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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列

专 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一支舞能承载怎样的故事？

在汉代人眼中，盘是北斗，鼓是日月，

既然人上不了天，索性把日月星辰踩在脚

下，飞舞而作歌，因而有了盘鼓舞。盘鼓多

为七枚，象征北斗七星。

日前，在 B 站和河南卫视推出的《舞千

年》中，北京舞蹈学院 2018 级古典舞系学

生带来盘鼓舞 《相和歌》。轻纱罗裙的少

女怀着迎接春神的喜悦，和鼓和乐、载歌

载舞。这支舞在微博话题的总浏览量超 1
亿次。

而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中，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的舞者以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绝美演绎 18 岁的王希孟画出“千年一

叹，造极一朝”的《千里江山图》。

2021 年，我们被综艺节目里的中国舞

刷屏。中华历史长河里的优美舞蹈，不是流

行文化的“背景色”，而是惊艳年轻一代观

众的大主角。

中国舞走出殿堂走进故事

2021 年 ，因 为《唐 宫 夜 宴》《七 夕 奇 妙

游》《重阳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让河南卫视树起了一块“传统文化+新潮

表达”的金字招牌。

《重阳奇妙游》总导演钱林林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节日”晚会

之所以出圈，是因为“舞蹈语汇变了”，“通

过有趣味性的、符合当代年轻人喜好的方

式来展示传统舞蹈，年轻观众就会接受和

喜欢”。

《舞 千 年》延 续 了“ 中 国 节 日 ”晚 会 的

“大电影”气质，打造了一个故事背景：相传

有一本神书《十二风舞志》，记载了中华历

史长河里最优美的舞蹈。可惜随着人们沉

迷于物质、贪婪和战争，他们越来越忽视那

些美的东西，《十二风舞志》里的文字也渐

渐消失。时间来到 2021 年，5 位舞者受到感

召而集合，化身荐舞官，去历史长河里重新

找回那些最美的舞蹈，“上下‘舞’千年”的

故事就此展开。

《侠骨伞影》侠客的一把红伞舞出了江

湖侠义，《踏歌》描绘上巳节及笄之年的少

女们游春踏青的图景。所有舞蹈，都是在古

色古香的实景情境中展开的。

细步轻挪，洛神出画。北京舞蹈学院青

年舞团女首席华宵一，作为《舞千年》的荐

舞官，在节目中饰演“甄宓”，献跳了《凌波

微步》。

华宵一认为，相较于传统舞台呈现，综

艺节目的“情境化”演绎，能给大家带来沉

浸式的体验，让观众更细致地看到舞蹈演

员的眼神，感知舞者的气息，不错过每一个

美好的瞬间。

“我个人始终觉得，舞蹈艺术一定是有

感染力的、沉浸式的现场艺术。”她提到，现

场欣赏舞蹈的魅力无与伦比，但这种美感

的遗憾之处是“稍纵即逝”，电视节目帮忙

记录和传播了舞蹈的美感，通过放大一些

瞬间触碰到观众的共鸣点。

河南卫视创新节目中心副主任、《舞千

年》总导演之一冯铮指出，现在大家都知道

芭蕾舞、街舞好看，但是对中国古典舞了解

不多。“这是中国特有的舞蹈。我们节目就

是想用舞蹈讲出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故事。

我们要把中国古典舞呈现给大家，让舞蹈

从殿堂里面走出来”。

每一支舞牵动一段历史

在 B 站播出的每一期《舞千年》评论区

里，都有主动科普背景知识的网友。例如有

人科普《相和歌》——“汉代盘鼓舞，舞者踏

盘踏鼓而舞，是北舞孙颖老师从汉画像砖

石 等 复 刻 出 来 的 ，真 的 感 觉 老 师 很 了 不

起。”还有网友推荐能了解“相和歌”音乐知

识的书籍。

屏幕上的每一支舞，都牵动着一条漫

长的历史时间轴。

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中，来自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舞者以舞蹈诗剧《只此

青绿》选段《入画》，演绎 18 岁的王希孟一

气呵成的成画段落。群舞演员以身体“绘”

成青山绿水，饰演王希孟的舞者张翰掀起

青绿狂潮，入画、落款，最后挥一挥手，印章

消散，表意“此画与天地众人共绘。往来者，

但见青绿足矣”。

张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时说，希孟一定是去过很多地方采风，才能

画出这么宏伟的画卷。因此，自己每去一个

新地方巡演，也必然和同事一起游览附近

的风景，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了解历史和

文化。

张翰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的是民族民

间舞专业，读书期间会出去采风，进行田野

调查，去观摩和学习当地老艺人跳的原汁

原味的舞蹈，经过自己的吸收和处理，再搬

到舞台上。

“我学了这么多年舞蹈，觉得咱们中国

有很多很好的文化，非常宝贵，如果我们这

一辈人不去喜欢它、保护它、发展它，那再

过二三十年慢慢就没有了。”

张翰清楚记得，曾经跳过一个发源自

安徽的民俗舞蹈。当地很多年轻人毕业后

就离开家乡，没有再去和老一辈人学习这

些舞蹈，再过几十年，这些很棒的民间舞蹈

文化就可能渐渐失传了。

年少成名的 90 后古典舞者华宵一，曾

经凭借《罗敷行》和《点绛唇》两次夺得国内

最权威的舞蹈比赛“桃李杯”一等奖，这两

支独舞也成为后来古典舞艺考生的“教科

书级范本”。

她认为，国风舞蹈符合当下观众的审

美和情感需求。

“现在有更多人、更多角度用舞蹈讲述

中国故事，用舞蹈去诠释中国文化，用舞蹈

去表达中国人的情思以及审美意象。”华宵

一说，她希望能在中国舞之路上多吸收，多

看，多 读 书 ，让 思 想 和 身 体 都 变 得 更 加 包

容，才能往更深处更远处走。

华宵一认为，舞者要真正做到，“用感

受在舞蹈，用感受去创作”。

舞者要“潜”在文化中表达

今年，95 后观众薛川川看舞蹈类真人

秀《舞蹈生》前，以为这类节目是竞技比赛，

而舞蹈的专业门槛令人望而生畏。“某天无

意间看到《又见红楼梦》的舞台，中国风古

典舞与情境、故事紧密结合，从文化底蕴中

生发出来的诗意瞬间将人带入情境之中，

能通过罗一舟等年轻舞者的肢体语言感受

隽永的故事，不由被深深吸引”。

薛川川说，当观众逐渐厌倦劲歌热舞，

中国舞便渐渐成为能抚慰人心的美好存在，

“我很偏爱不为输赢只为极致的纯粹表达”。

著名青年舞蹈家、北京舞蹈学院古典

舞系副主任郑璐，先后带领学生参与录制

了《国家宝藏》《舞千年》等。她指出，中国文

化自带一种隽永、平和的气韵，“它不是立

马可以分高低，有时候是一种互相欣赏、淡

淡观赏的感觉”。

郑璐执教的古典舞系学生，性格相对

内敛。“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里，这些学生

不愿意过多彰显个性，不会像西方现代舞

者一样只表达自己。我对学生说，你们一定

要‘潜’在文化里面去表达”。

不张扬，不代表没想法。郑璐感慨，如

果专门给学生创意和想象的空间，他们就会

给你一些意外的东西。比如参与《国家宝藏·

展演季》，就是一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创作过

程。10名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的学生化身

商周十供兽面纹上青铜器上的纹饰，通过演

绎肆意横行的猛兽被规训之后归于庙堂的

过程，表达对“礼”的理解和传承。

“每年新生入校，我都对他们说，你们

来这儿可不是只为了学一门技艺以后出去

吃饭的，你们是要为中国古典舞事业添砖

加瓦的。”郑璐说。

中国舞从线下走到线上，变成火出圈的

热点。郑璐觉得，目前综艺节目的镜头语言已经

放大了舞者以往不被注意的美好一面，但中国

舞还有更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审美点。

“不仅仅是身体和表情，还有一些力量

的美和质感，如果能被镜头表达出来，看起

来会更漂亮。”郑璐说，她正在开展课题研

究，希望能达成舞蹈美学和镜头语言的更

好结合。

2021中国舞刷屏：重新找回舞蹈的魅力

□ 韩浩月

11 月 17 日，一条“甄嬛传播出 10
周年”的话题，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被 热
议，《甄嬛传》 主要演员纷纷发文参
与，10 年一直难忘 《甄嬛传》 并致力
于从中发现“新梗”的网友，更是把
这一天这一话题的讨论，制造成了“甄
学家”的狂欢。

10 年前的 2011 年 11 月 17 日，《甄
嬛传》在视频网站首播，当时乐视网花
了 2000 万购买了网络首播版权，随后
又将网络播出权转卖给优酷，在两家网
站制造了惊人的流量之后，《甄嬛传》
次年3月26日在安徽卫视和东方卫视播
出，卖出首轮播出1.4亿元的天价。

“先网后台”或是 《甄嬛传》 当时
的无奈选择。2011 年前后，正是“宫
斗剧”最火的时候，在 《甄嬛传》 之
前，已经有《大清后宫》《宫心计》《美
人心计》《宫锁心玉》 等作品，但这一
时期，也是“宫斗剧”遭遇第一轮舆论
压力的时候，对“宫斗剧”的批评声
音，不乏犀利。

而“先网后台”在让《甄嬛传》实
现平稳落地的同时，也无形中迎合了

“网络发酵，卫视埋单”的潮流，更重
要的是，网络播出的口碑，使得《甄嬛
传》成功穿越了批评的火线，登顶“宫
斗剧”的制作巅峰与影响力高点，很大
程度上扭转了批评者对于“宫斗剧”的
看法，把“宫斗剧”的生命力又延续了
很长一段时间。

10 年之后，《甄嬛传》 已被定义为
高分神剧，高达 9.3 的豆瓣评分传达出
观众对它的喜爱，使它成为类似《还珠
格格》 一般的“国民剧”。几乎所有出
演该剧的主演，都受益于该剧，热度一
直延续至今，他们有关《甄嬛传》的一
举一动，都会快速吸引网友强烈关注，

“甄嬛传播出 10 周年”之际，“皇后”
蔡少芬隔着屏幕弹皇上脑门儿的短视频
得到2.5万余次转发。

今年中秋节，河南卫视播出的“中
秋奇妙游”节目，敏感地捕捉到了《甄
嬛传》 一直未泯的热度，安排在剧中

“伤别离”的眉庄和温实初，于节目中
再度相遇，两人有了一个女儿，过上了
岁月静好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小小细
节，让社交媒体一片沸腾。由此可见，
10 年时间，观众已经与剧中人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不少网友表示衷心地希
望，出演该剧的演员能够一直顺风顺
水，别惹出事导致《甄嬛传》下架，对
这部剧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甄嬛传》 10 年之后仍然如此牵动
人心，这说明好剧是会自己生长的，它
会脱离作为娱乐产品的基本属性，生长
到观众的生活当中和内心深处，提供一
种很长情的陪伴价值。不少观众已经对
人物、剧情和台词都非常熟悉，他们又
用“显微镜”般的观看方式，不断挖掘
该剧诸如演员服装、眼妆等细枝末叶，
使之成为新的讨论点，一部剧能够有如
此强的代入感，是很罕见的。

现在已极少有人再提《甄嬛传》当
年被批“冷血”的“宫斗元素”，那些
元素仿佛被遗忘了一般，取而代之的，
是剧中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正面人物彼
此之间的温暖关系，哪怕是负面人物，
其性格缺陷也好像被时间修补，让人觉
得那不过是人性在畸形环境下的一种正
常反应，时间为《甄嬛传》赋予了特别
的魅力，把它由一部“宫斗剧”变成了
一部“全员无恶人”的温暖剧。

现在回看长达 76 集的 《甄嬛传》，
仍然会为它精良的制作、演员出色的表
演、令人沉浸的整体氛围而感叹。它之
所以令人念念不忘，最重要的是主创团
队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扎实的创作水
准。如果没有当年在结构、戏剧冲突、
情节设计以及诸多细节上的用心，就不
会在后来的 10 年当中不断滋长新的看
点，就不会吸引大量观众与网友通过花
样百出的“创作”，把它不断拉进自己
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近年来古装剧创
作处于凋敝状态、网络剧注水状况严重
的情况下，《甄嬛传》的优点愈加突出。

10 年之后，《甄嬛传》 的“传奇”
还将继续下去，在经典剧的序列当中，
它会因为与当下网民的娱乐需求与情绪
释放具有高敏感度的温和性，而常谈常
新，只要网民不放弃把当下发生的诸多
事情与《甄嬛传》建立关联，它就会更
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口头当中。

《甄嬛传》10年，
好剧会在观众
心中“生长”

时间为 《甄嬛传》 赋予
了特别的魅力，把它由一部

“宫斗剧”变成了一部“全
员无恶人”的温暖剧。

“中国节日”晚会之所以
出圈，是因为“舞蹈语汇变
了”。中华历史长河里的优美
舞蹈，成为惊艳年轻一代观
众的大主角。

《舞千年》节目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最近播出的古装剧《当家主母》开篇，

姑苏大户人家的大爷，被夹在当家主母和

年少真爱之间困顿不已，本以为一场爱恨

纠 缠 的 宅 斗 大 戏 就 此 展 开 ⋯⋯ 播 到 第 四

集，男主角突然“下线”了，两位女子风风火

火搞起了缂丝事业。

不再纠缠和计较男性的宠爱，而是钻

进自己热衷的手工艺事业中，并望向更辽

阔的江湖。古装剧的“大女主”们，又开辟了

全新的“搞事业”版图。

由王晓明、国浩执导的《当家主母》，故

事背景设定在清朝，当时姑苏一带的织造

业独领风骚。苏州府任家拥有祖传的缂丝

秘技，任家大爷任雪堂因追捕水匪发生意

外，下落不明，当家主母沈翠喜强忍悲伤，

为了保住任家的缂丝技艺，与曾宝琴联手

对抗外界的风雨飘摇。

日前，《当家主母》导演、参与过《鬓边

不是海棠红》《珍馐记》等作品的青年导演国

浩，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创

作这部剧的缘起是传播传统缂丝技艺，而剧

中沈翠喜的突破之处是实现精神升华，最后

走出了深宅，在江湖中见到了众生。

而《当家主母》不只是“大女主”戏。剧

中的女性群像鲜明生动：有立志从商自食

其力的草根女子舒芳，有不堪现状努力改

变生活的前官家小姐曾宝琴，有一直循规

蹈矩却以命相搏的陈晓红，亦有从恪守礼

法到看透其荒谬本质的曹太太等。

古装剧中搞事业的女性，开启一场围

绕“自我”的精神觉醒与价值追寻。

中青报·中青网：在《当家主母》中蒋勤
勤演绎的当家主母有何特质？

国浩：在这部剧拍摄期间，有一天我和

蒋勤勤聊起了彼此对沈翠喜角色的理解。

我说自己对沈翠喜的理解，可以借用电影

《一代宗师》的宫二对江湖的理解——见自

己，见天地，见众生。沈翠喜这个女性角色

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她最后走出了深宅，在

江湖中见到了众生。蒋勤勤非常认可，这一

点我们的契合度非常高。

中青报·中青网：剧中演技精湛的“40+”
中年女演员阵容，是如何确定的？

国浩：《当家主母》选演员最重要的一

点是演技必须得“扛打”，我们想做一部接

地气、写实的剧。写实的剧中，一切内容都

需要通过演员的真实表演表达出来。演员

表演跟不上，戏就全塌了。这部戏我们展现

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物群像，目的是展现不

同层次，更好展现年代的大氛围。假如说只

展现一个层次，会自我屏蔽掉很多内容。

像饰演当家主母的蒋勤勤，本人气质

和沈翠喜的角色贴合度非常高，她会给你

一种内在的震慑感，气势就摆在那儿，你能

感受到主母范儿。

而惠英红是很厉害的演员，她在剧中

饰演的姨娘陈晓红戏份不多，但在角色塑

造上，她自己很清楚地“分割”前后表演的

状态：在前面，观众都说惠英红是喜剧人，

更多感受到这个人物“喜”的色彩；但是到

后面，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会有“悲”的演绎。

这种喜和悲的反差，惠英红做得特别好。

还有观众熟知的“晴儿格格”王艳，饰

演一个面馆的老板娘，这也是一个女性意

识觉醒的角色。

中青报·中青网：近来古装剧流行“搞
事业”，这部剧有何特别之处？

国浩：虽然创作《当家主母》的缘起是

传播缂丝技艺，但我们没有刻意为之，而是

把缂丝的价值放在故事情节中。在我看来，

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是沈翠喜最后达到的

精神高度，是她追寻女性自由独立、打破封

建枷锁的勇气与决心，还有她希望为传播

缂丝技艺贡献一分力量的责任感。沈翠喜

精神升华的过程并不突兀和生硬，她是在

曾宝琴、魏良弓等人的影响下，在经历了一

系列事件后一点一点改变。最终，沈翠喜决

定主动和任雪堂提出“和离”，成全自己，离

开任家。她已不再局限于原先的“主母”身

份，不局限于个人的情感，而是真正实现了

精神的升华。

中青报·中青网：怎样把东方美学融入
到古装剧集创作中？

国浩：我理解的古装剧包含至少三个

层次：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和人物背景。比

如，缂丝是美的，但是我们这部戏的美感不

能只靠缂丝去表达，而是需要建立好整体

的年代氛围和真实性。

表现缂丝的美很难，因为缂丝本身动

作相对单一，怎么拍出它的价值和美丽？我

们必须拍出丝线转变成一幅画、一件艺术

品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拍摄前，我在苏州缂丝博物馆调研的

时候，就问一位从事缂丝 40 多年的老手艺

人，为什么缂丝会在当今成为艺术品？手艺

人告诉我，因为缂丝的时候人是心无旁骛

的，心跟着手和脚一起动。

当时我在旁边静静地看手艺人缂丝的

时候，发现整个缂丝的过程都非常有节奏，

手法已经浑然天成。那一刻你对手艺人产

生了敬畏，意识到一针一线都有精神。所以

拍摄的时候，我们借助光线变化，聚焦演员

的神态，展现她们“心神合一”的状态。

导演谈《当家主母》：大女主走出深宅，去江湖“见众生”

□ 林 蔚

“你们婚姻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你所谓的成功是如何定义的？”“你看，你

们结婚 10 年了都没离婚。”“门槛这么低？”

“哦，美国人的平均婚姻寿命是 8.2 年。”蜜

拉和乔纳森闻言相视而笑，表情微妙。

这是 HBO 新剧《婚姻生活》开场的一

幕。该剧翻拍自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

曼创作于 1973 年的同名经典剧。虽有珠玉

在前，但 HBO 版《婚姻生活》借助阵容强大

的制作团队成功翻新，在第 76 届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展映时获得高度好评。

主创人员首先作了个巧妙改变，将原

版主角的性别对调，变为“女主外男主内”

家庭，不仅更富时代特色，也避开了“丈夫

赚钱养家出轨”的传统套路。同时增加对种

族、原生家庭和婚姻制度等当代热点话题

的探讨，令故事层次更加饱满。而被保留的

整体框架，依旧带有巨大的情感冲击力，观

众称之为“一部剧讲透婚姻”。

故事非常简单。科技公司高管蜜拉和

哲学教授乔纳森结婚 10 年，有一个女儿，

婚姻生活看似美满。突然有一天，蜜拉告诉

乔 纳 森，她 出 轨 了 ，且 对 现 有 婚 姻 早 已 不

满。蜜拉决绝地离开了，但两个人的关系并

没有因此一刀两断。亲密、争执和痛苦压抑

仍在他们之间持续。

剧中没有太多戏剧性场景，大部分镜

头都是两位主角之间的喋喋不休。内容无

非是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或狗血或乏味。

有意思的是，在两位主角教科书般的细腻

演绎下，观众竟迅速产生代入感，跟随人物

共同思考现代婚姻中的所有敏感点：爱恨

情仇、忠诚背叛、一夫一妻制和开放婚姻、

自我救赎和成长⋯⋯“全程好像在看我自

己，审视自己的婚姻。”有评论说。

我们感受到了婚姻维持的不易。发现

婚姻出现问题时，乔纳森寻求的解决手段

非常中产阶级思维：我们要好好沟通啊。可

讽刺的是，剧里他们明明一直在沟通。这在

蜜拉意外怀上二胎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乔纳森得知消息，先是惊讶，然后小心翼

翼地探问蜜拉的想法。蜜拉一边含糊回应，一

边观察着乔纳森的神色。当观众以为他们达

成一致，准备迎接新生命时，下一个镜头已经

切换到了医院。蜜拉服下堕胎药，支走郁闷的

乔纳森，然后用床单蒙上头，崩溃大哭。震惊

的观众突然明白，之前所谓的理性沟通都是

假象，双方在互相迁就中压抑着真实的自

我，和睦的表象下，不满和怨恨悄然滋生。

真实得令人窒息。现实婚姻里的那些

分歧和不满，很多时候不是靠沟通就能解

决的。就像乔纳森所祈求的：“看哪里出错，

然后设法补救。”蜜拉的表情是如此绝望，

“我不喜欢你了，怎么补救？”

那 么 矛 盾 是 否 应 当 归 咎 于 一 夫 一 妻

制？有不少观众如是问。但其实在第一集里

我们就看到了作为对照的另一对开放式婚

姻夫妇——猜忌、争吵、嘲讽和痛苦同样扎

根在他们的生活里。

《婚姻生活》要展示的，或许正是“人性

有多复杂，婚姻就有多复杂”。

比如人们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对情感

的强烈需求。孤独是蜜拉和乔纳森屡屡提

及的话题。乔纳森认为他们把彼此从孤独

中拯救，开启了正常幸福的婚姻生活。但在

接受心理辅导时，他自我剖析很多时候仍

是心不在焉的，令蜜拉备感冷落孤寂，才最

终导致分离。而蜜拉一度以为爱情治愈了

人生，一旦激情褪去，不安感侵入，一地鸡

毛的婚姻成了她痛苦抑郁的源头。新恋情

让她重拾快乐和自信，但割不断的多方羁

绊又让她很快感觉厌倦和空虚。

在《婚姻生活》里，我们看到感情不是非

黑即白的，很多时候是混沌不明甚至自相矛

盾的。对婚姻生活厌倦，但对感情仍有留恋；

时常互相憎恨，但最终难以割舍。这也可以

解释剧情里多处突如其来的“反转”。蜜拉

坚定地奔向新恋情，却在签署离婚协议时

反悔；乔纳森拒绝复合，声称放下才能往前

走，可后来还是重陷与蜜拉的亲密关系。

结尾不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我们看到单

亲妈妈蜜拉和再婚生子的乔纳森决定放下高

尚的道德感，随心所欲，不在一起也不分开。

《婚姻生活》最后一幕：漆黑的暗夜，乔纳森被

噩梦惊醒，蜜拉来安抚，两人相互偎依，定格。

这段感情最终还是动荡的，无解的。蜜

拉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在成长

过程中没人教我们这些。我想应该教导孩

子，爱情会结束，关系会结束。离开、分手或

离婚，这是人生的一部分。”

婚姻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接受。

《婚姻生活》：人性有多复杂，婚姻就有多复杂
在《婚姻生活》里，我们看

到感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
时候是混沌不明甚至自相矛
盾的。

古装剧中搞事业的女性，
开启一场围绕“自我”的精神
觉醒与价值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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