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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玩家吉叔

国风“水舞”尽现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徐雪霏

“海陆空极限摄影师及导演，玩街舞15年、潜水10年、摄影8年、滑雪

6年、高空跳伞130跳，小富即安，以玩养玩。”郭吉勇（网名斜杠玩家吉叔）

说这是对他名字的最好解读。2020年9月郭吉勇在B站上发布了由他创

作拍摄的第一条国风水下舞蹈视频《莲》。《莲》的火爆出圈让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到了水下舞蹈，也注意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85后”水舞导演。

随后郭吉勇多次收到央视等各大平台的邀约，创作了《卷珠帘》《翾》《祈》

《红》《水图》等多部令人惊艳的“水舞”作品。以舞为笔，以水为卷，尽现

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 故事表达
书写最鲜活、最精彩的中国故事

专题片《领航》聚焦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
走过的非凡壮阔历程，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彰显
的强大真理力量，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生动呈现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
活和良好精神风貌。

第一集《掌舵远航》聚焦展现习近平总书记
的无畏担当、人民情怀和非凡韬略。第二集
《科学指南》深刻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该专题片资料
翔实，画面丰富，既有深刻阐述，也有鲜活事
例，既有全局总览，也有感人细节。镜头语言
富有张力，并且包含了上百位受访者的不同视
角，以小切口折射大背景、以细节刻画展现宏
大主题，立体展现了时代发展变革之下祖国风
貌的日新月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武力认为，该
片在宏大叙事方面，除了注意及时的结构转
换、凝练的理论概括和准确语言表述外，还有
大量的内容创新。他表示，“其中使我最感兴
趣的是几乎每一集在出现习近平总书记的画
面时，都有过去所没有见过的生动镜头和同期
声，不仅感到特别亲切，我想也会增加观众对
习近平总书记的睿智和人格魅力的了解。”
《领航》秉持“政论情怀、故事表达”创作风

格，无论是采访的人物、讲述的故事还是表达
的思想在体量上都是巨大的。除此以外，影片
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生动性的统一，因此在艺
术叙事和思想表达上呈现了独特的创意。

制作过程中，《领航》创作团队历时近一年，
参与摄制人员超过600人。拍摄团队分10组赴
全国22个省区市97个乡镇（街道）开展拍摄，行
程4万多公里，采访上百位人物，记录下许多精
彩影像和温暖瞬间。同时，商请总台驻德国、英
国、上海、广州、浙江等15个驻外和地方记者站，
以及直属公司共60余人协助完成拍摄任务。
《领航》总导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

目中心特别节目部主任闫东，他深耕政论类纪
录片创作多年。在闫东看来，“领航”是一个壮
阔、动感、有力量的意象，勇立潮头、无惧风雨、
乘风破浪、奋斗向前，这就是最鲜活、最精彩的
中国故事，“作为纪录片人，我们能够有机会用
心用力用情，去呈现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是
非常幸福的。”

在《领航》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这10年
进行了扎扎实实的重新梳理，闫东表示，这个

视角就是“变化”，“置身时代大潮，我们都处在
伟大时代之变当中”，又更添历史的底蕴与一
个个充满情感的鲜活故事述说10年巨变。

这样的故事，全片有近160个，小故事折射
大时代，更有落地感，也更“走心”。例如在第五
集《改革攻坚》中，影片就用患有“脊髓性肌萎缩
症”儿童仔仔的治疗经历讲述了医疗保障制度
的进步；用进城务工多年的孙忠娜入户广州的
故事讲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在第九集
《美好生活》里，来自偏远乡村、到合肥打拼二十
几年的郑臻，终于与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为了
在照相机镜头前摆出微笑口型而说出的“甜”，又
成为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这些微观视角的介
入，让影片避免了政论类纪录片的说教之嫌，同
时也让思想表达更加立体生动。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
表示，作为政论类纪录片，《领航》要传达深厚
的思想道理，同时也伴随着深切的情感表达。
影片从百姓的视角出发，传达人民对党的深切
情感。例如在讲述栖霞矿难救援的故事中，一
张被困人员写的字条让无数人动容：“麻烦再
送一部电话，作为备用，联系不到你们，我们就
找不到党了！”这短短两行话，传达的是人民的
心声，是生死关头对党的信赖。

武力表示，《领航》做到了凝练的思想理论
与生动的故事展现，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
的完美结合，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长内，既将这
十年的思想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梳理得
特别全面清楚的同时，又避免了一般政论片难
以避免的深奥、枯燥，与百姓生活和切身感受
具有疏离感的局限。片中用大量镜头来展示
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将
会使观众具有强烈的亲切感、被带入感，更容
易被感动，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
的影响。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领航》始终
坚持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讲述这些成
就的基础前提。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体会
到、感受到的物质生活的丰盈，文化生活的丰
富，在居住、医疗、出行、环境等方面得到的便
捷、便利，在安全感、舒适感、开放性方面感受
到的变化和提高，这些都成为本片主创者在确
定故事资源，阐释故事主题时的出发点和归结
点。《领航》因此可以在贯穿主题线索的同时，
让故事讲述成为接地气的、有鲜活生活质感的
呈现过程，也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这一动人表述在现实中得到
印证。

■ 视听美感
史实与诗意辉映呈现中国大美

《领航》十六集，每集30分钟，如何在有限

的时间内实现影像宏大叙事的多元表达，这也
是创作团队思考的问题。闫东表示，“我们不
仅要用影像来讲故事，更要有思辨的意识，要
有哲学的思考。”本片坚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思想+艺术+技术”的创作理念，运用影视技术
的优势和艺术表现手法，使本片画面与音乐交
融，史实与诗意辉映。

片中设计航船、灯塔、道路和二十四节气
等一系列视觉元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影像风
格。片中大量的航船、灯塔意象，这些具有象
征意义的视觉符号贯穿十六集。为了展现片
中“乘风破浪”的引领形象，摄制组还专门赴大
连，在30万吨VLCC货轮上拍摄了7天，从而达
到预期的艺术效果。

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也被巧妙融入，独
有的“文化气质”和“中国美”渗透其中。闫东表
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世界上具有广泛认知的中国文化符号，
它打通‘天地人和’，体现了‘中国智慧’对生态命
运共同体的独到理解，极具情感爆发力。”
《领航》片头采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五大主题雕塑，既庄严大方，又寓意深刻，给观
众营造出历史感、神圣感。为此摄制组72小时
连续拍摄，从角度、光影、形象评估打磨，辅以
后期动画特效以达到预期效果。

武力表示：“该片的片头采用中国共产党
党史馆大门口的群雕，我认为既有汉白玉雕塑
的艺术美，庄严大方；又寓意深刻：这十年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努力奋斗、成就辉煌的十年。这也是该片一
开始就能够抓住观众、给观众历史感、责任感、
神圣感的成功之处。”

胡智锋表示，《领航》大量运用了精微的艺
术影像。作为写意的艺术元素，空镜在《领航》中
显得尤为出奇。从象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金色向日葵，到代表中国高速发展的复兴号列
车，再到代表伟大征程的浩瀚星空和江河湖海，
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镜头不仅展现了中国式
的浪漫写意，也呈现了大国形象的恢弘气派。

另外，在创作中，《领航》创新呈现方式，努
力让镜头语言表达更有张力，让受众观赏体验
更为丰富。该片引入“天眼看中国”全新视角，
采用高分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运用目前国际领
先的全4K超高清实时三维渲染引擎，保证了三
维动画影像的逼真写实。片中大量出现的航
拍摄影、显微摄影、水下摄影以及航空摄影，不
仅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纪录片的表达形式，也
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

闫东介绍，他们还对部分老旧素材进行了
4K修复。“十年来，技术上又有很多变化，不同技
术指标的素材搁在一起，就显示出距离感了。
我们的修复，不是去改变画面的真实性，而恰恰
是在色彩上、在内容上，更加准确、更加真实。”

另外，配乐、音效以及歌曲演奏等艺术化音
乐形式的使用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主题歌《今
朝》唱出了人们心中的美好与感动。这首歌由中
央音乐学院俞峰院长担纲演奏总指挥，中央音乐
学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集
体行动，160人组成的演奏队伍，他们用自己对党
和祖国最真挚的感情唱奏出了每一个音符。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盛松表示，“每当
专题片《领航》以其大视野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
国家叙事后，主题歌《今朝》便会以其安静祥和、
沁人心脾的姿态将词义娓娓道来。在自身个体
微观的切入和整体宏观的表达下，歌曲以极具抒
情性的表达方式不断沟通着电视观众的内心情
感，让人们从艺术的角度获得了对专题片的深入
理解与深刻领悟，进而迸发出对党和国家最为崇
高的赞美之情。”

在《领航》中，音乐作为不可或缺的创作元素
融入其中，例如：第一集的插曲《我爱你中国》；第
三集插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
给党听》《我们是共产党员》《好花红》《领航》等经
典歌曲贯穿，党和人民心连心的血脉深情直抵人
心。武力表示，除了片尾的主题歌歌词内涵意味
深长、令人回味并烘托气氛，使音乐达到高潮外，
几乎每一集都有插曲，或配合各集的主题，或传
达理论和故事之外的意蕴，或引发观众对歌曲历
史的回应，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 社会反响
个性化多屏互动有效影响不同圈层

《领航》于10月15日圆满收官，截至10月16
日，《领航》网络触达人次55.1亿，全网相关内容点
击量超26.4亿，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超13.6亿，
登上热搜热榜125次，成为近年来网络舆论场影
响最广的大型政论片，取得全网传播新突破。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是《领航》的
一项重要任务。在正片创作的同时，还联合
CGTN同时创作了三集《领航》国际版，每集30分
钟，面向海外观众翻译成多个语种，通过CGTN
与国内版同步播出。
《领航》融合传播在中央网信办大力支持下，

全面合作央视新闻、抖音、快手、哔哩哔哩（B站）、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量体裁衣”定制个性化内
容，精准投放、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传播效果最大
化。如在抖音平台，“热血MV今朝唱响家国情”
这一《领航》主题曲相关话题登上热榜，获得了超
千万的热度；在微博平台，央视新闻引用“领航”
话题推出了一系列短视频，“张桂梅说学生走得
比我好就足够了”“土豆院士说扶贫也要扶智”
“抗美援朝老战士含泪讲述被救场景”“张定宇说
要用剩余时间拼命奔跑”等视频播放量均突破百
万级别，转、评、赞均达到较高数量，网友们也纷
纷在转发区和评论区回复“致敬”，字里行间流露

出满满的感动。
另外，《用混凝土浇筑的金牌》《“剪”出来的世

界冠军》讲述青年人物的短视频，《八旬老艺术家
夙愿成真》《“神兵”配“战歌”》竖屏短视频等产品，
以平台个性化的故事表达，极具感染力，有效影响
了不同圈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
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表示，《领航》融合传播也充
分关注大屏小屏的互动互哺、链接联动，形塑多屏
互动的“传媒综合体”，打造内容循环新生态。除
大屏播放正片外，在小屏端投放4分钟精华片，符
合当下移动化、碎片化的用户习惯；并且依托短视
频平台庞大的用户群体，以及交互式、即时性的传
播优势，《领航》系列短视频可以在国内外新媒体
端立体化呈现中国的巨变与腾飞，发出中国声音，
表达中国立场，展现中国态度，成为对外传播的重
要载体。

冷凇认为，《领航》借助短视频交互、开放、共
情的传播特点，削弱了“审美代沟”与“接受壁
垒”。“武大靖说拼一拼梦想就能实现”“‘95后’美
发世界冠军说每人都能成工匠”等话题以全新的
包装手法量身定制，用年轻人的文化语境和精神
内核重新叙事，制造令人耳目一新的流量燥点，突
破小众圈层，向更多元群体渗透。

胡智锋表示，纪录片《领航》的规模之大，内容
之丰，制作之精，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众多启示。
在创作动力上，《领航》的主创人员带着饱满的人
民情怀，带着对党、对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的信仰
从事创作，并在影像的叙事中通过情感表达道
理。正是因为对于党的政治理念的高度认同，才
使得这部影片实现感性和理性上的情理认同。在
创作积累上，闫东导演团队深耕政论类纪录片创
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与影像资料，正是
这些积淀为影片的艺术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创作功力上，影片的团队实现了政治表达和艺
术形式的平衡、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平衡、思想性和
艺术性的平衡、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一个平衡、记录
和表现的平衡。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忠波教授表示，
《领航》在二十大到来之际推出，书写新时代十年的
辉煌成就，以自豪且激昂的姿态迈向新征程。这部
专题片借由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发展态势
和时代主题，强化集体记忆，深化国家认同，增加民
族自豪感，又挖掘和开发出新的政治美学形式，使
得新时代十年发展进程在真实影像中实现了提炼
和升华，提升了专题片的美学文化吸引力，是一部
思想性、艺术性、生动性相统一的力作。
《领航》全景式展现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年来取得的辉煌
成就，形象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原创性、深刻性、系统性。影片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仅实现了多维价值的深刻
表达，也为新时代政论片树立了新的标杆。

南宋名画在水下“活”了起来

记者：您近期创作的水舞作品《水图》在央
视播出后，再次火爆出圈，您能分享一下创作
这部作品的幕后故事吗？

郭吉勇：这是我们第三次与央视合作了。
说句玩笑话，每次和央视合作完，我感觉我都被
“扒了层皮”。因为央视对每个节目的要求都非
常高，最终的呈现效果必须要惊艳，而且不能重
复使用同样的技术，一定要有所创新，让观众能
感受到新意，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是绞
尽脑汁，希望能够做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和央视沟通创作方
案时，他们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画面的整体
色调要“明媚且鲜艳”，就这五个字一下子就
把我给难住了。看过我作品的朋友应该了
解，我之前拍摄的水舞作品画面都是很暗的，
一是为了更好地隐藏掉水池的边缘，以免穿
帮：二是营造出一种深邃悠远的感觉，增添作
品意境。这次央视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一次前
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解决画面色调的问
题，我和团队前后沟通了十多种方案。最终，
我们决定在水下搭建一幅长15米、宽8米的
“黄色卷轴”，卷轴之上再用蓝色纱幔模拟水
纹形态，让舞者在画卷上起舞，体现出不同水
图的力量感，并将每段描写水的姿态拟人化
呈现，让这幅尘封 800 多年的南宋名画《水
图》在水下“活”起来。

记者：水下舞蹈拍摄的难点在哪里？
郭吉勇：在正式拍摄前，我们要做很多准备

工作，确定音乐、编舞，在水下测试舞蹈动作的可
行性，对舞者进行下水前的培训，同时我们还要
对水下布景和道具进行反复调试，最后一步才
是正式下水拍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拿《水图》来说，三位舞蹈演员全都不会潜
水，所以我们要“从零做起”，先对他们进行潜
水培训，让他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在水中自如地

舞动。特别是有一段8个八拍的舞蹈动作，需
要演员连续在水下跳近一分钟，即使经验丰富
的水舞演员也很难完成。

同时，三人水下齐舞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
是在水中其实是听不到音乐的，这就要求他们
心中要有节拍，同时还要有高度的默契，这只能
靠演员们日复一日地反复练习。在拍摄的一个
多月里，团队的所有人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最终
能够将《水图》这个作品以完美的效果呈现在观
众面前，也算是对我们这份付出的最好回报了。

记者：您希望通过《水图》这个作品向观众
传达些什么？

郭吉勇：如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虽已和传
统渐行渐远，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对我们而言
毫无意义。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有太多太多

优秀的传统文化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线里，我
希望用创新的水舞形式，借助央视的平台，让更
多人通过《水图》感受到中国绘画艺术之美。这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

让全世界看到国风水下舞蹈

记者：当初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开始想要拍
摄水下舞蹈？

郭吉勇：2019年，我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
法国艺术家JulieGautier的水下舞蹈《海女》，一
下子触动了我。我练了15年舞蹈、10年潜水和
8年摄影，我想或许可以把我的这些爱好结合
起来，派上用场。刚开始一切都得靠自己一点
点摸索着来，没有专业的设备和团队，只有我、
演员和安全员3个人，拍一些简单动作。为了

拍出更好看的画面，我走遍了全国的潜水基地，
寻找适合拍摄的场地，希望能创作出更好的作
品，让大家领略到极致的水下世界。

通过不断尝试，终于在2020年9月，我完成了
自己的第一部水下舞蹈作品《莲》。没想到这个视频
在网上一下子就火了，就连歌曲原作者张艺兴都给
我点了赞，这让我一下子有了坚持做下去的信心。

半年后我拍摄了第二部国风水下舞蹈作品《卷
珠帘》，这次的反响比第一次还要大，媒体报道，网友
转发，还接受了央视的采访，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
好像飘在天上一样。后来，我又陆续创作了水下洛
神赋《祈》，向革命先烈致敬的《红》，双人敦煌壁画水
舞《飞天》，以及由金晨、张傲月、冰舞运动员王诗玥、
柳鑫宇来演绎的《青春风暴》等。

记者：在您拍摄水下舞蹈的几年里，哪段经

历留给您的印象最为深刻？
郭吉勇：其实每段水下舞蹈的创作过程都给

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因为每次的拍摄都非常
的不容易，我想即使等我老了，再回想起人生的这
段旅程，依然会觉得往事如昔。

比如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我和舞者张娅姝首次合作，创作了《红》。我当
时组建了27人的拍摄团队，三天两夜泡在水里20
几个小时，反复下潜400多次，最终才完成了这次
拍摄。在喊出杀青的那一刻，我感觉我全身的力
气都被瞬间抽走了。但在看到《红》最终呈现出来
的效果时，我感觉一切都值了，水中张娅姝充满力
量的舞蹈，与五面赤旗交相呼应，让我们所有人的
心中都充满了感动。当年先辈喊出的那句“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百年后的今天
实现了。我们如今享受的美好生活都是靠他们奋
斗牺牲得来的，作为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我也想用
自己的力量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这也是我坚持
水舞的初心，我想用创新的方式来重新演绎祖国
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让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在他们的心中扎根开花。

记者：下一步您还有怎样的拍摄计划？有给
自己的未来设定一个目标吗？

郭吉勇：其实最近我刚刚拍摄完成一个我个
人很喜欢的作品，很快也会在B站等网络平台上
发布，就是《瓷魂》，这部作品通过水下舞蹈演绎了
瓷器诞生的整个过程。瓷器的英文是china，因此
《瓷魂》也代表了中国人浴火重生的民族之魂。

拍摄水舞以来，我创作的主题都以国风为主，
因为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曾经，我给自己定下过一个目标：“未来，我
要把国风水下舞蹈拍给全世界看！”为了这个目
标，我希望我可以走得更远更久。接下来，我想尝
试拍摄水下舞剧，让水下舞蹈不再只是一个个简
短的片段，而是用一种更加完整的艺术形态来呈
现，让中国之美以水下舞剧为载体，传播到世界的
各个地方。

追踪热点

主对话up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宣部联合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等单位共同摄制16集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该片

一经上线便成为人们不断热议的现象级政论佳作。

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

记录非凡十年的伟大与温情
本报记者 张洁

网友评论：“因为亲身经历，所以记

忆深刻；因为共同走过，所以更知不易。”

专家表示，《领航》以大气磅礴的气势、

丰富多样的影像、感人至深的细节、精

巧流畅的表达，带给观众强烈的思想说

服力、情感冲击力、艺术感染力，是新时

代政论类纪录片的又一成功标杆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