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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洁

追踪热点 近年，脱贫攻坚一直是热门创作题
材，但如何将这一宏大的主题讲述得生

动接地气，赢得观众的喜爱，《山海情》给出了答案。
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山
海情》，收官后豆瓣评分高达9.4分，受到各年龄段观
众的追捧，一跃成为今年的爆款剧。该剧进行首轮播
出以来，收获了不俗播出成绩，口碑不断发酵上扬，成
为一部破圈层的主旋律作品。
23集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

来，宁夏西海固人民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下，
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不断探索脱贫致富路径，通过
奋斗获得美好生活的故事。《山海情》打破了这一题材
创作中的“固化”呈现方式，书写了极具时代精神和民
族特色的“主旋律扶贫剧”新篇章。

“像从土里拔出来的真实感”
这部剧让观众边笑边流泪

在电视剧《山海情》最后一集中，涌泉村终
于全村搬迁到了闽宁镇。“村儿里第一人精”马
喊水播送完最后一条广播后泣不成声，为这个
百年村庄画上了句号。这部以20世纪90年代
“闽宁模式”为主题创作的扶贫剧，播出后直戳
观众泪点，圈粉无数。
《山海情》以闽宁镇的发展历程为创作命

题，展现了东西协作对口帮扶的政策背景下，福
建和宁夏两地人民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描绘
了一幅雄厚壮阔的脱贫故事画卷。作为一部质
朴的国产剧，《山海情》从拍摄到开播并没有大
肆宣传，完全就是靠口碑走红的。不得不说这
样的国产剧从主演到配角无一例外，全是灰头
土脸的造型，在黄沙漫天的大戈壁上抡耙扛锄，
逼真的样子完全就像是土生土长的大西北农
民。这样的演员、这样的剧作真的是难能可
贵。它不仅让我们看到当年那个贫乏荒芜的大
西北原貌，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民是怎样去创造
和改造那片土地的。

黄轩饰演的脱贫带头人马得福，在20世纪
90年代的西海固地区，这里的生活有多难？一
片茫茫戈壁没有水没有电，用马得福的原话就
是“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开荒，土地一
寸一寸都是筛子筛出来的。”马得福将村民们从
大山动员出来，吊庄移民，从“离医院太远了、离
学校太远了，离外面太远了”的涌泉村走出来，
一步步建设出“有学校、有医院、有天地、有工
地”的闽宁镇，“心眼子比石头实，脾气比驴犟”
的西海固人民，坚持不懈一年又一年将吊庄建
设成了塞上江南，一句朴实无华的“这就是我的
家”，背后是无论多使劲都要将日子过下去的西
海固精神。
“除了观众印象中的扶贫主题，这部剧想表

达更多，它能让你边笑边流泪……”这是很多观
众达成的“观后共识”，《山海情》以展现东西协
作扶贫下的“闽宁模式”为创作命题，不仅在阐
述一个地区的物质发展、精神发展历程，还聚焦
放大了其中“人”的故事。“我真的要向这些兢兢
业业的基层扶贫干部致敬”，正如演员黄轩所
言，为了早日兑现“塞上江南”的承诺，马得福的
道路走得艰难而坚定，这样一个纯粹、积极、一

心扑在脱贫致富工作上的人，正是现实中很多
基层扶贫干部的缩影，值得所有人为之鼓掌。

与马得福这个“当地人”不同，黄觉在剧中
饰演了一位从福建来宁夏扶贫的菌草专家，给
闽宁当地村民带来了一条科学种菇的致富新
出路。黄觉还坦言，这一次自己在戏里真切地
看到了扶贫有多不容易。热依扎所饰演的李
水花，原本与马得福青梅竹马，却被父亲“卖”
到邻村，丈夫意外残疾后，她独自一人撑起了
整个家。正如水花饰演者热依扎所说，“水花
内心坚定乐观，永远笑对生活和未知，她不仅
展现了如水般柔柔地不断向上涌动的女性力
量，也代表了一种希望，预示着整个闽宁镇在
朝好的方向发展。”

日前，由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电视剧《山海
情》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山海情》制片人侯永
亮表示，由于命题的时代高度和紧张的制作周
期，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和切
入方式。自2019年年底创作启动以来，团队就
确立了坚持扎根大地，到人民中间寻找力量的
宗旨。侯永亮说：“观众们看到这部剧后，就跟
创作者们产生了共情共鸣。他们仿佛变成了涌
泉村的‘精神村民’，去体验剧中人‘像从土里拔
出来’的真实感，共同经历人物的生活，跟着村
民们操心金滩村的通电、通水问题，操心双孢菇
的销路，操心孩子们的辍学问题，挖掘原型人
物，探寻闽宁镇的真实历史。”

没有水，没有电，连一棵树、一个纳凉的
地方都没有。艰苦的拍摄环境，恰恰造就了
《山海情》的真与实。在如此创作环境下，观
众瞬间被带回20世纪90年代。剧中的地窝
子、土坯房、满天黄沙等细节高度还原了当时
的状况。演员和故事原型生活在一起，他们
有年代感的衣着、灰头土脸的装扮，没有使用
任何滤镜效果，再加上浓郁的方言、神似的举
止，表演朴素自然真诚，塑造出的“土味”角色
极为传神。
《山海情》导演孔笙表示，这部戏最重要的

特点就是“实”。这个“实”是真实、现实和踏
实。孔笙说：“我们用了真实的故事和人物原
型，搭建了真实的场景，使用了真实的方言，演
员也投入了真实的情感和表演，让这部剧有了
根，有了魂，成就了最朴实动人的表达。我们不
回避人性的弱点和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展
示扶贫工作的艰难不易，也希望让大家看到那
些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和吃苦耐劳的普通老百

姓。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的扶贫工作才有
了今天的成就。”
“真实”与“土味”也成为观众评价最多的两个

词，观众们爱剧中人“从土里拔出来”的真实感，感
受到了土地的厚重、奋斗的力量、生命的蓬勃。
“2020年5月创作团队一行到宁夏的闽宁镇、西
海固以及福建深度调研和采访，深入了解了很多
精彩的人物和事件，真切体验到当地人由穷变富、
过上好日子的喜悦，对党、对国家的感激之情。”编
剧王三毛总结创作经验时说，“编剧需要扑下身
子，扎根在百姓中间，这样才能看到百姓真正的问
题、真需求，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创作基于生活本体的尊重
情感不再成为戏剧设定最终归因

脱贫攻坚一直是这两年来的热门创作题材，
但如何将这一宏大的主题讲述得生动接地气，赢
得观众的喜爱，《山海情》给出了答案。据“中国
视听大数据”统计，《山海情》首周每日平均综合
收视率达1.340%，次周收视稳步上涨，东方卫
视、北京卫视、浙江卫视播出的配音版的电视平
台综合收视率达到1.466%，东南卫视、宁夏卫视
播出的原声版的电视平台综合收视率也取得了
近来的最好成绩。

作为观众喜爱的主流作品，《山海情》融合了
扶贫和搬迁两大话题，故事厚重宏大却又真实具
体，反映时代变迁，紧贴时代脉搏。创作者用一颗
颗赤诚之心和对这片土地的爱完成了这部作品。
《山海情》不同于传统的扶贫剧，许多观众自发地
播放第一集，继而停不住地一集一集追下去，看完
结局后仍意犹未尽，甚至询问着什么时候可以看
到第二季。《山海情》故事情节本身冲突性并不强，
却让观众达到“沉浸式”追剧的效果。

谈及原因，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
电视编导系副主任颜彬在受访时表示，虽然《山海
情》在叙事技巧上没有过多炫技的成分，甚至有些
“朴实”，但对中国西部贫困区域的展现，构建了一
种影视作品难得一见的“西部奇观”，大部分观众
被自认为熟悉实质上却极为陌生的“西部农村”的
浮世画卷所吸引，成为初始观影的动因。而之后，
扎实可信、形色各异的人物和层出不穷、接连不断
的矛盾开始在剧中逐渐展现，完成了叙事层面对
观众的“卷入”。

颜彬说：“《山海情》的观赏体验是独特的，创

作者甚至放弃了对人物关系变化的书写，将大量
的现实处境作为主要矛盾铺设在作品之中，让观
众在‘渴求好生活’这一原生动力受阻的现实困境
之中感受触动。这种大胆的处理之所说能得到了
观众的呼应——几乎是以‘沉浸’式的体验理解和
感受角色，来源于创作者在对生活本体的尊重，接
受现实生活的‘非戏剧化’，贴近故事中的原初阻
力完成作品的创作。”
《山海情》收官后，不同年龄层、不同成长经

历的观众都表达了对剧集的认可与赞许，可以
说，这部剧也打破了家庭代际。《山海情》的情感
力量不仅震颤着亲身参与国家建设的祖辈父辈，
也突破了年轻群体并获得认同。追剧的观众中
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这部剧的土味和质朴，
喜欢大西北的苍凉与辽阔，喜欢那里朴实厚道的
人民。不少“90后”“00后”观众在网上留言说，
“热依扎饰演的水花一秒钟就让我鼻酸想哭。”
这部剧里的女性角色也十分有魅力，每一个都是
独立坚强，既有麦苗水花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老
百姓，也有吴主任、杨县长这样的好领导，而这
些角色真实而有感染力。
《山海情》不是一部“扶老”剧，作品没有像过

去的农村题材影视作品那样，去过度的渲染和消
费“苦难”，也没有强调价值层面的尤其是女性
层面的委屈与妥协，而是将主要的视点放在了
“抗争”这一主题上。水花对生活苦难的抗争，
德宝德福对现实命运的抗争，白校长对教育困境
的抗争，这些抗争带有明显的“反叛”意识，是对
过往传统社会经验的重构和消解，这在作品中的
女性形象塑造上可见一斑。颜彬说：“水花、麦
苗、得花甚至是吴主任、杨县长，他们身上已经
完全抛掉了过往叙事中的苦难意识和悲剧审美，
反而增添了极富当代意味的独立意识。最值得
认可的，是创作者在塑造女性时对情感神话的消
解，水花最终也没有跟德福修成正果，麦苗的世
界里丁干事（白宇饰）也只是过客。女性不再依
附情感，情感也不再成为戏剧设定的最终归因，
这确实是巨大的进步。”

如果说单是角色们的情绪、情感激发观众普
遍的共情，这是不够的，通过一系列的扶贫工作，
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最终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层
面的家国情怀。《山海情》的背后是真实的、具有广
泛社会性的“中国式扶贫”，这无疑为观众提供了
巨大的价值观认同层面的现实基础。颜彬分析
道，创作者谱写的“扶贫”画卷并非是纯粹的歌颂，
更多的是切入到扶贫过程中最现实的问题，村民

的不理解、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偶发的推诿扯皮
等，完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易于观众接受和感
受。“举例来说，片中有多处‘泪点’并非是感情
层面的感动，而是来自价值层面的认同。当白校
长拉不回被家长逼着出去打工的孩子，选择不惜
放弃职业生涯，卖掉捐赠的电脑，让孩子参加
‘合唱比赛’以作为纪念的时候，白校长成为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时代英雄’。这种英雄身
上自带的‘悲壮感’极容易感染大众的‘大爱’思
维，观众在认同这个人物的同时，自然认同了故
事中传达的情感。”

弱化苦难、降维高尚
讲述一个具思辨性的可信故事

一部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共情、令观众为之认
同的扶贫剧，不该停留在对悲情疾苦的渲染，更应
当以其立场和深刻的思想性彰显题材深度所在。
《山海情》不仅单纯地宣传攻坚扶贫，讲述时代的
变迁，还饱含着更为深切的考量。

颜彬分析道：“扶贫题材电视剧，实质上是农
村题材电视剧与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的结合，自然
在初现之时，呈现了农村苦情+主旋律夸大的双
重问题，最终导致一部分剧目的浮夸、虚假、悬
浮。《山海情》的贡献在于对上述二者中原生缺
点的消解，消解苦难和消解悬浮。《山海情》中水
花的老公瘫痪，创作者并未强化悲苦，而只是当
做水花奋进的动力进行展现；面对白校长拉学生
回校上课，马德福同样也无法理解白校长的远
见；在弱化苦难、降维高尚的双重处理之上，观
众彻底相信了故事和人物。”

最近两年的扶贫题材电视剧关心民生、关注
民意、观照民情，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整
个的创作流向上，从《山海情》《最美的青春》《江山
如此多娇》这些作品中却可以看出质量提升的趋
势。这些优秀的创作者对于当下观众“审美趣味”
进行了精准的拿捏，关注当下、观照当下，利用当
下的价值观塑造人物，讲老百姓身边的、切实可信
的故事。不拔高、不悬浮、也不矮化，尊重观众尊
重创作，这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颜彬表示：“近些年的扶贫局也展现了一些趋
同层面的优势，无非是展现干部如何解决问题带
着村民致富，这是值得深思的。有没有更好的角
度，更全新的切入度去重新读解扶贫是未来的扶
贫局创作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地方。青年返乡、教
育扶贫、乡村电商等等这些新的关键词，应该出现
在扶贫题材电视剧中。”
《山海情》电视剧既是一次扶贫攻坚的现代

化之旅，也是一次具有思辨性的寻根之旅，给了
观众基于真实生活的一种希望。《山海情》坚守
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展现时代发展
过程中的人事变迁，又关切了当前现实社会中
现代人，这是一次基于现实事件进行改编的现
实主义创作。颜彬说：“扶贫题材电视剧尚未形
成类型，《山海情》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所呈现的
美学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它与正午阳光的另外
一部作品《大江大河》构成双轨互文，《大江大
河》侧重社会浪潮之下人物的命运变迁，《山海
情》则侧重于社会浪潮变革中的微观叙事。《山
海情》的独特性在于它对微观叙事的切入又比
过往的作品更近了一步，注重历史事件中群像
人物的塑造同时，并未将史实当作背景，而是将
史实当作叙事的主体、群像人物展现的舞台。
人物构成了事件的主体，事件构成了人物的载
体，二者相辅相成。”

同为《大江大河》的制片人，侯鸿亮说：“我们
做剧过程中，一直在题材上进行着多元化探索。
特别庆幸有《山海情》《大江大河》这样的作品，帮
我们坚守住现实主义的方向，始终能扎根土地，扎
根人民。这样的创作经历让我们这群影视工作者
站在土地上，站在人民中间，再次获得了精神洗
礼，拥有了更充沛的创作力量。”

在《山海情》创作座谈会上，国家广电总局电
视剧司司长高长力复盘了一年多来组织指导《山
海情》创作的过程。他将抓主题创作、抓精品创
作的经验总结成一句话：真正把“找准选题、讲
好故事、拍出精品”落到实处就能取得成功。从
找准选题角度看，闽宁镇是个好选题，高长力
说：“它是中国脱贫攻坚进程中易地搬迁、对口
帮扶、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等各方面综合扶贫的
一个典型示范案例，也是精准扶贫形成和落地的
生动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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