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第 30 届金鹰奖 10 月 18 日

在湖南举行颁奖礼， 童瑶凭借

《大江大河》 获得最佳女演员，

因在 《澳门人家》 中有出色表

演， 任达华获得最佳男演员，孔

笙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电视剧被

《外交风云》夺得。 在本届优秀

电视剧评选中，《大江大河》

《长安十二时辰》《破冰行动》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

挺好》《小欢喜》《共产党员刘

少奇》七部作品获奖。

本届金鹰奖，颁奖之前就已

经很热闹，因为出现大量的刷票

行为，组委会对无效票进行了清

理，并公开发表声明，对包括刷

票在内的不正当竞争零容忍。有

人认为，金鹰奖挑破了网络刷票

这个“脓包” ，保障了网络投票

的公正性。随着网友对网络投票

的了解增多，这一做法的公信力

逐年下降，很多时候，网络投票

沦为各种活动举办方拉人气的

工具。

本届金鹰奖的热闹还来自

于各路女演员的 “争奇斗艳” ，

之所以出现刷票行为，是因为得

票高的女演员，会成为能否担任

当届“金鹰女神” 的一个重要参

考标准，所以，诸多候选者的粉

丝们才会千方百计地投票打榜，

随着几位女演员票数的变化，有

关她们的话题讨论度也在不断

上升，这带动了人们对金鹰奖的

关注， 在增加舆论关注度的同

时， 也让这个奖项增多了一些

“娱乐性” 。

金鹰奖自 2000 年永久落户

湖南长沙并由湖南卫视承办之

后， 的确为这一奖项注入了不

少活力，这个活力在第 30 届颁

奖活动中也能感受得到， 尤其

是在疫情得到控制， 生活秩序

基本恢复之后， 公众也愿意从

大型娱乐活动中， 寻求一种安

慰甚至安全感。 何炅与刘涛担

任本届金鹰奖颁奖的主持人，

老戏骨与小鲜肉同台， 台前演

员与幕后创作者携手， 共同制

造出电视剧从业者欢聚一堂的

欢乐场面， 是一场其乐融融的

聚会。

从获奖作品名单来看，《大

江大河》 是本届金鹰奖的最大

赢家，共获得最佳女演员、最佳

导演、 优秀电视剧三个奖项，能

在众多入围者中间脱颖而出，力

捧三个奖杯，除了表明《大江大

河》在创作上的确扎实，也意味

着它成为观众、业界、评价体系

这三条线交织时形成的最大公

约数，把奖颁给《大江大河》是

最无可指责的， 也是最服众的，

基于此，《大江大河》 也成为国

产电视剧现实题材的最新代表

作，对将来这一题材剧作的创作

有示范价值。

七部获奖作品，基本涵盖了

这两年国产电视剧的创作状况，

有现实题材，有古装悬疑、古装

言情，有缉毒剧，有都市家庭剧，

也有主旋律人物剧，但从七部剧

的名单中可以一眼看出，现实题

材是绝对的重头，不仅《大江大

河》是深具历史感的现实题材，

《破冰行动》是针对打击犯罪的

现实题材，《都挺好》《小欢喜》

是直面当代人生存与内心困境

的现实题材。

从这些剧中寻找共鸣、得

到呼应， 是当下观众主要的观

剧需求， 现实题材电视剧辐射

范围之广 ， 以及市场需求之

大， 为其赢得了更为自由、开

阔的表达空间。 从本届金鹰奖

现实题材的受欢迎中可以判

断， 在将来一段时间内， 现实

题材仍然会是市场当之无愧的

第一热点。

如何在提升影响力与真实

反应创作面貌中间找到一个平

衡点， 金鹰奖一直在做自己的

探索与努力， 影视奖项需要关

注度，也需要公信力，这两者都

不可或缺。 本届热闹的金鹰奖

给人们留下话题， 也应留下思

考：如何尽可能地去除浮躁，用

真正高质量的话题来引发讨

论， 还有待这一奖项继续做有

益的尝试。

时讯

� � � � 本报讯 “西泠胜迹” 名迹

名家主题作品展近日在贵阳孔

学 堂 艺 文 馆 开 展 ，100 余 件

（幅） 西泠印社社员专业成果、

西泠印社老照片等亮相筑城，为

观众展示了属于西泠印社的

“百年记忆” 。

展览中，“题襟馆”“柏堂”

“西泠桥”“鸿雪径” 等孤山胜

景篆刻于一方方印石之上。 韩

登安、刘江、孙慰祖、金鉴才等

名家作品也纷纷亮相， 展示着

西泠印社上百年来在艺术创作

上的整体风貌和艺术水准。 一

张张泛黄的西泠印社早期老照

片， 为观众生动还原了西泠印

社早期社址、 建筑景观， 也展

现了吴昌硕、 王禔、 吴隐、丁

仁、 叶铭等一批对西泠印社有

着重大影响的前辈、 名流雅集

的场景。

“本次作品展是筑城文化

生活一大幸事， 能够在家乡欢

迎远道而来的社友， 观赏难得

一见的艺术精品， 格外有一种

兴奋和喜悦的心情。 ” 作为贵

州唯一一位西泠印社社员，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戴明贤认为， 通过举

办本次作品展， 黔地广大艺术

爱好者定能从中获得潜移默化

的教育， 促使大家深入思考书

画篆刻更深层的、 本质的问

题。

西泠印社创建于 1904 年

（清光绪三十年），以“保存金

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 为宗

旨， 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

史最悠久、 成就最高、 影响最

广的学术团体，素有“天下第

一名社” 美誉 。 2006 年，西泠

印社作为“金石篆刻” 的发祥

地被列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 年，

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中国

篆刻艺术” 成功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 。

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16 日， 期间广大市民可前往孔

学堂免费观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 � � � 本报讯 10 月 18 日 晚 ，

“溪山踏歌行” 秋季传统音乐

雅集活动在贵阳孔学堂阳明

大讲堂举行 ， 众多资深音乐

人 、播音艺术家以诗歌之名，

以弦歌吟诵结合现代流行音

乐的独特方式 ， 为市民带来

孔 学 堂 2020 年 的 第 一 场 文

艺演出 。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

小扇扑流萤 。 天阶夜色凉如

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 当

晚 ， 孔学堂吟诵班的小朋友

身着汉服 、随歌起舞 ，吟诵诗

词 《秋夕》 ， 拉开了演出序

幕。 随后，贵州省古琴学会会

长 吴 若 杰 带 来 弦 歌 《渔 翁

调》 、古典吉他独奏《春江花

月夜》 、 古典吉他重奏 《东

方》 、古琴独奏《忆故人》 ，悠

悠乐音绕梁不绝 。

活动中，陈英华 、戴青 、程

征等资深播音艺术家，用贵州

传统私塾吟诵调 ，吟诵了《钗

凤 头 》《念 奴 娇 赤 壁 怀 古 》

《浪淘沙》等经典名篇 ，带领

听众走进古诗词的深邃意境；

著名歌手陈燕 、陈方涛给观众

带来了耳熟能详的《人约黄昏

后》《清夜悠悠》《采薇》《万

叶千声》《但愿人长久》 等歌

曲。

贵州省播雅书院院长 、中

华吟诵学会理事石行介绍，贵

州传统私塾保留下来的吟诵曲

调记录着贵州古典诗歌吟唱的

韵律发展， 一字一句、 一升一

降，看似平常，其中却暗藏精妙

的艺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西泠胜迹” 名迹名家

主题作品展亮相贵阳

� � � � 本报讯 10 月 16 日，由贵

州省社科联主办的 《决胜乌

蒙———中 国 贵 州 纳雍 县脱 贫

攻坚纪实》文集研讨会，在贵

州省财经大学鹿冲关校区举

行。

近日出版的《决胜乌蒙———

中国贵州纳雍县脱贫攻坚纪

实》一书，由游来林、丁盛、罗晶

主编， 是贵州省写作学会 30 余

名作家深入纳雍县各乡镇实地

采风的成果，共收录文稿 89 篇，

全书共分 “砥砺前行， 脱贫攻

坚”“攻坚路上，英雄华章” 等 6

个章节，共 43 万字。

《决胜乌蒙———中国贵州

纳雍县脱贫攻坚纪实》 将纳

雍县作为脱贫攻坚战场中的

生动典型代表 ，展现了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广大党员和群众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不懈努力

和取得的决定性成就。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表

示，这本书是反映贵州脱贫攻坚

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具

有决战脱贫攻坚的代表性，反映

了社会各界对脱贫攻坚的大力

支持，也记录了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逝去的英雄们。 《决胜乌蒙》

将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实

性散文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反映贵州脱贫攻坚成就———

纪实文集《决胜乌蒙》

研讨会召开

孔学堂———

举行“溪山踏歌行”

秋季传统音乐雅集活动

现实题材作品金鹰奖上成热点

韩浩月

国产职场剧为何越来越好看

� � � �“我为什么要看？ 因为故事

里好像有我。 ” 在最近收官的电

视剧《平凡的荣耀》的豆瓣短评

区，一位网友这样写。

《平凡的荣耀》是一部典型

的职场剧。 职场剧是指以职场

为创作背景，以职场生活为叙事

框架，以个人的职场经历和心路

历程为表现主线的电视剧类型。

职场剧往往反映着现代人正在

经历的职业生活和人生变化，也

能折射出当下社会的诸多问题

和人情冷暖。

近年来，以新兴职业为主题

的剧集接踵而来，如讲述电子竞

技的 《全职高手》《亲爱的，热

爱的》，以房产中介行业为描摹

对象的《安家》，播出后都收获

了热烈反响；医疗题材、律政题

材等聚焦传统职业的剧集更是

经久不衰，诞生了《心术》《急

诊科医生》《决胜法庭》等一批

佳作……不少观众反映：“国产

职场剧，越来越好看了。 ”

细致入微的专业观察

呈现真实可感的职场百态

在海外影视市场中， 职场

剧是一大创作热点 ，《广告狂

人》《白色巨塔》《新闻编辑

室》等一批作品成为在世界范

围内流传的经典。 然而，同期

的国产职场剧却相形见绌。 以

往国产职场剧饱受诟病的原

因， 一是作品脱离现实， 想象

性地建构职场，甚至存在歪曲

职场的现象；二是打着职场剧

的幌子谈情说爱，把职场剧变

成了偶像剧； 三是人物塑造悬

浮 ，存在靠主角光环一路“开

挂” 等脱离实际的情况。 在种

种不良因素的作用下，国产职

场剧佳作数量匮乏， 难以满足

观众的审美期待。 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学博士后、 北京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研究员何天

平认为 ：“作为深植于社会现

实的文艺创作，职场题材的影

视作品创作， 想要具有信服

力 ，脱离悬浮 、重视求真是基

本的素质。 ”

近期的一批国产职场剧，慢

慢从“悬浮” 落地，开始扎根于

现实的土壤。 时代报告剧《在一

起》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重大事

件节点，在《生命的拐点》《同

行》《救护者》 等多个单元中，

集中、突出地摹写了医务工作者

这一职业形象。在疫情的生死考

验下， 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义

无反顾地冲在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第一线，凸显了这一职业的

特殊性、使命感和不平凡。

《平凡的荣耀》则选择刻画

一线城市金融职场中的白领人

群，贴近更多人的职场现状和心

理状态。 为展现真实的职场生

态，《平凡的荣耀》 主创团队在

创作前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

导演吕行在采访中表示：“拍摄

前我们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做

了大量的采访， 了解不同的人，

包括中层、基层、新入职的员工

等，还拜访了几个行业‘大佬’ 。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了

解这些人物，另一方面也从他们

所经历的各种投资案中找到一

些细节作为参考。 ” 正是因为在

剧本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当下国

内餐饮、食品等各领域共 20 多

个投资案例， 对金融行业 100

多位从业者做了深度的调研与

走访，同时邀请多位投资公司高

管人员担任专业顾问，《平凡的

荣耀》 才有了对投资行业高度

真实的刻画，因而也体现出强烈

的现实性。剧中很多现实议题的

探讨，例如“实习生转正”“如

何应对职场派系斗争”“中年职

场困境”“职场女性的家庭和工

作平衡” 都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和热烈讨论。

爱情不是唯一主题

职场剧有更丰富的表达空间

职场剧容易陷入一个创作

误区，就是以俊男美女吸引观众

眼球，让职场沦为谈情说爱的背

景板 ，“挂职场戏的羊头 ” 却

“卖爱情戏的狗肉” 。 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罗曼蒂克” 并不容

易发生，在职场里谈恋爱甚至被

认为是不专业的表现。

当然，职场并不是没有感情

的。在职场里常见也更值得讲述

的， 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情，

互相扶持激励的友情，以及一同

打拼奋斗的团队情。 在《平凡的

荣耀》中，职场老将吴恪之与实

习生孙弈秋之间的师生情成为

一大看点。初入职场的孙奕秋备

受质疑， 而在共事的过程中，吴

恪之逐渐发现孙弈秋的能力和

实力，在他的言传身教、悉心指

导下， 孙弈秋得以迅速成长，师

徒逐渐默契，最终在公司面临内

忧外患的重要时刻，携手挽救公

司的声誉。 对于摒弃爱情线，纯

粹地呈现一个职场故事，吕行表

示：“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的电

视剧作品，把爱情线变成了核心

的故事线，包括把男女主能不能

在一起变成核心悬念。这样有时

候会跟观众的心理预期，或者跟

一些电视剧所标榜的‘职场剧’

有所差距。 ”

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

任编辑赵聪看来，职场剧中应谨

慎谈“爱” ：“职场是专业的、严

谨的、鲜活的，是实现事业理想

的平台， 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丛

林，职场有着更为丰富和更有价

值的叙事空间。 ” 以《平凡的荣

耀》为代表的职场剧，摒弃或减

少爱情戏，把叙事焦点真正还原

到现实中的大众生活，展现出职

场剧对职业本身的尊重，进而赢

得观众的口碑。

值得一提的是，《平凡的荣

耀》中的女性角色，不是为爱情

而存在的“工具人” ，也不是因

爱情让事业上升的 “傻白甜” 。

兰芊翊工作能力强又有主见，一

边克服着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一

边展现着自己的聪明才干；高级

经理人余雯丽为在家庭和工作

之间寻求平衡， 付出了更多艰

辛，成为当下众多职场中年女性

的真实写照。

聚焦小人物的奋斗心路

书写有温度的职场故事

“职场剧不仅仅是在讲职

场，而是以某一个职业或者行业

为切口，洞察更广泛、深刻的现

实世界。 ”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青年教师王婧说道。一部

好的职场剧，在创作上必然要遵

循现实主义的手法和脉络，不仅

仅是满足于关切现实生活、展现

社会生态和多元环境，其更宝贵

的价值在于传递时代声音，发掘

和反映人们共同的人性追求，让

观众在找到共鸣的同时，得到可

以借鉴的经验思维。

《在一起》以细腻的笔法还

原了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集

体记忆，塑造出齐心协力抗击疫

情的平民英雄群像，从抗疫一线

的医生、 护士到每一个普通人，

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写照；

《平凡的荣耀》讲述普通人遭遇

的生活挫折与职场迷思，在一桩

桩故事和考验中，书写当代职场

中的人心和人性， 对职场欺凌、

合同违约、酒桌文化、性别歧视

等问题针砭时弊；《安家》 从房

产中介这一职业切入，在讲述中

介们帮助客户买房、卖房、租房

的过程中， 呈现出性格不同、价

值观迥异的职场人物群像，反映

出当下激烈的职场竞争、原生家

庭的影响等与现实生活息息相

关的话题。

对于新时期的电视剧创作

而言， 职场剧因其现实主义属

性， 得以透视出丰富的社会图

景，也常常能引起大众更广泛的

关注。 《平凡的荣耀》等剧在一

定程度上成就了精品职场剧的

一次创作示范，将专业性、情感

普遍性和社会现实性有机融合。

剧作以贴近现实的镜头去展现

不同身份、不同资历职场人共同

的辛酸与拼搏精神，构造出有温

度的故事内核。 剧中吴恪之、孙弈

秋两位主角， 与现实职场中成千

上万的年轻人一样，努力拼搏，奋

勇向前，不仅让观众产生共情，同

时也折射出新时代背后的人文情

怀。 这样的优秀作品可以为下一

阶段的职场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提

供更丰富的有益启示。

牛梦笛

▲《安家》海报。 （资料图片）

《平凡的荣耀》海报。 （资料图片）

▲

评弹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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