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

不断下沉——下沉到社区、乡镇、村落，下沉到千

家万户，下沉到日常生活，文艺作品只要讲好老

百姓自己的故事，就能得到社会认可。

网络视听节目《这十年》，用综艺和微纪录片

的形式来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十年，

将中国大地的新变化浓缩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

个人生命故事，巧妙地利用了新的影像语言、文

化模因和传播策略，给新时代的主题主线宣传探

索了一条新路。

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人
物”，让普通人的生命浪花汇
聚成新时代的潮流

历史从来都是由“人”的故事所构成。在社

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党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自然要让普通人走上前台，在历史上书写

浓墨重彩的篇章。《这十年》着重讲述的就是普通

人的故事。他/她们是守林人、乡村教师、创业者、

测绘员、画手等。他/她们是丈夫、妻子、父母、儿

女、朋友、伙伴。没有惊天伟业，却也建功立勋；

没有超绝思想，却更动人心弦。

《这十年》微纪录片让主人公自行讲述，个人

故事娓娓道来，生命史也徐徐展开。“塞罕坝上的

瞭望者”中的赵福州和陈秀玲，夫妻二人共同守

林，面对极端天气，“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始终坚守。以前叫“望火楼”，瞭望火源；如今改

称“望海楼”，眺望无尽林海。在这些普通瞭望者

的坚守下，塞罕坝林场筑起一道绿色长城，成为

中国北部的风沙屏障。《这十年 ·追光者》将综艺

样态和纪实访谈结合，邀请各行各业的“追光者”

走到舞台中央。第三期“青春的选择”的主人公

是来自大山大漠的支教老师。贵州六盘水的顾

亚从摇滚乐手变身乡村教师，用音乐点燃海嘎儿

童的梦想。新疆且末县的老师们在节目最后穿

上正装拍摄婚纱照，当年的青春容颜被大漠风沙

吹拂得日渐沧桑，谈不上漂亮，但美极了。这些

普通人的故事动人至极，正是中国这十年生态保

护、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鲜明写照。

20世纪90年代，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电

视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形成了面

向人民的新语态。21世纪，互联网渐成舆论

主阵地，网络视听的内容生产者也越来越注

重“小人物”，让普通人的生命浪花汇聚成新

时代的潮流。

生命体验的媒介表达与
文化升华

个人生命史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结晶和升

华。媒介就像整个社会的文化炼金装置，披沙拣

金，为文化风貌奠定基调和底色。当前互联网文

化空前活跃，热闹无比，新名词和新现象层出不

穷，一个视频博主、一个主播都似乎可以迅速”引

领”文化潮流；然而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是，这些

“爆款”文化潮流来时汹涌，退潮也快，难以留下精

神文化方面的积淀。主流媒体在融入互联网文化

潮流的同时，也应成为其中的定海神针。

《这十年》从普通人的生命史中提炼美好影

像，也提炼出当代奋斗者的人生金句。“阿娟的互

联网故事”的主角是嫁到阿坝州的何瑜娟。她是

“主播阿娟”，是拥有三百万粉丝的大V，是能够把

农村的腊肉香肠卖到全国各地的流量明星，同

时，她也是孵化出三百多名农村主播的培训教

师。微纪录片用诙谐的镜头语言展现了一个活

灵活现的主播形象，阿坝州的美丽景色和田园生

活成为绝佳背景。阿娟也金句迭出：“与其帮他

们卖产品，不如教他们卖产品”；“通过自媒体，能

够点燃更多的乡村”；“我觉得这十年来，不可思

议的就是，网络居然进到农村，进到农民的心

里”。用网友们的评论来说：升华了。“平凡的一

天”里的抗美援朝老兵贾振鑫，因战场上缴获一

台照相机而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创办振兴影

楼，免费为19位抗美援朝老兵留下珍贵资料，并

多次参加国内外和平反战主题的摄影展。他说：

“国家没有忘了我们，大人小孩都没有忘。”无论

是照片，还是纪录片，都是时代的痕迹，是记忆的

存留，是历史的传承。它对抗着遗忘这个最大的

敌人。

鲁迅先生有诗云：“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

墨作春山。”优秀的文化作品总是寄托着希望，而

《这十年》更浓缩了新时代的美好情感，展现了主

流文化的鲜明底色。

“微”“燃”“二创”，把握好
互联网叙事的共鸣

互联网传播有其独特的规律。年轻的Z世代

不喜欢说教，喜欢在轻松幽默中得到“燃”的感受。

社会加速，移动互联，生活的律动踏着快速的节拍，

碎片化内容更易触达网民，“踩点”的视频更易获得

接受，采用了“梗”的作品更易造成流行。

《这十年》通过广电总局的调配形成全网蒲

公英式传播，利用话题标签、热搜、热度榜等达到

亿级传播量。微纪录片“开心发光，快乐发电”，

一改传统的长镜头纪实样式，而是通过片段化叙

事、快节奏剪辑、口播式旁白，画面虚实结合，配

上字幕特效与欢快的背景音乐，再现了光热电站

的发展与贡献。《这十年 ·追光者》第二期“经天纬

地的青春”讲述珠峰测绘员的奋斗史，并让全国

测绘专业的大学生轮番上台，用一句话表明理

想，“燃”动全场。“微”字是社交媒体的核心特征

之一，时间短、节奏快，传播效果就更佳。《追光

者》在网络传播时，将精华片段碎片化，利用明

星代言和话题标签激发热议。周深演唱主题曲

“向光而行”，在哔哩哔哩网站上引发了翻唱与

弹奏，还有视频博主用这支“燃曲”作为BGM来

“混剪”祖国的大好河山，形成衍生效应。“二次

创作”是网络视听作品受欢迎的明证，也是它生

命力的延续。

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

是真本事——《这十年》用好了网络传播规律，将

生动感人的个人生命史融入宏大叙事，也将正能

量化为前行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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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人的生命史中提炼美好影像，
也提炼出当代奋斗者的人生金句

张磊

——评网络视听节目《这十年》

我是冲着笛安这个名字以及对她在十年前先后创作
的《西决》《东霓》和《南音》这三部后来被总括为“龙城三部
曲”的读后印象而进入了对她新长篇《亲爱的蜂蜜》的阅
读。但说实话阅读过程中这部作品的吸引力对我这个男
性读者而言并不是太强，所幸它的篇幅只有15万字左右，
倘若再长一点，我一时都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耐心继续
读下去？

以这样的文字作为本文的开头绝无任何低看《亲爱
的蜂蜜》的意思，而只是客观坦陈一下自己当时的那种阅
读心态。其实，作为曾经的职业编辑，见识过的各种作
品、经历的各种心态确是多了去了。经验告诉自己，越是
阅读过程中出现“异常”状态的作品越是不该轻易放过。
具体到这部《亲爱的蜂蜜》，至少有如下三点就是值得在
掩卷之余再想一想的：首先，比之于笛安过往的长篇小说
创作，这部新作的故事情节之简单、叙述节奏之缓慢皆创
她自己创作之新纪录，对一位已有足够写作经验的作家
而言，如此作为一定有她自身的特别考虑；其次，以如此
简单的故事情节和缓慢的叙述节奏支撑起一部尽管只有
15万字的长篇小说，肯定有作家创作时自以为不错的自
信与任性；最后，这到底是一部情感问题小说还是一部社
会现象作品？尽管情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但侧
重点显然还是有所不同。
《亲爱的蜂蜜》的确呈现出笛安创作的某种新变。作

品讲述的虽是一段爱情故事，但又不是两位情窦初开的
年轻人寻寻觅觅坠入情海后的一往情深，而是一双各自
都有过婚姻离异史的成年人再度“入戏”的生活与心路历
程，其中还特别插入了36岁的男主人公熊漠北与自己的约
会对象崔莲一那个三岁女儿小“蜂蜜”之间一段“忘年交”
的“戏码”，且所占的比重不轻。以“亲爱的蜂蜜”为这部新
作命名的缘由即由此而来。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如此“错
位”的安排当然都是笛安的刻意为之。理解了这番“刻意”，
或许就是找到了进入笛安这部新长篇之门的密钥之一。

无论如何“刻意”，《亲爱的蜂蜜》首先终究还是一个爱
情故事。这个故事固然出自笛安之手，但那种平和冲淡的
调性、种种琐碎细节的排列以及缓缓的叙事节奏又为她过
往创作中所罕见。这毕竟是近乎人到中年且都还有过婚
姻沧桑经历的一双男女打算再次走近爱情并试图进入婚
姻，在爱欲日渐弱化的这个时代依然抱有这样的勇气固然
可嘉，但大熊和莲一作为曾经有过不成功婚史经历的两个
成年人之间存有一些相互揣度与犹疑，乃至考虑一些实际
的功利都很正常。更何况生为“独生一代”的他们，又都经
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社会变革，因此，在这个本该充
满温情的都市爱情故事背后，依然潜伏着“计划生育”“社会
变革”等曾经经历的过往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影响，还有他们
与长辈这两代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无法切割的牵绊，如
同逐渐老去的崔上校和老熊，虽并不争抢任何风头，却又不留痕迹地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一样。凡
此种种都使得《亲爱的蜂蜜》在缓慢平和的叙述中又有了几分清淡的历史感。

这样一段爱情故事的角儿固然因为由两位曾有过婚史的离异者来主演而有了点特别的滋味，但
作品更特别之处则还在于小蜂蜜的设置与出场了。对此，笛安毫不掩饰自己设置这个小天使的目的：
“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36岁的
熊漠北首次听到自己的约会对象崔莲一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时，心里便小有落差，待到和那个名为“蜂
蜜”的小女孩接触之后的第一感受则是“幼儿是洪水猛兽，我们文明人在他们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作
品的妙处在于这个小蜂蜜不仅没有阻碍这段爱情的进展反倒意外地成为了他们之间的润滑油甚至是黏合
剂。这对年龄差为33岁的大熊和蜂蜜很快成了“忘年交”，熊漠北也迅速蜕变成了蜂蜜眼中的“大熊”：一
个有耐心和蜂蜜讨论冰激凌为什么会融化的大熊，一个会在深夜和蜂蜜一道等待花开瞬间的大熊，一个将
自己的“特斯拉”喷成蜂蜜最爱的粉红色的大熊……这是一个生命照耀另一个生命的过程，大熊在接纳蜂
蜜的同时更在收获蜂蜜的友谊并完成了对自我青春创伤的疗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主角儿被
笛安悄然转换，天真无邪的小蜂蜜自然地取代了无论是母亲的崔莲一还是陌生的大熊叔叔。

然而，故事再次出现反转。意欲进入婚姻重组家庭者终究还是熊漠北和崔莲一这两个大俗人，
小蜂蜜的天真无邪固然可以充当他们间的润滑油甚至是黏合剂，但终究还是抵挡不过现实与世俗的
力量。业务能力及工作状态均不错的熊漠北要被单位派驻伦敦两年，回来后自然就是升职加薪，而
且还不是一星半点。这样的机遇俗人熊漠北自然不愿放弃，至于崔莲一和蜂蜜母女俩这两年怎么
办？在他看来，她俩能随自己一同去伦敦生活两年固然好，即使不去也不过只是分开这段时光而
已。而崔莲一则偏不这么看，于是两人迅速滑入分道扬镳的边缘。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大疫情，如果不是小蜂蜜的一次意外事故，他与崔氏母女俩很快就会形同陌路。导致这两次大反转
的原因都是现实，此前的爱情与友谊无论是被轻易摧毁还是失而复得的缘由莫不如是，无非只是这
个现实更严峻，即便是“幼儿”这个“洪水猛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同样“都是不堪一击的”。

归结起来，笛安在《亲爱的蜂蜜》中借助“小蜂蜜”与熊漠北之间的一段“忘年交”，推动着一双分别有过
离异史的男女开始拉近；在接下来的时光流动中，他们各自面临的现实与利益又使得彼此渐行渐远；最终
又因“新冠”这个人类突发的严酷现实让他们相互失而复得。如此这般，个人的情感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和变幻莫测的现实自然地勾连起来。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懵懂的小蜂蜜只能发出“为沙玛亚？”的发
问，而笛安则在“我们这些幸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的出路”的铿锵中结束了自己的叙述。这不
仅是一个有意味的结束，也使得《亲爱的蜂蜜》固然是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但其背后所涉及与承载的历史
与现实，情感与理性、个体与时代等元素同样令人三思。而这，又恰是一位优秀作家永远都不会回避且需
要加以艺术呈现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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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驻场长演的更多可能
孙惠柱

2017年“上海大世界”诞生一百周年、正

紧锣密鼓地准备重新开张时，我应邀去看了

尚待装修的场地，那连成排的十几个小剧场

勾起我两个回忆：一是儿时“白相大世界”随

便进出挑戏看，一是纽约外百老汇每晚人头

济济的“剧场巷”（TheatreRow）。我就提了

几个可以在那里演出的剧目建议，包括一个

戏在两个剧场同时演的创新戏剧，梦想又能

看到“大世界”每天连轴转的演剧盛况。但

筹办方研判，如果让这么多剧场像当年那样

连续演出，不会有那么多观众来看戏，因此

将新开的“大世界”定为以“非遗”为中心。

我的建议中只有属于非遗的京剧短剧系列

《孔门弟子》在那里演了几个周末。

重开五年之后，再次惊喜地听到了“大

世界”的新闻，竟是因为有十多个新戏在位

于四楼的“星空间”开始了驻场长演——不

同于全国大多数剧场一出戏演一两场就拆台

的常见模式，这些戏每天反复演出，而且剧目

众多。据媒体报道，“未来上海大世界将会有

超过20个剧场空间同时进行各种类型的商业

演出。”这里的多数剧目跟外面剧院一样，晚

上七点半开演，再加几个下午场，还不是当年

那样12小时的滚动演出。但有一点很相似：

以前这里演的是各类戏曲，现在全是音乐剧，

都是“以歌舞演故事”，吸引了许多“十看不

厌”的粉丝。

一些即便在剧场小些的纽约外百老汇

亦属罕见的超小型剧目，在“大世界”却是常

规。音乐剧《小说》改编自韩国原版，是一个

男人戏，把观众席设计成“沉浸式”的舞台环

境，深入探究了复杂人性的各个层次——

White（白色，出版社编辑怀特的名字）、Gray

（灰色，小说家格雷的名字）、Black（黑色，小

说主人公布莱克的名字）。小说家和编辑都

正义感满满，梦想能“用一行字改变世界”，

用小说塑造了一个为民除恶的角色，却引起

极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模仿小说的真实犯

罪，还导致了小说家的死。他究竟是怎么死

的呢？这正是侦探要带着观众弄清楚的。

这样三个角色，让我看到了一部“悬疑性价

比”最高的推理剧。

比起这部戏的“小而重”，另外几部小

型音乐剧相对轻松些，有点像文化广场制

作的《星际信使》等“小而美”的音乐剧。《致

爱》只有两个角色，一男一女，故事的灵感

来自海外的《爱情书简》；但不同于那里两

个人各坐一边读两小时的信，这部音乐剧

不但加了歌和舞，还有不少直接互动的对

手戏。最重要的是，《致爱》讲的是两个中

国人的情感故事——小学同桌，女主去了

香港，男主留在上海，这就有了几十年的通信

和几次见面。编剧作曲导演用心良苦，把一

个本来不太容易吸引中国观众的二人话剧的

纯语言表演变得有声有色，也更显得有情有

义。我在剧场就听到有人抽泣——这是歌舞

演故事更易于煽情的特殊魅力吧。就内容而

言，原版中两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变成了改编

版中上海人和香港移民的地域、文化矛盾，但

是在具体处理上还是有点生硬，看来创作者

对于讲述此类故事的功力还不够。

几个小型音乐剧中最温馨的那部却有

个最可怕的剧名《吸血鬼亚瑟》。全剧一开

始就告诉观众，这个亚瑟还没过18岁生日，

尚未“成鬼”，一直被管家关在古堡里从没见

过人类。偶然闯入的孤儿艾玛激起了亚瑟

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心，最后管家终于承认，

他其实是人而不是吸血鬼。阿瑟和艾玛后

来的故事谁都能猜到，有人说这是个披着

“鬼”衣的“沙雕甜宠剧”，还真没错，所以常

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看。

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批集群驻演的音乐

剧，最早创造了驻演模式的是亚洲大厦的

《阿波罗尼亚》等剧。尽管疫情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戏剧人还是看出了这一模式的长远

价值；但亚洲大厦只有十来个小剧场的空

间，所以新的驻演基地又在距离其不远的

“大世界”出现了——刚巧在一定程度上复

兴了一百多年前“大世界”就创造出来的擂

台式竞演模式。两个地方的戏并不一样：亚

洲大厦的《阿波罗尼亚》《桑塔露琪亚》《宇宙

大明星》都是“酒吧戏”，鼓励观演共饮，强调

娱乐性；而大世界“星空间”的这几个戏文学

性更强，如《小说》的核心就是探讨文学的社

会价值，《月亮与六便士》《致爱》等都有很扎

实的文学基础。“大世界”很多粉丝是看了不

少亚洲大厦的音乐剧以后再转过来的。也

许，这可以成为一个吸引新的戏剧观众的有

效方法——娱乐引进门，文学助修行。

文学性强的戏剧未必就要排斥娱乐性，

悬念本来就是戏剧“好白相”的重要卖点；好

的剧本也为音乐剧的歌舞提供了更好的基

础——很多情况下甚至只要唱得好，基本不

舞也很好看，《小说》《吸血鬼亚瑟》等都是这

样。传统的西方歌剧和音乐剧都用很多演

员，场面浩大，独唱、重唱的主角和合唱、舞

蹈的歌队各有分工。而小型音乐剧不用歌

队，剧情、角色集中，每个人的戏份已经很

重，要求他们唱、舞、演全都出色，难度有点

大。加之观众都坐在貌似剧情现场的环境

中，有些与角色近到伸手可触。演员的表演

空间比镜框舞台逼仄得多，即便有舞功可以

炫耀，也不容易找到用“舞”之地。《致爱》的两

位演员出人意料地还有不少抒情的舞蹈场

面，殊为难得。

亚洲大厦与“大世界”的音乐剧之间的

差异一般人可能并不会特别注意，因为两处

的宣传都同样地强调一个现在很时髦的词

“沉浸式”；然而恰恰是这个做法，影响了“大

世界”这些戏本来可以实现的更好效果。沉

浸式对于酒吧戏的效果比较明显，演员在包

围他们的酒客中间表演更来劲，而且那些戏

以娱乐为主要目的，一部分唱词听不清关系

不太大，甚至还为粉丝的二刷三刷提供了理

由。但对文学性强的戏来说，如果观众听不

清唱词，弄不清人物的复杂关系，错过了性格

的微妙层次，损失就大了——这正是我看的

“大世界”这几个戏共同的问题。事实上这些

戏环境的“沉浸度”并没有亚洲大厦的酒吧戏

那么深，大多属于伸出式舞台，只是把观众身

后的围墙也改装成了布景，多数人还是从大

致相同的方向来看的；因此，如果打字幕就可

以让他们看清楚唱词——这对现在的中国观

众太重要了。为了表面的视觉“沉浸”而牺牲

戏剧内容的理解，这是得不偿失。

可能有人会说，戏词是否听得清有那么

重要吗？看戏不过是图个好玩，“大世界”不

就是以“白相大世界”闻名的吗？是的，来“大

世界”白相确实重要，看戏也是一种白相，但

又不仅仅是“好白相”，还有更高一层的意义。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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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里看“小戏”：

“第三只眼”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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