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悬疑探案剧《唐朝诡事

录》在爱奇艺平台播出。该剧凭借

人物的奇谲、案件的奇诡和视效的

奇观，呈现出情与理相合、奇与真相

融的艺术风格，探寻了唐代的怪谈

珍闻，引发观众的畅想与好评。

《唐朝诡事录》小说原著作者魏

风华出任该剧编剧，剧集延续了小

说底本的奇幻诡异风格，融合了宫

廷轶事、仙魔怪谈、幻术道法和异域

传说等元素。他曾出版历史畅销书

《抗日战争的细节》，后转型电视剧

编剧，与著名导演郭靖宇合作，创作

了《勇敢的心2》《大侠霍元甲》。谈

到热播的《唐朝诡事录》，他说：“写

实的唐朝与奇幻的唐朝并不矛盾，

剧中一些角色有历史原型，但并不

是还原历史，我想创造一个文学真

实和审美意义上的唐朝。它还是一

部向段成式等唐代志怪先贤致敬的

作品，《唐志怪》和《唐传奇》是伟大

的文学瑰宝，更是我们文学传统中

极重要的一条源流，希望这部剧能

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们的诡谲高妙。”

在这部剧中，主人公卢凌风是

长安金吾卫中郎将，有极强的破案

能力，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拜狄仁杰

为师。而苏无名虽然家道中落，却

是狄仁杰亲传弟子。两人为了共同

的目标“被迫”组队屡破奇闻诡案，

终成最佳搭档。剧中也呈现

了唐朝的婚嫁、行旅、美食

等时尚生活，当时人们爱

吃樱桃，迷恋香料，收藏

古董，崇敬士族，这些元

素构成了案件的一个个

细节。与此同时，唐朝

奇绝的景观、诡异的野

兽、真假难辨的幻术，以

及星罗棋布的108坊、参天

楼等具有东方美学的场景，都

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沉浸式的观剧

体验。

《唐朝诡事录》在类型上属于悬

疑探案剧，悬疑是势，探案是术，而

如何走向盛唐才是这部剧的内核。

魏风华说：“我们想构造一个奇诡但

可亲的大唐，它存在于时光深处，那

里有一个即将到来的开元盛世，那

里的一切都充满生机。观众在故事

的大唐里，跟着主人公去生活、行旅

和探案，去畅游唐朝的山水，体会唐

人的勇毅、乐观和自信，也许就是这

部剧的现实意义所在。一句话——

千山万水，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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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之歌》《牡丹之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等歌曲作者吕远

他的音乐里永远充满阳光

文 王建柱

拨通电话，我又听到吕远那熟悉

的东北口音，只是语速缓慢而吃力。

虽然年事已高加之生病，但他依然挚

爱和留恋着音乐，关注着音乐创作事

业。这样一位见证了新中国音乐发展

的老人，写出佳作无数，究竟有着怎样

传奇的经历？然而当我走进他的书

房，问起他的人生，他却轻描淡写地只

说了一句：“我没有太多故事。”他的一

生有过坎坷与波折，但却始终没有浇

灭他对于音乐的热爱。音乐是他的一

切，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是他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

走遍祖国大地

吸收民族音乐精华

吕远1929年生于辽宁丹东，在他
的童年记忆中，县城里很多商号的牌
匾都是他父亲题写的，他对文学的浓
厚兴趣和对历史的认知都来自父亲的
启蒙。读小学期间，父亲为他请了家
教，教古文学和新文学。后来吕远在
矿山学校学采矿冶金，但他更喜欢音
乐，在学校的乐队弹曼陀铃、拉小提
琴，当时的救亡歌曲、地方戏曲都给他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报纸上发表
诗歌、散文，又学着谱曲，还写了校

歌。1946年，他参加了解放区宣传队
的演出活动，业余时间创作革命歌曲。

1950年，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
吕远到东北大学深造，学习音乐理论，
也有机会去民间采风。那时候没有录
音录像设备，他就用笔记录、靠脑子记
忆，吸取养分，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
己的创作源泉。他回忆说：“我最早学
西洋音乐，对西方文化有些盲目崇
拜。后来我们经常去采风，学习传统
音乐，感受到它的博大，才发现自己知
道的东西太少了。思想上有了转变，
逐步形成了民族音乐美学观。我觉
得，离开了民族传统，我们一无所成。”
吕远痴迷于京剧、豫剧、吕剧及各

地民歌，将其精髓融入内心，随时可以
奔涌而出。他走遍祖国各地，不论在
雪舞冰封的工地、还是在波翻浪涌的
海岛，不论在风和日丽的乡村，还是在

飞沙走石的油田，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他所构思的每一部作品，总是力
图选取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题材，
去表现人们内心的感受，并体现出我
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他认为，只有在
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音乐
的技法进行创作，才是中国作曲家的
根本出路，其歌曲才能得到人民群众
的认可和喜爱。
吕远音乐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题

材宽广，风格多种多样。从地域来讲，
有《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
安岭》《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从自然
生态来看，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牡丹
之歌》《长江组歌》；从涉及的行业来
说，有《回收工人之歌》《人民海军之
歌》《武警进行曲》……可谓既写人文
地理，又颂自然生态，各行各业都留下
了他的创作印迹。他不仅擅长谱曲，
也可以写词，由他本人填词谱曲的作
品达几百首。正是由于吕远有着扎实
的生活根基和艺术家的聪慧敏感，才
使得他的词与曲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与吕文科搭档产生默契

《克拉玛依之歌》成经典

1954年的一天，吕远在长春一汽
工地上遇到了吕文科。此时两人都在
建工部文工团，一个搞创作，一个是独

唱演员。两人的首度合作是《马车夫
之歌》。吕文科向吕远学习东北民间
音乐，学唱二人转，用歌声塑造出汽车
厂工地上拉沙工人的形象，真实且生
动。此后，吕文科又用歌声将吕远的
《哪儿来了这么个老货郎》演绎得活泼
有趣，深受农民兄弟喜爱。

几首歌合作下来，吕远和吕文科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志趣相投，
一个不停地写，一个不停地唱。吕远
说：“从认识到熟悉有一个过程，开始
我对吕文科的音色、音高、音域和性格
都不是很熟悉，后来合作多了，产生了
默契，我写曲子时就有了针对性，可以
说很多歌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走上
这高高的兴安岭》《祁连山的回声》《在
也门的晚霞中》《再见吧，第八个故乡
（湛江）》等歌曲都是那个时期他们合
作与友谊的见证。
《克拉玛依之歌》的创作很有一番

戏剧性。此前西方认为中国是贫油国
家，然而李四光坚信中国有石油！果
然，石油勘探队于1955年在新疆克拉
玛依发现了油田，消息公布后，吕远回
忆：“那时我只听说油田在克拉玛依，
并不知道具体位置。凭着一腔热情，
想要为油田写一首歌。”

不久后，他被下放到兰州炼油厂
劳动锻炼，知道了很多关于克拉玛依
的具体情况，据此创作了长诗《一个党
员的手》、歌曲《克拉玛依之歌》。三个
月后，他调回北京，把《克拉玛依之歌》
交给吕文科试唱。1958年，这首歌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迅速红遍
祖国大地，人们第一次认识了吕远，也
因为这首歌的魅力，吸引了许多开拓
者去了新疆。

直到1985年春天，吕远才第一次
踏上克拉玛依的土地。那一年恰逢克

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30周年，看着天山
脚下崛起的新城，他惊叹不已——这一
切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着迷流连。他
满怀激情再度创作了《克拉玛依新歌》：
“戈壁建成了石油基地，准噶尔盆地是一
个宝库，你是宝库的金钥匙，大西北是奔
驰的骏马，你就是那马群里那金色的千
里驹……”

吕远成为克拉玛依市第一位“荣誉
市民”，他说：“这一荣誉对我来讲无比珍
贵。当初我并没想到有一天克拉玛依真
的会出油，并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是
千千万万克拉玛依人创造了这一奇迹！”
2008年9月，克拉玛依市成立50周年之
际，吕远将自己珍藏的《克拉玛依之歌》
手稿捐赠给克拉玛依市政府。

上世纪80年代

他的作品响彻大街小巷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吕远继
续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泉水叮咚响》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牡丹之歌》《我
们的明天比蜜甜》《愿作蝴蝶比翼
飞》……这些作品几乎响彻大街小巷，一
段段动人的旋律至今仍在亿万人心中、
口中传唱。
有人说吕远的作品成就了很多歌唱

家——《八月十五月儿明》成就了郭兰
英、《克拉玛依之歌》成就了吕文科、《牡
丹之歌》成就了蒋大为、《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成就了于淑珍……但吕远坦言：
“我要纠正这个观点，不是因为我的作品
好歌唱家才走红，而是时代的呼唤，必然
会出现好的作品。就算我不去写，别人
也会写。要说好，是那些歌唱家恰到好
处地演绎了这些作品，被广大群众肯定，
从而也就肯定了我们作曲家。所以我们
应当感谢歌唱家的出色劳动，如果没有

他们的成功演绎，作品仍停在纸面上。
当然也包括乐队、合唱队、舞美以及电
台、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更
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我只是作
品中的一个部件而已。”

提起独具代表性的《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吕远回忆，那是在一次审查节
目时，他听到了于淑珍唱歌，觉得这个姑
娘的嗓音很有特点，于是对她说，如果有
机会，想为她写一首歌。于淑珍把这句
话记在心里，最终两人有了那次成功的
合作，而于淑珍也因为这首歌被全国观
众所熟悉。
“我创作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以社会

效益为目的，让人们得到鼓舞慰藉，我很
知足。”吕远的作品始终在表达他的追
求：一是为祖国服务；二是让群众喜欢。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宣传员、创作员，我
的一生有70多年都是在完成党和国家
交给我的创作任务，我生活在群众中，想
他们所想，写他们所需，歌曲是为时代和
人民服务的，歌曲经典不经典，人民群众
说了算。”
满头银发的吕远仍没有停止前进的

步伐，人们依然可以看到——歌剧《秦始
皇与万里长城》的排练现场，他跑前跑后
忙忙碌碌；为了“长城之春中外友好作品
音乐会”，他给外国艺术家谱写新作；受
聘为北京“海娃幼儿口琴乐队”音乐顾
问，为孩子们普及音乐知识。
他已年逾九旬，这几年老是住院，出

院时医生给他关了“禁闭”，嘱咐他既不
准出屋门，也不准会客，只能在家静养。
他遗憾地感叹，身体的“零件”已经老化
得不行了，时不时就“罢工”，多种病痛交
织在一起困扰折磨着他……但他仍不肯
放弃音乐事业：“我虽已到暮年，但仍有
很多要写的歌没有写完，我还想奋力多
写些东西。”

讲述

印 象

畅游唐朝的山水
体会唐人的乐观

魏风华 映照出别样唐朝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唐朝诡事录》很重要的写法，就是
把唐志怪留下的线索化为故事开局的引
擎。比如“长安红茶”这个单元，整个案
子的引子或者说序幕，就来自于唐朝人
牛肃所著的志怪笔记《纪闻》。当中有一
个记载，说在河南某地，一名新娘出嫁时
被歹人劫持。这个单元故事除了渲染当
时复杂的朝堂背景外，还勾勒出苏无名
和卢凌风两个主人公最初的状态。
“甘棠驿”并没有具体原型，不过，考

虑到唐人志怪笔记里很多诡异的故事都
发生在驿馆，这是唐朝志怪的一个类型
元素，所以，如果缺少一个这样类型的故
事，就不太完美了。唐代真的有甘棠驿
这个地方吗？诗人刘禹锡写有《题寿安
甘棠馆二首》，杜牧有《题寿安县甘棠馆
御沟》，很多官员、诗人都入住过，预示它
处于要道。剧中主人公一路南下，在路
上如果不发生点儿什么，从叙事和结构
的角度来看也不太对劲儿。这个故事被
分成两半，后来主人公重返驿站，解开了
疑团。
唐人的志怪笔记里有大量关于诡异

梦境的故事，比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
写过一篇《三梦记》，讲述人间最奇异的
三种梦境：一是一个人闯入另一个人的
梦境；二是一个人所经历的事在另一个
人的梦中出现；三是两个人所做的梦是
相通的。构思《唐朝诡事录》时，我想一
定要有一个关于梦境的案子，所以写了
“黄梅杀”，它的线索来自唐朝志怪笔记
《河东记》。在一个梅雨天，梦境、幻想和
现实的边界被打破，生活突然发生逆
转。我喜欢这个故事所散发出的气息，
略有遗憾的是，故事里的人物有点儿少。
《唐朝诡事录》还参考了唐朝的一些

奇闻，比如“参天楼”中出现了会飞的机
械木鸟。这并非夸大其词，唐朝确实有
许多能工巧匠，据记载，有一个叫杨务廉
的人，曾在沁州街市内“刻木为僧”，简直
匪夷所思。

幻术被认为是唐朝的标签性元素，
那些诡异的幻术师是一个又一个的梦幻
制造者。由于太过惊险，唐高宗一度禁
止了幻术。《唐朝诡事录》按唐人志怪笔
记所记，展现了一些当时有代表性的幻
术，比如在“参天楼”中复原了幻术大会。
“石桥图”中的墨疯子出自《酉阳杂

俎》，是两种毒虫的合体，善于钻入人体，
再化蝶而出。此外，剧中的奇怪植物除
了人面花，还有西域幻草、波斯豹黄和血
蚕树等。这些素材最终编织成一个写实
和奇幻相交融的唐朝。

《酉阳杂俎》等唐代志怪笔记

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无穷想象

记者：最早写《唐朝诡事录》时，想过要把它拍

成网剧吗？

魏风华：2017年夏天，我跟郭靖宇导演在上
海写抗战传奇剧《勇敢的心2》。当时是边拍边
写，有一天晚上聊天，我说我出了一套书，叫《唐朝
诡事录》，是对以《酉阳杂俎》为代表的唐代志怪笔
记的解读。郭导说这个好啊，有机会可以把它影
视化。我有些顾虑，因为它毕竟不是小说，也没有
贯穿全篇的主人公。郭导说没有关系，一定能找
到一个切入角度。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打动郭导
的是书中的奇闻怪事，在映照出一个别样的大唐
的同时，还下接民间，上达朝堂，给人以无穷的想
象。回到北京后，2018年，我又跟着郭导写了《大
侠霍元甲》。其间郭导的长信公司从我的出版商
上海读客那里购买了《唐朝诡事录》的版权，决定
开发这个项目。

记者：您对改编剧本有顾虑，创作时顺利吗？

魏风华：最开始是想做四部网络电影。大约
在2019年，我写完了剧本初稿。2020年9月，郭
导给我打电话，说要做成36集以志怪为线索的悬
疑探案剧，因为平台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要在当
年10月底开机。我有点儿蒙，时间太紧了，肯定
会手忙脚乱。不过结果正相反，整个剧写得非常
顺利，10月份开机时已经有10集剧本了。36集剧
本只写了五个月，对一部讲求逻辑和布局的悬疑
探案剧来说，很不容易。我写完初稿以后，郭导进
行了修改和调整，让故事和人物关系更为极致，节
奏也更快。这个剧在叙事上，民间和朝堂是紧密
关联的，非常繁复，有郭导的把控和保驾护航，保
证了《唐朝诡事录》的精彩度。

记者：剧本完成之后您有哪些收获和感悟？

魏风华：剧本的主题、人物、故事、叙事、结构、
细节、节奏，以及台词等当然重要，结构即人物，人
物关系的变化产生故事，而人物的动机和选
择推动故事的发展。但这些只是基础，
对于编剧来说，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
跟故事里的人物建立起超越时空的
联系。就是说，当我下笔的时候，
剧中的卢凌风和苏无名已经在另
一个平行时空里存在了。接下
来，我不是在塑造人物，而是去擦
亮和点燃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反对塑造人物这个说法。人家已
经存在了，你塑造什么？而且，仅仅擦

亮人物还不够，还必须用作者的笔，让这
个人物完全地活起来。
记者：拍摄时去探班了吗，有哪些难忘经历？

魏风华：这个剧是在横店拍摄的。柏杉导演
拍摄悬疑剧特别有经验，除了大家熟悉的抗战传
奇剧外，实际上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剧就是《神探
狄仁杰前传》。杨志刚老师扮演的苏无名，就是我
写剧本时心目中的那个苏无名，他收放自如的表
演给这个剧增色很多。还有就是杨旭文扮演的卢
凌风，这个角色来自世家大族，带有天然的高傲，
杨旭文把卢凌风的气质拿捏得很准。因为《唐朝
诡事录》的主人公和主线非常集中，所以前期没有
开B组，而是按照单元顺序，由一个剧组来完成拍
摄。到临近尾声时才开了B组。整个过程确实是
精益求精，比如很多奇观和场景，鬼市地宫、参天

楼、寒山，都是实景搭建的，有的花了几百万元搭
一个景，几天后拍完必须得拆除。整个剧拍摄了
差不多七个月，杀青时已是2021年5月了。

唐朝人爱吃各种水果

域外客商把香料带进长安

记者：这个剧以唐代志怪笔记为线索，这样的

角度和题材以前是没有过的，能否谈谈您的创作

灵感，搜集了哪些素材？

魏风华：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悬疑探案剧，更
可以说它是一个志怪探案剧。36集的篇幅，八个
单元案，或多或少能在唐代志怪笔记中找到线索，
有的线索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提供了一个切
入故事的物证或角度。比如，《酉阳杂俎》中记载
了“人面花”的传说，原文只有34个字，说的是在
大食国西南千里之外的山谷中，生长有一种奇异
的花朵。在此基础上，我们以洛阳为背景，写了
“人面花”案。“鼍神案”的灵感线索来自《独异志》
中赴任渡河的记载，“石桥图”的灵感线索来自《酉
阳杂俎》中对一幅名画的记载，“长安红茶”的引
子来自《纪闻》中的新娘失踪案，“黄梅杀”的线索
来自《河东记》中的梦境故事。“甘棠驿怪谈”和“参
天楼”没有直接线索，但运用了很多唐代志怪的元
素，比如驿馆怪谈、幻术大会、机械飞鸟等。唯一
特别是“众生堂”，它跟唐代志怪没什么关系。

记者：提到唐朝就会想到长安城，这部剧是如

何还原这座古都的？

魏风华：隋唐时代的长安城，是隋朝建筑大师
和城市规划学家宇文恺设计的。他结合地势，也
就是有六道隆起的像小山坡一样的梁子进行布
局，跟八卦里的乾卦和六爻相对应。六爻里的九
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九三之位在各重要机
构办公的皇城，而在非常尊贵的九五的位置，建造
了玄都观、大兴善寺以镇之。所以，在《唐朝诡事
录》的世界中，我们进行了如下设定：隋朝末年，两
寺观之间的洼地越陷越深，渐成一个地下世界，剧
中鬼市的入口就定在玄都观的后身。也就是说，
鬼市本身是奇幻的，但同时又有着历史依据。

记者：很多观众会关心唐朝人的生活细节，在

这方面这部剧提供了哪些信息？

魏风华：比如在《唐朝诡事录》中，讲到发公主
爱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唐朝时中外交流频繁，
樱桃、葡萄、石榴、荔枝以及外来的撒马尔罕的金
桃都受到长安贵族的喜爱。当时樱桃可以说是
“水果之王”，有樱桃宴、品樱会这些主题聚会宴
饮。李家皇室在大内开辟了樱桃园，向大臣赐樱
桃成为皇家惯例。《唐朝诡事录》中还多次提到了
香料。香料在唐朝属于生活必备品，唐朝人对香
料的迷恋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贵族聚会、诗人
读诗都离不开香料。唐朝进口香料种类繁多，除
本故事中的龙脑香外，还有紫藤香、苏合香、安息
香、青木香……域外商人把名贵香料带进长安售
卖，赚了很多钱。

苏无名是一个探案高手

也是博物学家和生活家

记者：这部剧的人物塑造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能否谈谈您的构想？

魏风华：《唐朝诡事录》里的探案组一共六个
人：卢凌风、苏无名、裴喜君、樱桃、费鸡师和薛
环。其中，卢凌风是基于唐朝时某个人物原型加

工而成的；裴喜君、樱桃和薛环是虚构的；苏无名和
费鸡师在唐朝的志怪笔记上确实出现过。故事中的
苏无名，家道中落，进士出身，是狄仁杰的弟子，博闻
强记，善观察，重细节，长于推理，整日沉迷于案情，
对江山社稷这等大事毫无兴趣。卢凌风跟苏无名恰
恰相反，他出身超级士族——大唐的“崔卢李郑”四
大高门，靠门荫入仕，为人高傲不羁，以建功立业为
己任。两个价值观完全冲突、相互看不上的人，却因
一起案子而被“捆绑”到一起。他们从长安到南州，
到宁湖，再到洛阳，最后回长安，带着成员包括裴喜
君、樱桃、费鸡师和薛环的探案组，在探破一起起奇
诡案件的同时，体察到民间的疾苦，意识到走向盛唐
的重要性。卢凌风和苏无名的人生轨迹是完全相反
的，一个由下而上，一个自上而下，两人轨迹重合的那
一刻，也是他们顿悟时事、相互理解的开始。最后，
苏无名初步具有了师父狄公那样的天下情怀；而知
晓民间疾苦的卢凌风也懂得了社稷即百姓的道理。

记者：历史小说中有苏无名这个人吗？

魏风华：唐朝人牛肃写了一本志怪笔记叫《纪
闻》，里面有一则故事，主人公就叫苏无名，官职是湖
州别驾，相当于湖州的二把手，后来在长安等候新任
命时，帮武则天破获了太平公主家的失窃案。历史
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是一个谜团。作为探案高手，
他又生活在武则天到盛唐这段时期，那么从文学的
角度去看他，他天然就带着狄仁杰的影子。但在《唐
朝诡事录》这个剧里，他最初并没有狄公那样的以社
稷为己任的情怀，只陶醉在跟案情有关的世界。后
来，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人物开始成长。

在苏无名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影子，那就是唐
代志怪作家、博物学家段成式。他所著的《酉阳杂
俎》是一部有关唐代志怪的百科全书。段成式本人
博闻强记，热爱生活，举个例子，有一年他去赴任，路
过蔡州时，见路边有一种从没见过的小草，于是立即
下马，蹲下来耐心观察。在剧中，我们就复原了这样
的一个情节。可以这样讲，苏无名是狄仁杰加段成
式。换句话说，《唐朝诡事录》中的苏无名是一个具
有博物学家和生活家品质的探案高手。

魏风华谈《唐朝诡事录》

把唐志怪的线索
化为故事开局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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