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和日常生活，

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风景名胜，中国
传统的茶馆 、绢扇 、古琴和玉文化 ，应
用了最新科技的无人酒店 ， 鼓浪屿特
色美食 “麻糍”、 福建特色的木偶戏等
等 ，有传统 、有现代 ，有热闹的大街小
巷，也有安静的博物馆。 以主人公的所
见所闻为纽带，节目将中国传统的历史
文化遗产及现代的生活方式，巧妙落实
到个体的观看与感受之中，褪去了高高
在上的“说教”式语态，运用创新的叙事
策略和智慧，达成了中西方话语体系的
融通，实现了对国际社会大众接受习惯
的观照。

这种“国际视角”的信息呈现手段，

有效消除了外国观众在接受中国故事
时的认知壁垒，保证中国故事与中国影
像能够在呈现在国际观众眼前的同时，

还能切实抵达他们的内心。

中外合拍、纪实+剧情
打开国际传播新思路

作为中外合拍作品，该纪录片有别

于传统的纪录片， 不仅是合作模式、拍
摄方式、技术手段进行了改进 ，在节目
样态上也实现了合力创新，将故事剧情
与纪录片结合，拓展了纪录片的外延空
间。 从宏大叙事到人物游记，从俯瞰视
角到平视视角，从纪录片到“纪实+”，这
是《世界遗产漫步》的新特色，也是我国
创新国际传播手段、提升国家形象和文
化软实力的开拓性探索。

《世界遗产漫步 》每一集的讲述主
体都是两个人， 在交流和对话之中，自
然地将两人的情感故事融入了纪录片

中。 丽江篇有夫妻相处的心路历程、鼓
浪屿篇有年轻人追求理想的决心、杭州
篇有母亲和儿子心心相依的亲情故事，

这些剧情中所体现出的情感都是国内
外观众的共同语言。

尽管不同国家有着历史传统、文化
习俗和社会制度的众多差异，但人类的
内心情感始终相通。 纪录片《世界遗产
漫步》以情感为桥梁 ，赢得了不同文化
背景下观众的“共感共情”，通过创新的
影像修辞手段 ，将原本概念化 、符号化
的“硬”内容，转换成了国内外观众都能

够轻易感知 、产生共情的文本 ，打开了
国际传播的新思路，为当前中国题材纪
录片“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启示。

据悉，除了已经制作完成并播出的
丽江篇、鼓浪屿篇 、杭州篇三集节目之
外，后续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还将继
续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 用 8K 技术拍
摄中国的世界遗产，推动“中国故事”进
一步走向国际舞台。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

▲ 《世界遗产漫步》借三组“游客”视角，拍出了一部呈现中国文化遗产的佳作。 图为海报

百年历史弹指一挥间， 百岁的中国
共产党却在这短短百年内留下了太多值
得铭记的故事。 自前两季节目大受好评
后，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联合央视创造传媒、 中国国家话剧院共
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

再度回归。 第三季节目延续了前两季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宗旨，又在
内容和形式上突破创新， 围绕建党百年
题材，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与“时代楷
模”，讲述具有传承性、代表性、典型性 、

传播性的人物关系和故事。

党和人民百年奋斗， 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故事里
的中国》 第三季在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
时刻， 深入挖掘多位代表性党员的人生
故事，还原历史现场，从新时代出发，构
建了新时代栋梁与历史英雄榜样之间的
艺术桥梁， 使不同时期的传承故事遥相
呼应， 用党员们的亲身经历勾勒熠熠生
辉的百年党史。

创新节目形式，时空对
话传承红色基因

在《故事里的中国》第三季节目中 ，

节目组在形式上首创“双主角+双时空+双
舞台”的全新模式，成为节目亮点之一。

节目以“瞿秋白/瞿独伊”“李大钊/李
宏塔 ”“彭湃/彭士禄 ”“江姐/张桂梅 ”等
新时代榜样 ，结构每期故事内容 ，一期
讲述一位当代优秀共产党员， 以及在历
史上与之相对应的党史人物， 促成时空
对话。

首期节目主要讲述了“七一勋章”获
得者之一、 与党同龄的瞿独伊老人的生
前故事。 生于 1921 年，作为党早期领导
人瞿秋白的女儿，作为曾在 1949 年用俄
语向世界播发新中国成立消息的党的新

闻工作者， 瞿独伊的一生都与中国共产
党同行。

为使内容充实丰富， 也为了让观众
们能深切、直观地体会故事情感，节目组
设置了多个环节， 包括安排与瞿独伊老
人的现场连线对话， 并邀请亲朋好友晚
辈故交分享她的人生事迹等。 历史并非写
在书本上的冰冷文字，而是实实在在由活
生生的人谱写的活生生的真实。 所有这些
亲历者、见证者的讲述以及珍贵的历史文
物，都能使观众更深切地理解瞿独伊老人

100年间走过的红色人生路。

同时，为进一步还原历史场景，节目
组在访谈之外开辟了第二现场。 老中青
三代实力派演员们加盟， 依托国家话剧
院的戏剧指导， 在节目中为观众还原了
瞿独伊如何受其父亲、 中共早期领导人
瞿秋白的影响， 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坚
定信仰者的历程。

演员们对人物命运的理解、 对人物
情感的演绎，不可谓不到位。 无论是饰演
老年瞿独伊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老
师，还是饰演瞿秋白的青年演员陈晓，及
至饰演青年瞿独伊的关晓彤， 都全身心
投入到戏剧故事中， 精彩的演绎将观众
引回历史深处， 专注于风雨如磐的岁月
故事。

同样值得一书的是《故事里的中国》

创新性的舞台表现形式。 节目将舞台切
分为多个空间， 让不同时空的人物故事
并置于同一场域。 藉由舞台语言，传递出
红色血脉的代代赓续———在瞿秋白影响
下的瞿独伊成长经历， 是一种红色基因
的传承，过去家庭教导的一切，成就了此
后继续跋涉在红色人生路的瞿独伊 ；而
跳出家庭范畴，瞿独伊作为一个缩影，也
代表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
因的筚路蓝缕，正因他们的不懈追求、前
赴后继，才成就了如今的中国共产党。

就在首期节目播出后一周， 瞿独伊
与世长辞。 《故事里的中国》记录下百岁

老人最后的珍贵影像， 一定程度上为我
们的“红色影像库”补充存档，同时用艺
术化的手法让无数观众深刻地铭记这位
“七一勋章”获得者。

以文艺作品为索引，呈
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时代光辉

《故事里的中国》主创用心创作节目，

收集翔实的史料，真诚拜访各位历史亲历
者， 以时空对话形式打造出一档兼具诚
意和视听体验的佳作。而在创新之前，给予
节目最坚实底气的， 无疑是故事主角们真
实的人生经历，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

由此，节目的“隐形”主角呼之欲出，

即通过故事的讲述、艺术化的演绎，呈现
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光辉。

以首期为例， 不仅节目形式采用当
下与历史双线并行的模式， 在故事结构
上，也是明暗线相互交错，主线在瞿独伊，

副线交付瞿独伊的父亲———瞿秋白烈士
与早期中共发展的故事。 将人物放置在历
史坐标上，这就不单是个人遭遇，而是以
个体人生融于国家命运的历史讲述。 而
贯穿全程、承担“讲述者”的，便是那不断
复现的被无数人传唱的《国际歌》。

节目开篇的视频， 是瞿独伊在获得
“七一勋章”后与友人们的合唱，他们用俄
语演绎的《国际歌》开启了这首歌在中国
的百年历程。 作为《国际歌》最早的翻译
者， 瞿秋白烈士将自己的革命热情和共
产主义信仰寄托在了这首歌中。 不管是
在国内艰难的革命环境中， 还是远离国
土的莫斯科，到最后被叛徒出卖、英勇赴
刑场的生命尾声， 这首歌都不断响起 ，

“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 凝结着
一位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共产党人

最深切的呼唤。

在父母关爱中长大， 在革命的暗流
涌动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瞿独伊自然
也继承了“好爸爸”的遗志，将《国际歌》

牢牢刻在了生命里。 从儿时与父母相处
的短暂温馨，到父亲牺牲的绝望时刻，以
及回国后被囚禁、严刑逼问的危急关头，

再到新中国成立时用俄语向全世界播
报，《国际歌》 伴随着瞿独伊老人走过生
命的每一个时段，纵百年过去，依然历久
弥新。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华大地上，

《国际歌》依然响彻云霄，“从来就不相信
救世主” 的中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不懈
奋斗，谱写中华民族的新史诗。

后续节目中，“七一勋章” 获得者李
宏塔的篇章将与观众见面。 勾勒李大钊、

李葆华、李宏塔一根红绳系三代、革命家
风传初心的岁月脉络，《故事里的中国 》

调用电视剧《觉醒年代》、李大钊 《青春 》

选段等作为讲述的索引。 通过大众化的
艺术演绎，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
的不变初心，都将在荧屏上熠熠生辉。

《故事里的中国》第三季 ，是在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后开播， 有着全国各族
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时代背
景。 正因此，节目中创新构建的“历史与
现实”的对话场景、生动而鲜活的故事 ，

呼应着新时代新征程的号召———勿忘昨
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
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不辜负人民期待， 不辜负百年大党
的深厚积淀，《故事里的中国》 第三季以
艺术上的大格局， 从党的百年历程中汲
取营养，也立足新的百年奋斗做出展望。

历史由人书写，经典从此时此刻创造。 用
新颖的电视艺术鼓舞大众跑好属于我们
这代人的一棒， 亦是新征程上大众艺术
创作的应有之义。

（作者为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

荩

《
故
事
里
的
中
国
》
首
期
节
目
主
要
讲
述
了
“
七
一
勋
章
”
获
得
者
之
一
瞿
独
伊
老
人
的
生
前
故
事
。
图
为
海
报

饶曙光

中外合拍，第一视角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央视纪录片《世界遗产漫步》沉浸式云游华夏

黄典林

《故事里的中国》：
在历史深处看红色血脉代代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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