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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收藏者卢冉和团队历时5年将古籍中记

载的“蟹酿橙”“素蒸鸭”等300多道宋朝佳肴

用手艺逐一烹饪而出；服饰史学者、影视服饰顾

问陈诗宇通过古籍考证古代服饰，将平面的考古

资料还原成立体造型……首部中华古籍活化纪录

片《穿越时空的古籍》近日在西瓜视频上线，观

众目睹着学者和艺术家修复古籍、演绎古籍内

容同时，也感受原本束之高阁的古书逐渐“鲜

活起来”。

近年来，聚焦古籍的纪录片、综艺节目不断

涌现，今年2月份登陆B站《但是还有书籍》第二

季首集就聚焦古籍，在网络上取得了9.4的超高

分好评。去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了《典籍

里的中国》，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节目网络

视频播放量迅速破亿次，其中《尚书》一集的微博

相关话题阅读量就超7亿，成为现象级传播产

品；《中国影像方志》《古书复活记》等纪录片节

目也让古籍逐渐深入人心。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类古籍之所以可以圈

粉，得力于借助了“人”这一要素，让原本艰涩

的古籍“鲜活起来”，走进了更多观众的内心，

让观众借此叩响通向历史深处的时光之门。

以人作为叙事的核心，灵动
的形式来讲述古籍的故事

“古籍其实是一种‘雅’文化”，华东师范大

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顾宏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

候表示，这一类古籍纪录片之所以可以圈粉，

“除了知识性、学术性的普及之外，‘故事性’成

为吸引观众的地方”。

如何在纪录片中展现故事性？不少纪录片都

把和古籍相关的“人”——古籍的整理者、研究

者，或是古籍的演绎者作为叙事核心，展现他们

对于古籍的执著热爱以及对于工匠精神的赓续，

正是这份执着，让古籍传承下来。

用七十余载的光阴研究古籍版本和源流领域

的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用画笔勾勒出《山海

经》神兽的撒旦君、以古籍字体为母版设计4万

多艺术字的应永会、修复《永乐大典》“湖”字

册的国图古籍修复中心杜伟生、抢救翻译并整理

东巴古籍的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不论

是《但是还有书籍》还是《穿越时空的古籍》，

这些纪录片无一例外都通过一个个人的故事来切

入，让原本生涩的古籍变得生动。

敦煌莫高窟曾饱经沧桑，正如史学大师陈寅

恪曾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穿越时空的古籍》之《拼接撕裂的文明》篇章

中，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通过字

体、行款、纸张、缺口的综合对比，将分散于世

界各地的敦煌碎片残卷进行拼接、缀合,使之成

为可供阅读和研究的整体，打动了很多观众；在

《但是还有书籍》中，耄耋之年的版本目录学家

沈燮元仍旧每天坚持坐公交车到南京图书馆工

作，这让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看了之后备受感动，

“沈老一辈子都乐在其中，因为古籍版本目录本

身就具有无穷魅力”——在镜头的演绎下，这些

纪录片所挖掘的不仅是古籍本身，更是对于工匠

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古籍作为引子，叩响了通向
历史深处的那一道时光之门

“春兰秋菊”“栗糕”“螃蟹羹”——在《穿

越时空的古籍》中，一道道佳肴被还原出来，在

阅读古书和复原宋食的过程中，卢冉“不断地与

宋人的心灵发生共振，他看到了他们掩藏在柴米

油盐里的真实，也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热烈与风

雅”。正如片中的画外音“以古籍为药引，卢冉

似乎叩响了一道通往宋代的时光之门”所说，古

籍成为很多当下研究者、观众叩响通往历史深处

大门的引子。

“《传习录》只有两卷，何来三卷？”“这第

三卷，由您的弟子、这位钱德洪先生所编

撰”——这是《典籍里的中国》中，辛柏青扮演

的王阳明和400年后的现代人撒贝宁跨越时空进

行对话，《传习录》在明代的创作环境、王阳明

和弟子之间的点滴故事逐渐呈现出来。

这部纪录片通过演员扮演的古人和主持人之

间对话，叩响了通往古籍背后的历史之门，让观

众设身处地地感受古籍创作者当时的环境和心

境，抵达历史深处。

在顾宏义看来，“古籍在哪个朝代印刷、印

刷的城市、哪个城市中刻书的书坊、刻书的情

况、经过哪些人的收藏传承、藏书楼里藏着怎样

的故事、收藏者的兴趣爱好以及鉴赏交流等等都

蕴藏着生动的故事”，如何在讲述修复古籍、传

承古籍之时一并展现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古籍

纪录片创作者眼前有着辽阔的未来。

让古籍“鲜活起来”，叩响了通向历史深处的时光之门

从《但是还有书籍》到《穿越时空的古籍》
高分纪录片润物细无声走向大众

以冯晓琴之名，演员海清又一次奔波

在了买房路上。巧的是，导演正是十多年

前合作的滕华涛。

乍一看，外地媳妇买房子的故事元素

似曾相识。做演员的对“角色固化”有着

审慎态度，所以海清坦言：“一开始我是

有顾虑的。”与导演间的默契以及剧本里

的闪光点，推动着她最终成为冯晓琴，演

她的精明和苦衷、她的自尊和自卑。

电视剧 《心居》 在东方卫视等平台

播了十多集后，观众对冯晓琴的评价一

分为二。眼见她辛苦操持家务却依然被

同一屋檐下的婆家当成“外姓人”，不少

网友对她的执意买房抱以理解之同情。

另一部分人，纠结她张口就来的100万

到底是“借”还是打算“有借无还”，也

质疑她既然处处看不惯又何苦嫁给顾磊

的夹杂私心的婚姻算计。纷杂的观众反馈

如演员所料。海清说：“我可能比较钟情

于这样的角色，她们不会让所有人都达成

一致的喜欢或厌恶。她们会犯错、会有不

讨喜的地方，有认知的局限，也有阳光的

一面。”

笼统的人性“好”与“不好”之间，

是海清所看重的演员职业的迷人之处。

她说，演到后来，自己有些喜欢上了冯

晓琴，“我敬佩努力生活、好好生活的

人，从这点说，我觉得冯晓琴是值得尊

敬的”。

“就喜欢摔到泥土里的戏”

儿子的早餐、奶奶的苦瓜汁、公公

的八宝茶全都考虑周全，精准定位丈夫

找不到的衬衫和手表还顺带数落对方没

脑子……旁人眼里兵荒马乱的早晨，冯

晓琴应对起来就像多线程并行的处理器

一气呵成。一个嫁到顾家八年、早把料

理家务做成肌肉记忆的主妇形象活了，

一个既倚仗婆家又对丈夫颇多不满的媳

妇形象也立住了。

网友们对冯晓琴的为人处世意见相

左，对演员的评价倒是高度相似，“演生

活剧，海清是自带烟火气的”。

剧中最显见的场景，是日常。《心

居》在上海拍摄时，别人的戏份场景很多

元，有逼仄楼道，也出入过外滩源、交响

乐团、金融街区等都市里摩登又文艺的一

面。海清基本上在柴米油盐里打转。演员

自己给角色编了个顺口溜，意思是冯晓琴

的戏份就是大菜场、小菜场、广场，场场

接地气。

而在“颜值焦虑”仍是大势的演艺

圈，“自带烟火气”于女演员而言更是个

意味深长的判词。脸上会不会脏、睡觉是

否卸妆、淋雨过后发型会不会乱等形象上

的适当让渡，常是“接地气”的指征。事

情到了海清这边，盒饭是真吃的，电瓶车

是真骑的，“买汏烧”都由自己上手，诸

如此类算是基本项。真正让观众赞叹的，

是她能与“一身尘土”无痕对接。

顾磊意外身亡后，冯晓琴干起了外

卖。有段时间，街头穿梭的外卖员、快递

员，都成了海清的观察对象。小哥们怎样

拿东西、怎样跑步，演员认真捕捉细节。

“要赶时间又怕汤汁洒了，他们跑起来的

姿势很别扭、很难看。”于是在戏里，冯

晓琴也跑得没有美感。如果说放弃对镜头

前“好看”的计较，是接地气的第一层表

现，那么另一场街边吃饭的戏，距离“真

听真看真感受”更近了。那是冯晓琴刚入

行送外卖，摸不着门道的她，奔波不少，

接单量却很小。趁着见缝插针吃饭时间，

她打算在外卖群里求助几句。就是这场边

吃饭边刷手机的戏，海清设计出层次感。

起初，她坐在花坛边，饭盒摆在腿上，扒

几口饭，拿起手机看两眼。但这样的姿势

对一个既不想错过群里消息，又要争分夺

秒吃饭的人来说，实在谈不上效率。她索

性靠着花坛蹲下，不宽的路沿石成了临时

搁手机的桌子，还能给端盒饭的手借把

力。疲惫、饥饿、惜时、要强，一个在男

人帮里初来乍到的女外卖员形象，就在姿

态的变化中建立了。

海清说，演现实生活里朴素的人，往

往是她钟情的。“我就喜欢摔到泥土里的

戏。”她把自己对类似角色的偏爱归结为

剧本的不偏爱。没有光环、没有奇迹，前

一秒钟老公意外身亡，下一秒，一切重

启。生计、生活，都变成生命不可承受之

重。“这样的人物演起来真的需要一点一

点、一场一场戏去拼，让观众相信她就是

如此一步步往上走。而不是依靠剧本的先

天架构，赋予她唾手可得的好位置、好境

遇。”冯晓琴的世界没有童话，演员便跟

着角色跳进现实，哪怕一身泥。

“演员对生活的理解应当是
全盘的”

海清遇上生活剧，游刃有余和舒适区

是外界观感的一体两面。演员本人同样在

寻找生活恒久命题下的变量。在她眼里，

倘若“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是生活剧的必

选项，那么不同时代进程、社会情绪下的

人的关系，便是戏剧能生发的选择空间。

《双面胶》热播时，胡丽鹃与婆婆的

拉锯揭开了国产剧中“城乡结合”的家庭

组合模式；《王贵与安娜》的夫妻相处之

道，是两个生活背景有差异的人如何在漫

长岁月里包容对方；《小别离》《小欢喜》

里的童文洁，在处理教育问题时，还面临

一道排序题：自己和孩子，谁才应该优先

幸福；当然还有绕不开的《蜗居》，大都

市里一套房子的话题，荡开了人性的复

杂地带。“《心居》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姑

嫂之间，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关

系。”海清说，两位年龄相仿的女性因为

生活、教育的背景不同而产生了认知偏

差，她们的认知差又会持续作用于二人关

系，考验的是演员对人生的理解是否足够

整体性。

比家族里旁的人知道更多冯晓琴的前

史，顾清俞对年长自己两岁的弟媳始终心存

芥蒂。然而，随着精英女性与白月光初恋闪

婚，她个人的家庭关系从原生猝不及防转向

了婚姻，她与冯晓琴的姑嫂关系也因个人立

场不同轻轻撬动了共情。海清将类似流动的

人物关系视作剧作对演员的要求之一，生活

变动不居，“演员对生活的理解应当是全盘

的。冯晓琴的公公、大姑子以及其他成员在

各自的时间点上遭遇了哪些事情，都会在纵

向、横向交错，最后共同驱使着角色在那一

刻作出独特反应”。

也正是基于对生活整体的把握，海清是

理解冯晓琴的。“我是南京人，我到北京，

也希望能够立足、有所发展。”每一个背井

离乡到大城市打拼的人，都渴望城里的月光

无差别地洒在普通人的身上、心上。这是人

之常情，也是流动的时代很普遍的追求。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冯晓琴。”海清

说，从布满争议的前半生，经谷底后慢慢向

上攀爬，冯晓琴的价值航向在找回自我奋斗

后悄然转舵。“有时我会假设自己是冯晓

琴，在遭遇了人生致命打击后，还能否翻

身？”扪心自问的结论是，“很大程度上，我

佩服她。靠自己双手打拼找到的那份心安，

也许比买房带来的更丰沛”。

又一次成了“买房的人”，《心居》中冯晓琴的饰演者海清说——

接受角色的不讨喜，但努力生活的人值得尊敬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最新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概率

达24.6%，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比率高达

7.4%。有关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频繁，抑

郁症已成为危害全球青少年健康的“隐形杀

手”。这不禁让人沉思：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到底怎么了？

“否认孩子会抑郁是无益的，甚至是危

险的。”近日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万

千心理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父母指南：原

著第三版》中写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

据显示，目前全球罹患抑郁症的人数已经超

过3.5亿,导致青少年致病致残的最主要因

素就是抑郁症。

孩子日常出现的“不快乐”，
是否需要特别关注

“抑郁症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它是

由遗传和环境共同诱发、全世界都为之困扰

的疾病。”作者之一的菲利普 ·格雷厄姆是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儿童健康研究所儿童精

神病学荣誉教授、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儿童精神病专家顾问。另一位作者尼克 ·米

奇利则是英国伦敦安娜 ·弗洛伊德中心儿童

依恋与心理治疗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伦敦

大学学院副教授。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他

们在书中总结了数十个5至18岁处于学生

时期儿童和青少年的病例。

米奇利说：“有时候，父母很难知道孩子

日常出现的‘不快乐’是否需要特别关注。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给父母、教师、社会工

作者、健康随访员和家庭医生带来启发，及

时发现孩子的抑郁倾向。”譬如书中所展示

的两个病例：原本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孩

子突然失去了活力，甚至连昔日最热爱的足

球也无法再吸引到他。母亲为此深感不安，

“他只是假装过着正常的生活，大多数事情

他都同意去做，但是做起来没什么乐趣；他

会因为小事哭泣，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

长；他越来越少谈到他的朋友以及他们共同

进行的活动……”又如一位名叫艾玛的8岁

女孩，她在学校里的表现“让人头疼”，在全

班应该保持安静时，她总是发出奇怪的声

音，和同学玩耍时会故意推搡他们。在不捣

乱的时候，艾玛会望向窗外，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中。但艾玛在家里一点也不淘气，只是

郁郁寡欢、无精打采。

孩子面对的世界，并非成年
人所想的“无忧无虑”

孩子面对的世界并非成年人所想的那么无忧无虑——容貌

焦虑、同伴拒绝、完美主义、父母否定、不当惩罚等，都潜藏在

孩子的世界里，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得到理解和支持，极易引发

抑郁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

告 (2019-2020)》显示，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孩子中，重度抑郁的

检出率有1.9%-3.3%；在初中阶段的孩子当中，这个比例上升到

7.6%-8.6%，在高中的孩子当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则高达

10.9%-12.5%。

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抑郁的情况，成功、富有或者美丽并不意味

着人们不会抑郁——这是《万千心理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父母指

南：原著第三版》揭示的另一重要观点。超模卡拉 ·迪瓦伊在15岁

获得了巨大成功后，却感受到了“巨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我憎恨”的

打击。许多著名作家像诗人西尔维娅 ·普拉斯和小说家J?K·罗琳

都曾生动地写过自己遭受抑郁症严重折磨的经历。

因此，抑郁症不是某个人、某个年龄段的问题，而是人类都

需要正视的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菲利普 · 格雷厄姆指出，当抑郁

症表现真的发生时也不要惊慌失措，要精准确定“病与非病”的

界限，只有及时发现、干预并治疗，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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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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