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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洁

追踪热点

《大江大河2》承袭第一部好口碑与高收视

日前，《大江大河2》收官，这部剧承袭
第一部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主要角色
的际遇和成长线，再次扛起现实主义题材

大旗，在东方卫视播出以来不仅收视屡次破2，豆瓣口碑
迄今保持9分之上。相隔两年，这条时代的江河驾潮驭
势、永续奔腾，它如何牵动观众的心？
回望2020年电视剧，现实题材电视剧超过20部，涵盖了

都市、年代、职场、刑侦等类型，引领了整个卫视剧场，在强化
现实主义创作目标确立的大环境下，贴近生活、倡导正能量
的现实题材剧依然是中国电视剧最主流的创作方法。另外，
电视剧“续集魔咒”在国产剧的创作生态里俨然成为了默认
事实，现实题材续作的创作则更难。《大江大河2》又是如何承
接前作高分，破解“续集魔咒”的呢？

叙事兼具“历时性”及“共时性”
《大江大河》第一部中讲述了改革

开放后的前十年，以宋运辉（王凯饰）、
雷东宝（杨烁饰）、杨巡（董子健饰）等
为代表的时代亲历者们紧抓住时代机
遇，在不同的领域，实现了各自的理想
与目标的故事，继而由个人命运折射
时代巨变，展露了我国国有经济、集体
经济及个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
展、变革。
《大江大河2》将故事的时代背景

对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
时代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留学归来的梁思申（杨采钰饰），及一
众新角色也将先后出场，他们将共同
续写在时代的波澜中，探索革新、拼搏
进取的新篇章。
纵观两季《大江大河》，正午阳光

的团队用了85集的体量，将改革前后
的强烈对比展现出来，尤其是两季的
结局，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个字
都振聋发聩。对现实生活体察入微的
戏剧冲突、多切面的人物塑造、宏大叙
事下的敢拼敢闯的精神内核等因素也
造就了《大江大河2》消弭岁月壁垒，
激荡精神共鸣的价值回响。
透过故事，观众回首往昔，看着

父兄一辈守护理想、锐意进取的历
程，感受到了时代在创造机遇的同
时，也悄然滋生着迷茫与彷徨。随着
主人公回到当初的情境，在那个需要
“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观众沉浸式
地感受到当初那批弄潮儿们曾遇到
过怎样的误解与彷徨。
尤其是王凯扮演的宋运辉。表

演过程中，王凯也捕捉到了角色成长
方向的变化：“第一部，他诠释了‘知
识改变命运’，更专注于知识，研究技
术；第二部，他诠释了‘如何不辜负这
个时代’，他可能要面临人事关系、事
业的抉择，以及感情问题的挑战。”他
相信这部剧能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找到共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
唤起记忆，而年轻人能被不畏艰险、
敢闯敢拼的时代精神感动。”他认为，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拼搏精神都
难能可贵”。
王凯形容这个角色是“有爱心，有

孝心，有童心；有原则，有底线，有韧劲
儿，敢闯敢拼”——低谷时不颓丧失
意，得意时心系大局，再复杂的人事骤
变、情感牵系，都无法撼动内心底线、
原则的天平。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面
貌，改革开放浪潮下乘风破浪的先行
者们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机遇，他们
受益于改革春风的同时亦在奋楫搏
浪，为祖国为后辈共建更加繁荣先进
的时代。
董子健在剧中饰演个体户杨巡，

他在商海里摸爬滚打的经历，反映了一
代人的奋斗历程。对应杨巡的故事线，
他正在经历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时期。
董子健感受到了时代对个体的塑造：“杨
巡是一个缩影，从年轻时就‘走出来’干
活、创业，慢慢努力，希望自己能进步、有
成长，这就是我们。”包括王凯在内，董子
健、杨烁、杨采钰等一批优秀演员用精准
演绎，赋予了角色更加饱满动人的血肉
精魄。事实上，《大江大河2》描摹的每
一个个体都用真实的成长轨迹，回答了
时代赋予的命题。

谈及《大江大河2》得到观众认可的
原因时，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
播电视编导系副主任颜彬表示：“《大江
大河2》是一部描写改革开放辉煌画卷
的续集作品。上部作品的良好口碑与
本部作品中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形成
了互文，点燃了观众的观影期待。它将
叙事的重点放置在了国有企业及民营
小商品经济这两条主线上，叙事更加集
中的同时，也拉升了叙事的广度，给演
员提供了兼具‘历时性’及‘共时性’的
表演空间，人物的百态人生得以深化，
生命际遇更加况味。”

影像记录与生活本体同构
在《大江大河2》开播期间，《2020

年电视剧调研报告》如期发布。在广电
总局鼓励现实主义题材剧创作的号召
下，202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超过20部，
涵盖了都市、年代、职场、刑侦等类型，引
领了整个卫视剧场。其中，《大江大河
2》以豆瓣评分第一名的成绩列榜单之

首。《隐秘而伟大》《以家人之名》《三十而
已》《二十不惑》《安家》也成绩不俗，领衔
了2020年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场。综观
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大时代”与“小人
物”的辉映、“大环境”与“小角色”的共
融，是优质现实主题题材电视剧不变的
主题，也是创作者“构建大格局、展现高
立意”的重要“密匙”。
以《大江大河 2》为例，如果把改

革喻为时代之浪，宋运辉、杨巡、雷东
宝便是踏浪而来的有为青年。他们
所到之处，四溅的浪花汇聚成改革浪
尖上的磅礴交响曲，致这个前所未有
的变革时代。要打造真正让当代观
众认可和喜欢的电视佳作，必须从时
代大潮中撷取涓涓细流，以“小人物”
故事生动反映大时代，在脚踏大地、
深入生活的实践中书写作品，作品方

能彰显时代价值。
颜斌表示，在《大江大河》系列电视

剧中，大时代、大环境为“小人物”、“小
角色”提供了舞台。“这个舞台并非是事
实层面的，而是戏剧层面的。小人物在
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波折是比较经典的
戏剧性表达。创作者将主要人物放在
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与中国复杂的多
维变革——这一横一纵的两个最富戏
剧性的情境之中，为人物的创作提供了
最好的舞台。”
另外，《大江大河2》不是从故事情

节中延续下来，而是从现实中来，这也许
给未来的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样板。现实题材它不光是一种题材的
现实性，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创
作态度。
颜斌说：“现实主义题材和现实主义

创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真正的现实主
义作品应该指的是后者，所以我比较认
可这个看法。中国有较为久远的现实主
义创作传统，这种创作传统更强调‘影像
（文学）记录’与‘生活本体’的同构，而不
是单纯的一致，是精神层面的统一，而非
纯粹现实层面的一致。电视剧作品仍旧
需要遵循戏剧规律和叙事的主旨表达，
就像有学者提出的‘积极的现实主义’和
‘温暖的现实主义’。”

《大江大河2》的制片人侯鸿亮说：
“我们想要呈现的，不是‘宅斗’‘厂斗’，
而是跳出了局部矛盾，经历了时代沉淀
后再度回眸的情节。其中包括‘南巡讲
话’前后的剧变，彼时观念的碰撞、改革
与保守的角力，我们能看到许多事情是
锐意进取的人推动着历史往前走。”的

确，剧中以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为代表
的改革先驱，他们一次次跌倒后的站起，
也让观众拥有了正能量情感获得。
据悉，《大江大河3》目前正在筹备

中，幕后团队“正午阳光”在第三部作品
上仍然很有底气。据悉，由正午阳光打
造的《琅琊榜3》目前剧本已经完结，《欢
乐颂》的续作也在筹备中。该团队是业
内有名的“处女座剧组”，该剧组“良心之
作”“高品质作品”赞誉不断的背后，是团
队一贯的精良制作水准。
比如，在电视剧《大江大河2》中，大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三角的城乡风
貌，小到一辆“二八杠”永久牌自行车、幸
福摩托，乃至一张手写的欠条等，都能把
人带回当年的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找回1988年至1993年的时代氛围
感，剧组在宁波搭建了实景地。在厂房
改建的摄影棚内，既有观众亲切熟悉的
“小雷家村村委会”办公点，也有宋运辉
的“家”。对于优质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来
说，品质体现在每一个细处。大到剧本
的准确把握，小到服化道的真实精致，应
该成为每一个创作者的追求。
制片方在“品控”上做足工作，才能

更好地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颜斌表示，正午阳光是业内非常成熟的
制作团队，延续了山影“鲁剧”精品的制
作传统。“我认为单纯的高要求并不能
保证制作上的优秀，正午阳光屡出精品
的核心原因是创作主体们‘没有短
板’。这批没有创作短板的创作人，又
对自己高要求，才会生产这么多优秀的
作品。制作人侯鸿亮，导演孔笙、李雪、
简川訸、张开宙、孙墨龙，包括演员王
凯、靳东、王鸥、刘奕君，他们有的是签
约，有的是合作，但几乎都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有较高的创作水准。电视剧作
为一项集体艺术，这样的制作团队保
证了艺术质量。”

要跳出“话题剧”窠臼
大IP续集难拍，现实主义题材的续

集更难拍，这在国产剧的创作环境中已
是事实。谈及原因，颜斌表示：“电视剧
是一项集体的艺术。续集容易保证内容
上的延续，但无法保证制作团队的延
续。加上观众对前作的‘观影期待’已经
形成，一旦后作与这种期待产生偏差，续

集作品就会失去观众。现实主义题材的
续集相对来说会更难一些，问题就在于
它与生活的切近性，只要前后作存在不
一致，哪怕是其中的场景或者配角人物
进行改动，观众也可能不接受。所以我
始终觉得‘姐妹篇’性质的作品才应该是
影视剧续作的未来。”
在国外，八季《权力的游戏》、十季

《老友记》等经典 IP保鲜期很长，在国
内，系列剧作品超过五部的屈指可数。
颜斌表示，“情景喜剧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是可以延续的。我们近些年的低迷也
是综合原因，比如市场的成长性、比如创
作主体的断代等。”另外，颜斌认为，这或
许与叙事传统有关系，“从过去的‘话本’
小说到后来电影界的‘影戏’观念中都能
看出来，中国人其实更关注传奇性的情
节叙事，而非典型性的‘角色’期待。国
外的续作靠的是人物的延续。我们应该
学习国外制作的综合性考虑、选题的延
续性、演员的一贯性，但确实没必要一直
羡慕国外这种延续性的创作。边拍边播
也比较符合国外的创作，我觉得在国内
并不契合。”
纵观这几年播出的现实主义题材

剧，不少电视剧陷入了同质化窠臼，不
仅故事内容与人物经历存在极大相似
性，故事的情感表达和情绪铺陈也颇
为雷同。比如谈及农村，离不开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谈及学生，无外乎与
高考挂上联系；谈及企业家，总是从小
商小贩摸爬滚打做起。一味地展现这
些内容，难免令人视觉疲劳、少有耳目
一新之感。
颜斌认为，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发轫，

实质上是话题剧。他说：“从早前的《双
面胶》《蜗居》《奋斗》等作品一经播出就
在互联网平台里发酵，进而衍生到了生
活之中，收获了广泛的热度，成为现实主
义风潮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
现实主义题材的同质化正是投资者和创
作者对‘话题剧’的倚重导致的，但现实
生活并非由话题构成的，所以这就要求
创作者拓宽路径，朝向更广泛的生活进
行艺术创作。”
从创作层面来讲，电视剧市场前几

年迎着话题剧的春风，使得现实题材开
始勃发，而到了2020年颇有收获的意
味。颜斌表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年
整体的现实主义作品质量都比较高，凸
显出一些创作理念、制作能力层面的成
熟，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至于存在的
问题，我个人觉得话题剧可以作为现实
主义创作的起点，但不应该成为主流，应
该拓宽现实主义作品的边界。去年《以
家人之名》《隐秘而伟大》在这些方面是
具有前瞻性的。”
除了像《欢乐颂》《大江大河》这种

纯粹的续集之外，偏向互文性质的续作
也值得关注，比如《小欢喜》对《小别离》
的延续，《温州两家人》对《温州一家人》
的延续，再或者《在远方》对《鸡毛飞上
天》的延续。颜斌说：“这些作品中往往
具有创作层面的延续性（比如演员的统
一，或者主创人员的统一），但都兼具创
新性，从某种层面说，这样的做法比传
统层面的续集更有意义。《小欢喜》与
《小别离》，同样的家长不同的孩子，创
作手法上存在延续性，内容却是全新
的。《在远方》与《鸡毛飞上天》，其实只
有编剧申捷是一样的，但两部作品仍旧
展现了某种延续与互文，拓宽了故事的
广度与深度。”
未来，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应该在类

型的拓宽与叙事内容的扩容上下功夫。
每一个成熟的类型，实质上都应该在吸
收了其他类型的优势基础上，不断迭代，
完成自我更新。当现实主义题材与各类
题材相结合，现实主义的创作才真正未
来可期。让我们期待有更多优秀的现实
主义题材创作的涌现，在这些作品里，我
们能够找到温情与力量，同时也将得到
前行的慰藉与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