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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 展示群众艺术舞台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头发全白的老者与梳着牛角辫儿的幼儿园小娃娃，正在进行演出前最后的合奏排练；知名票友

和民间舞蹈高手一同下乡进行志愿演出；不习惯化妆的小男孩在幕布背后撅着嘴被妈妈涂粉……

在天津群众艺术馆的视频号“文艺创作部”中，各种各样的群众艺术舞台幕后花絮是点击率最高的

内容，这些短视频捕捉了天津文艺爱好者的后台趣事，记录了群文舞台的精彩瞬间。短视频出自天

津群众艺术馆王岩之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让老百姓对群文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感。

别样解读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近日，在无数“典迷”的期盼下，终于迎来
了《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在借鉴第一季的
成功经验上，第二季节目在叙事方法、表达手
段及舞美呈现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用多舞
台、多空间、沉浸式戏剧和古今对话的方式讲
述典籍故事，对话华夏先贤，以独特视角讲述
古籍的前世今生，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在《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首期节目中，被
誉为中国典籍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有着
“万书之书”之称的《永乐大典》被打开。《永乐
大典》成书于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先后
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全书共两万两千
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并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
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汇集古
今图书七八千种。无数先人为这部书殚精竭
虑、呕心沥血，而这次《永乐大典》的故事就要
围绕由段奕宏饰演的“布衣都总裁”陈济展开。

陈济自幼喜好读书，读遍天下典籍，过目
不忘。爱书如命的他，常常将父亲给他的钱用
来买书，“啃书”又“啃老”的他也因此常被人称
为“傻子”。陈济立志修书，决心要拜学者谢应
芳为师，在他门前一守就是数月。但想要修书
又谈何容易，谢应芳生于乱世，修书他等了一
辈子，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幸而年至九十等来
了陈济。因此他劝诫陈济，修书非一人之力可
完成，需要一个机会，要坚定地等下去。终于
在陈济四十岁那年，明成祖朱棣看中了他的才
华，钦定他为《永乐大典》“都总裁”，统领群儒，
入文渊阁修书。陈济虽为一介布衣，可他博览
群书，学识渊博，《永乐大典》修纂期间凡有咨
问，陈济援据精详，洞究始末，博而有要，因此
大家都心悦诚服地称他为“两脚书橱”。
《永乐大典》修纂历时五年，陈济终于完成

了他一生的梦想，也圆了恩师的夙愿。《永乐大
典·凡例》中写道：“庶几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
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一部集先贤智
慧和无数典籍于一体的“万书之书”自此诞生。

只可惜这部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类书，在后世却屡遭劫难，几经散佚，至今只留

下嘉靖副本四百余册，散落在世界各地。在一
代代中华藏书人、护书人的努力下，《永乐大
典》“珠还合浦，历劫重光”的故事仍在继续，而
现今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224册《永乐大
典》便是他们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礼物。

一段故事，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修书
人的坚守与奉献；一个人，述出了一部得以流
传后世的巨著的来之不易。很多网友在看过
这期节目后，评价道：“《永乐大典》为这一季的
《典籍里的中国》开了个好头，演员们的精彩演
绎，让我们看到了一部伟大的古籍背后蕴藏了
多少先人的智慧与努力；专家的深入解析，也
让我们了解到这部典籍有多么重要的文化价
值。只可惜生在后世的我们已无缘见到陈济
修纂的《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的故事也警
醒了世人，要珍爱典籍，守护典籍，让中华上下
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创新传播

让古老典籍焕发新的光芒

《典籍里的中国》自2021年开播以来，将
《尚书》《天工开物》《史记》《本草纲目》《论语》
《孙子兵法》《楚辞》等十多部流传千古的典籍
呈现在观众面前，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有关爱书
人、护书人、著书人的动人故事。伏生一生以
命护书，让儒家经典《尚书》得以流传；李时珍
愿做逆流之船，穷尽一生出书只为造福后人；
宋应星心系民生，他的禾下乘凉梦在后世终于
得以实现。
《典籍里的中国》创新使用“文化访谈+戏

剧+影视化”相融合的创作模式，也让这档文
化节目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貌，第一季便创下
了同类型题材节目的收视新高，全网话题阅读
量及播放量超 60亿次，在海内外掀起“典籍
热”，吸引众多年轻人追更，在年轻观众中火爆
出圈。

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
学系讲师李爱晖看来，《典籍里的中国》之所
以能收获如此好评，主要有以下几大看点：
“央视联手国家话剧院共同打造，重量级演
员、老戏骨出演，相互飙戏，表演精湛，爆发力
强，让观众十分入戏；实景结合绿幕、计算机

运动控制等多种科技拍摄手法的运用，场景
造型、舞美等视觉内容呈现出美轮美奂的效
果，体现出一种追求极致的调性；节目模式
有机融合了‘戏剧+影视+文化访谈’，具有
很强的创新性，不仅使节目内容丰满立体，
而且强化了视听节奏，使整个节目保持极高
的接受舒适度；节目在体现独特文化魅力，
彰显高度的文化品格与自信的同时，还在情
感召唤层面出类拔萃，强大的共情力量让观
众‘感动的泪水’肆意挥洒；作为一档文化综
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不仅赏心悦目，而
且能帮助观众在观赏中学习古圣先贤的思
想精髓，增长人生智慧、顿悟哲理，增强对中
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此次《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再次精选《永
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越绝书》《文心
雕龙》《齐民要术》《水经注》《说文解字》《茶经》
等经典典籍，利用全新技术，在更加广博的时
间与空间维度上，诠释出新的境界与风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
表示：“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以‘思想+艺术+技术’创新融合
的方式，以新述古，荟萃精华，推出了一大批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奋力书写新
时代的‘丹青史卷’，也构筑起总台作为传统
文化传播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的高峰矩
阵。《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的成功播出，让蕴
含着古代先贤深邃思想和智慧哲理的经典文
献，闯入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新一季节目
开播，将再次以典籍作舟，扬思想之楫，启迪
当下，昭示未来。”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也对《典籍
里的中国》给予高度评价：“保护中华典籍，重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更好地贴近时
代、走进大众、服务社会。《典籍里的中国》以宏
大的制作、精湛的特效技术、情景化的呈现和
通俗化的阐释，再现历史、还原历史，展现了中
华文明独一无二的价值理念、精神特质和气度
神韵，让人们在了解典籍、亲近经典的同时，深
切感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而
激发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汇聚起
中华民族奋进新时代的蓬勃力量。”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籍里的中国》

聚焦流传千古、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典籍，展现
经典古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
值，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古老的
典籍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

以艺术为媒

在新时代下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连续推出《国家
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中国国
宝大会》《古韵新声》等一大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品节目，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以极致的视听美学，带给观众不一样
的观看体验，也让更多的观众愿意走近传统，感
受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
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是我们
这代人共同的使命。

慎海雄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总台将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持续推出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节目，以一份份创意、一个个
节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永不停歇地追寻和讴歌先贤所创造的伟大文明，
以艺术为媒，为‘是以中国’继续作答。”

那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李爱晖表示：“‘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创

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敢
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不可或
缺。但这里我想换个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文化类
节目创作应当遵循三个原则

首先，首要原则应该是——为传播而创作。
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新闻传播的‘四力’理论（即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力是‘四力’之首，它是
前提和基础，可见其重要性。文化类节目创作同
样也要首先考虑传播力的问题，没有传播，很难
有其他。信息化社会，大众的接受认知是标签化
的，注意力也是快速转移切换的，因此，对于季播
和周播的节目来讲获得传播力需要考虑如何让

自己的作品蕴藏‘IP’元素和‘流量’元素。比如
《典籍里的中国》，‘典籍’就是IP，这是中国思想
和文化的精髓。熊猫和故宫是世界级的IP。演
员就是流量，著名演员加盟出演，不仅增加了看
点，而且强化了眼球效应和羊群效应。

其次，‘视觉愉悦’原则。作为文化类节目的
先天优势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优势凸显，但是把‘文
化’搬上屏幕，就不得不考虑得愉悦观众的眼睛才
能涤荡观众的心灵。

最后，‘价值和鸣’原则。价值多元带来的价
值离散与冲突，在当前是世界性问题。讲好中国
故事，使中国话语和中国符号突出重围获得最大
可能的认同，需要在‘价值和鸣’方面多做探索和
努力。比如典籍、四大名著、唐宋诗词等经典著作
和文化 ，以及经典音乐、美食、历史地理等在‘价
值和鸣’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拍摄幕后花絮

激发老百姓参与热情

记者：你是如何开始拍摄群众文化演出幕

后花絮的？

王岩：一直以来，群众艺术馆的下线活动
特别丰富，2019年左右，我们就有计划将一些
群文演出的录像放在线上播出，一是扩大宣传
范围，二是让参加群文演出的老百姓能够看到
自己的演出录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播放前
就需要制作一个播出预告，这个预告内容是什
么呢？不能只是写个时间、主题吧？那太无聊
了，很难在线上去吸引观众。我就想，要不就
发一些后台花絮。一开始的花絮内容就是随
手拍的照片，后来发展到有意识地在演出现场
拍一些场下视频，回来进行剪辑制作。没想到
播放效果还不错，特别直观，演出内容是什
么？演员有谁？都一目了然。而且被拍摄到
的群文爱好者，还会特意招呼自己的亲朋来看
演出视频。本来只是想尝试一下这种预告方
式，现在变成了只要有演出，都要拍摄幕后花
絮并制作短视频。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突
然之间我们的线下活动就都停了。后来活
动逐渐恢复，在一段时间里，台下也不能有
观众。群文爱好者好不容易排练好的节目，
辛辛苦苦演出，最后没有观众来看，这个其
实挺影响大家参与热情的，也影响演出效
果。比如，相声、脱口秀，演员在台上抖包
袱，没有与台下观众的互动环节，会影响演
员发挥的。所以群艺馆尝试了直播、录播等
多种方式，让节目尽可能地被更多观众看
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花絮短视频也成
为观众们喜欢的一种形式，虽然不能到现
场，但是却有一种参与感。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公众号进行视频

播放，其实也是创造了更大的舞台，让群文爱

好者有更多展示的机会。

王岩：是的。这种变化也给我们群文工作
者提出了更多要求，在组织活动或演出时，内

容设置方面要考虑是不是符合线上播出的需
求。比如，以前线下活动，由于场地和观众人
群是相对固定的，可能我们组织一场广场舞表
演或是组织歌手大赛，这一整场演出，都是比
较单一的表演形式。因为我们可以预估到，来
看表演的大概率就是喜欢某一种表演形式的
人群。现在，演出放在网络上播出，观众人群
就多元化了，观众群体涵盖各种年龄层、各种
爱好的，他们来自各地，所以，设置内容的时候
就要考虑兼容性。尤其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年
轻人使用得更多一些，所以我们选择的内容也
需要更年轻化一点。比如“红歌”演出，既要有
老歌，也要有年轻人喜欢的主旋律、正能量歌
曲，比如《如愿》等。群文演出内容设置变化

了，也吸引了更多年轻的群文爱好者来参与我
们的活动。

忙碌的后台

抓拍是唯一拍摄手法

记者：我看到点击量最高的一条视频，是

几个小学生在演出后台唱《如愿》。

王岩：那条视频是第五届“天津好童声”
纪念MV，当时是比赛后的获奖选手演出间
隙，我在后台请小选手拍摄的。今年 7月，
“天津好童声”的比赛之后，群艺馆计划组织
获得名次的小选手做一次展演，让小朋友展
示一下自己。这个MV，本来我还是有点拍

摄计划的，想拍得更精致一点。我也联系了几
个计划参与展演的小选手，让他们先练习一下
这首歌，可是因为疫情防控，好几个孩子就来不
了。所以说我当天只能采取现场抓拍，因为不
能影响孩子本来的演出。每个孩子的镜头就一
遍过，有的孩子是现学的《如愿》这首歌，好在
这首歌比较流行，孩子们都听过，学起来比较
快。后来我看这个视频，很多镜头挺粗糙，拍得
有点小遗憾。

记者：毕竟是抓拍，条件有限。

王岩：我希望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偶尔在视
频平台上看到了这个MV，还会想起小时候参加
过这个歌唱比赛活动。那时候可能比赛过程都
记不清了，但是可能会对后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记忆深刻。我是有种感觉，我自己从小到大的经
历中，往往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按部就班进行的、
有计划的“大事儿”，反而是对一些在这些“大事
儿”计划之外的、突发的事儿印象最深。那些片
段、时刻、画面，有时候会烙在你心里，引发你对整
件事的回忆。

记者：所以你对后台抓拍情有独钟？

王岩：前面说的只是一方面原因，还有另一方
面原因，也是没有条件彩排、计划。因为组织一次
群文演出活动，涉及的工作环节特别多，工作人员
和演员的时间都很紧张。很多群文爱好者，他们
并不是专业演员，也没有太多舞台和比赛经验，本
来在后台就紧张，如果还为了拍摄短视频去反复
打扰他们，有可能会影响他们演出，拍摄效果也可
能不自然。而且，有时我也会提前计划，有一些拍
摄想法，但有的时候你想象的和现实是有出入的，
比如有一次我想拍小演员在舞台上玩儿的画面，
但是舞台一直被其他演职员彩排占用，这些小朋
友只能在场地不同角落里候场。那我就只能改变
拍摄计划。

记者：对今后的视频拍摄有什么计划吗？

王岩：拍摄短视频只是我所负责的工作中的
一部分，我的工作与后台演员接触特别多，所以我
也比较方便见缝插针去拍。我觉得对观众来说，
现在也很希望能看到后台的演员在干什么，因为
演员台上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了，往往是演员们
幕后的、生活化的样子，会激起观众的好奇心。不
过，未来我也想去尝试更多的短视频形式，比如拍
MV，我之前制作了歌曲《绿水青山》《时代的召
唤》的MV。以前制作花絮短视频，都是先有视频
画面，再去剪辑，配乐。《绿水青山》和《时代的召
唤》的MV制作，是专门为这两首歌，去选择符合
歌曲主题的视频素材并进行剪辑制作。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制作思路。

我也还在不断学习，制作短视频是我的爱
好，爱好会驱使你去深入地研究一件事、去学，
去更好地完成任务。作为一名群文工作者，我也
特别理解群文爱好者的心情，他们特别希望有更
多的机会学习交流、展示自己所长，我也会努力
做好自己的工作，展示群文爱好者舞台上下的不
同侧面。

追踪热点

主对话up

册 册 典 籍 ，钟 鼎 千

秋。11月1日，第33届电

视剧“飞天奖”、第27届电

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

中国》获得“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作为

总台重点打造的大型文化类创新节目，《典

籍里的中国》由总台央视综合频道联合央

视创造传媒、中国国家话剧院匠心制作，采

用“文化访谈+戏剧+影视化”的表达方式，

对典籍里蕴含的思想精华和传奇故事进行

情景化呈现和通俗化解读，以丰富多彩的

样貌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让中华

民族的精神得以世代流传。

回顾历史，知古鉴今，让我们翻开古籍，

看“何以中国”。

《典籍里的中国》

翻开古籍 看何以中国
本报记者 徐雪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