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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本报记者 张洁

《人世间》：真情让年代剧出圈

央视开年大戏《人世间》步入尾声，已累

计吸引超4亿受众观看，豆瓣网友打出8.1的

评分。这部让人看得感动、揪心，产生共情的电视剧，改编自梁晓

声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在这部跨越50年历史的现实

题材当代大剧里，人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

影子，用真实感人出圈，引发全年龄层感慨。《人世间》何以打动观

众？近日，记者采访了该剧主创，或许我们能从中得到答案。

“唤醒”父辈的故事

《人世间》里，从东北某省会城市
走出的一群平民子弟，伴着时代巨力
的推转，跌跌撞撞地寻求心中的理想
生活。横向上，《人世间》以绵密的叙
事，讲述家庭温情、子女奋斗；纵向上，
它怀有史诗的雄心，试图勾勒中国半
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图卷。过年陪父母
追剧的“90后”“00后”，一开始只是“旁
观”着父辈的生活，却不经意间被缓缓
席卷，直到双眼盈满热泪。

剧中，大哥周秉义为了不辜负未
婚妻冬梅而放弃升迁机会，二姐为了
爱情与理想远赴贵州，三弟周秉昆则
是背着亲友偷偷接济郑娟一家。尽
管现在的年轻观众已经很难理解这
些选择，但这就是20世纪那些真实人
物的真实选择。作家梁晓声从真实
性入手写出了鸿篇佳作，编剧王海鸰
则从更多细节上充实剧情的真实性。

这部史诗级的现实题材小说，从
1972年讲起，讲的是北方一座省会城
市周氏一家三代、十几位平民子弟跌
宕起伏的人生，堪称“五十年中国百
姓生活史”。

在导演李路过往的作品中，既有
描写小人物平凡生活的《老大的幸
福》，也有紧贴时代脉搏、弘扬正义之
声的《人民的名义》和《巡回检察组》，
用真实的演绎和创作引发观众的心
灵共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导
演和制片人的李路表示，“一部剧制
作精良、阵容强大是必备条件，但不
能舍本逐末，‘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而‘立意’也就是思想，更是总揽一部
剧格局高度的最重要坐标”。

李路说，《人世间》还没有获得
“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买
下了改编权。担任《人世间》编剧的
王海鸰，曾写出《中国式离婚》《新结
婚时代》《大校的女儿》等剧。李路和
编剧王海鸰逐字逐句地沟通剧本，直
到拍摄后期，还在调整剧本。“我们做
过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故事的讲述，
对人物的描绘都做过认真的推演。”
李路说，“把115万字的文学名著搬上
荧屏，涉及大量的取舍和增删，光剧
本就做了三年，王海鸰对中国人的人
情人性、伦理观念都有很深的理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人世
间》打动自己的部分，王海鸰说，是作
者写作的主旨，“是为生活在底层的
人们呐喊，为他们说话。主角周秉昆
和我是同龄人，这个年代是我亲历过
的。”通过《人世间》她真切感受到上
世纪70年代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他
们这么穷，这么苦，依然能够顽强生
活。那时候那么困难，大家还能一块
度过来，真的不易。”对于原著相对厚

重、深沉的底色，王海鸰有自己的看
法，“原著的底色是钢铁色的、青灰色
的，虽然让人感受到主角的坚韧和顽
强，但同时也是沉重的。我个人的生
活态度，是希望看到更多明亮和温暖
的部分。”

王海鸰也坦言，这次改编的难度
其实很大，“《人世间》是纯正的严肃
文学，严肃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写人，
没有过多的故事，没有过多的戏剧
性。”这一特性和影视剧本是完全相
反的方向，“剧本改编需要故事性和
戏剧性，除了通常所需要的外化，要
把所有的心理活动、描述都通过影像
外化出来，要有巧合，要有起伏，要有
波折，这就是最大的难度。”让王海鸰
庆幸的是，她遇到了极为宽容的原著
作者和制作团队。“我特别感激梁晓
声，我觉得他非常理解我，不干涉我，
因为他要说的全在书里了。”王海鸰
也认为，一个好的编剧不应该失去自
我，“编剧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和取舍，
如果一味征求意见，说东墙不好就拆
东墙一块砖，说西墙不好就补一块，
编剧到这个地步会十分糟糕。”

李路说，文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敢
去“碰”时间跨度这么长、这么大部头
的作品了。文学界对梁晓声有个评
价，说他写的是“好人文学”，《人世
间》讲的就是善良的周家人在半个世
纪里的命运转换，作品聚焦的是小人
物，梁晓声写作的初衷就是“把从前
的事讲给年轻人听”。周家人生活的
光字片，包含仁义礼智信五条巷子，
它们构成了一种象征，代表瞬息万变
甚至喧嚣浮躁的时代里，一种坚固
的、不可磨灭的价值。李路说：“我拍
《人世间》，也是想通过展示父辈的故
事，让现实中已经衰老沉默的他们
‘开口说话’，对当下社会实现一种
‘唤醒’。”

最打动人心的是情感

《人世间》像是一本老相册，或许
照片会泛黄、字迹会模糊、纸笺会折
角，但其中刻画的每一张面孔、复现
的每一帧画面、记录每一段记忆，在
平实走心的打磨下，总能在温情中孵
化出最坚实的力量，让人一打开就不
忍放下，潺潺流水般的温情，在滋养
心田中震撼人心。
《人世间》中，周家小儿子周秉昆

是全剧的核心人物，没有哥哥周秉义
的完美，没有姐姐周蓉有个性，但有
着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和敢于担当的
勇气，周秉昆的心胸算不上宽广，会
跟父亲怄气，但他却有担当，愿意为
家人牺牲，在家照顾瘫痪的母亲，照
顾姐姐的孩子，而且作为一个糙老爷
们，他有着最深沉的浪漫，等了郑娟

一年又一年。他一路遭受着各种挫折，
却没有像很多男主角一样，拥有一个
“开挂”的人生。

王海鸰表示，经过历史的长河，如今
的观众已经能够理解周秉昆的价值观，
“我们希望所有的普通人都活得滋润，得
到抚慰。毕竟不是所有人天生就开挂，
自带光环，这也是我们每个独立的个体，
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大家不见得是
为人类作出了多少贡献，而是为自己的
小家作了贡献，没有小家就没有大家。”
在王海鸰看来，社会价值体系中，习惯于
认可“塔尖”上的人，会忽视普通人。她
说：“周秉昆是普通人，他势必要受这些
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对比他的兄长和
姐姐，他就会觉得自己没出息。但他质

朴善良可爱，也是为家庭，为长辈和妻儿
付出最多的人，很了不起。”

剧中人物无论大小，都是丰满、完
整的，主角没有光环加身，配角没有工
具化，这部以普通中国家庭生活为白描
对象的电视剧，让观众收获了久违的感
动。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实力
派戏骨挑梁主演，被网友戏称“实现了
戏骨自由”。雷佳音饰演的周秉昆，他
的哭戏、和父亲的对手戏屡屡被点赞，
将人物的憋屈和上进演绎得入木三
分。殷桃饰演的郑娟得到王海鸰的夸
赞，她不断揣摩人物与编剧沟通，最后
呈现出一个敢爱敢恨、勇毅善良的女性
形象。好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更是
火花四溅，让观众直呼过瘾。

《人世间》一众优秀演员不仅形象
气质和角色贴合，飙起戏来也像“神仙
打架”。谈起雷佳音，李路说，雷佳音是
东北人，身上有股邻家男孩的劲，和周
秉昆这个角色特别贴。他说道：“杀青
那天雷佳音跟我说，他尽力了。其实大
家都是这样。剧组里没有谁‘藏劲’，每
天到片场都是做好功课来的。你想想，
周围都是高手、老艺术家，谁都怕丢人，
嘴上不说比拼，心里暗暗较劲，以至于
我们剧组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演员拍完自己的戏后，很少直接回房车
里休息，都是在片场观摩其他人演戏，
看是不是还能‘偷学’点啥。演员只有
这样肯上进，才能不断超越自己。”
《人世间》的质感和真诚，突破了年

代剧在性别群体中的壁垒，心底永葆善
良底色的时代故事值得关注。静态的景
别上，从腌酸菜的地缸，到缝衣服用的顶
针，再到掉漆的搪瓷杯子……各种东北
特色老物件的现身，在细节上给《人世
间》做足了在氛围感上的渲染。动态的
细节中，《人世间》展现得更是灵动鲜
活。雷佳音饰演的周秉昆在床上连蹬腿
带蹦跳穿棉裤的逗趣戏码，让不少观众
拍手叫绝。那个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一
件衣服兄弟姐妹轮着穿是当时的常态。
周秉昆一句“妈，你给我织一条毛裤呗！
我姐这太紧”的台词一出，便将当时的生
活常态复现在观众面前。剧中，周母中
风昏迷后，乔母义不容辞地帮忙让观众
纷纷感慨，《人世间》将“远亲不如近邻”
这句老话诠释得淋漓尽致。
《人世间》作为讲述东北故事的年代

大剧，以此为优势，采用工人群体为主视
角，落地的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了过去基
层社会的真实样貌。天津师范大学广播
电视编导系副主任颜彬向记者表示，“我
觉得最大的烟火气不是影像，也不是符
号，而是人情。故事中三兄妹的塑造具
有很强的普适性，骄傲但自私的周蓉，成
功但无奈的周秉义，失落但充满韧劲的
周秉昆，他们各有特色，饱含深情。周秉
昆在剧里排行老三，不如姐姐哥哥优秀，
觉得父母瞧不上自己，却具备了中国人
身上最多的韧性、无奈与生命张力。这
是最有烟火气的。”

这部剧为观众提供了一定的情绪
价值。颜彬表示：“萨日娜老师贡献了
精湛的表演，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周
母几乎是没有什么情节的，而是以一种
‘背景’的形式呈现，直至周母去世。这
种中国式的母爱存在感不强，但爱很博
大。这种情绪价值，将成为观众接受电
视剧的新角度。”

从“养眼”到“入心”

《人世间》用质感和真诚，不仅打开
了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心门，更突破了年
代剧在性别群体中的壁垒。“不忘少年

样，也不惧白发苍苍”——正如同名主题
曲所唱，上至六七十岁双鬓斑白的老年
群体，下至二十岁的青年观众，《人世间》
获得了成熟人群的认可，也赢得了年轻
人的青睐。有网友说：“本想推荐给老
妈，自己却哭得稀里哗啦。”上一辈的故
事，引发了“隔代追剧”的现象。

谈及此，颜彬表示，“某种程度上，我
们高估了代际差异。上世纪60年代、70
年代跟当代在人的情感、情绪上没有根
本上的差异，符号可以勾连过去，但真正
能连接过去的，是可以共通的情绪。每
一个坚韧的当代人，都能从周秉昆身上
找到自己的影子，自卑与好强同在、坚
韧与脆弱同行、乐观与悲观共生，这个
矛盾的周秉昆，何尝不是当下的你我。
当然，影片中除了人物，对家庭的塑造，
那种爱又牵扯着责备、恨又带着不忍、
亲密又带着撕扯的家庭，恰恰是世间的
烟火。烟火从来不是璀璨的，而是无法
烧透的升腾。”

在《人世间》中，人的善良处处可见，
让当代孤独的城市人感受到了那个年
代，同样，亲情，也让年轻人深度沉浸。
颜彬说：“我们向往的是那种埋藏在我们
身体底下的互相牵扯、互相牵挂、互相依
伴的情感期待。年轻一代是矛盾的一
代，既需要这种情感，但又会排斥过度亲
密的、牵扯度过高的同类情感。观众对
电视剧情感的期待，从某种程度上是‘想
象’的，恰恰是这种想象的期待，才会让
观众沉浸感更强。”

其实，《人世间》并非孤例。国产剧
《父母爱情》、韩剧《请回答，1988》、美剧
《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等都曾成功调制出
“让年代变年轻”的配方。李路说，《人世
间》在叙事风格上追求真实，但光影不要
“旧”，要有电影质感，“让观众看过往的
故事，想当下的心事、发自己的心声。”他
表示：“在时间纵深上，体现出人的变迁、
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变迁，在空间处理
上，把握好两个关系，一是艺术真实和历
史真实的关系，二是人性善恶和价值选
择的关系。”

相较于电影，观众为电视剧付出的
时间成本成倍增加，这就要求影视制片
方回归戏剧创作规律，锤炼从“养眼”到
“入心”的能力。去年大受追捧的《觉醒
年代》《山海情》《扫黑风暴》等优质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不为戏而戏，戏就在其
中。《人世间》没有强情节，没有让人欲罢
不能的悬念，它完全靠细节和情感的缓
慢堆积，让观众温暖和感动。李路说：
“大家很喜欢的韩剧《请回答，1988》，它
比我们拍得更缓、更琐碎，却凭借一点一
滴的精良叙事锁住了观众，而且有沉淀、
有回味。这说明好剧的标准是有多个维
度的，通过欣赏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我
们的审美格局也会越来越开阔。”

与当下商业剧的快速画像模式泾渭
分明，《人世间》的模式很有戏剧性但又
不疾不徐，随着更多剧情的推进，角色的
性格才会越鲜活。颜彬表示：“常规商业
作品‘以戏剧情境为核心’的讲述路径，
同时也带来了假定性强的问题，《人世
间》没有把主要的叙事力量放在情境层
面，而是放在了人物塑造和人物命运的
描绘上，这恰恰是这部作品得到广泛认
可的重要原因。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
作品，这无疑是一部经得起时代考验的
佳作。”
《人世间》将烟火气浓浓地笼罩在剧

情之上，用人情味串起时代的脚步。温
暖的故事、美好的光影将人世间的真情，
将岁月的流光溢彩奉献给广大观众，引
起了更多人的情感共鸣，凝聚了更多人
回望来路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