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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王琳琳

一部堪称“三无”——无背景、无资金、无技
术的纪录片《寻找手艺》火了。

70 后导演张景花了将近 4 年的时间，拍摄完
成这部以民间手艺人为主题的纪录片，在联系 13
家电视台播放都无一例外地失败后，张景无奈之
下将其上传到年轻人爱上的哔哩哔哩（B 站）视
频网站。结果迅速蹿红，一周播放量破 7万，站内
播放量超过 50多万，远超一般纪录片。

无数观众成为传播它的“自来水”，上百人给
导演张景发私信，夸他拍得真好，“慕名而来”的
弹幕密密麻麻，覆盖了整个屏幕。据说一位观众
在刷到第六遍的时候问张景：景大大我实在忍不
住了，我想问问你下一部什么时候拍？

真诚，不套路

粗糙、不精致，是不少观众看到纪录片《寻找
手艺》的第一感受。

没有酷炫的片头设计，没有丰富的多元配
色，只是将“寻找手艺”四个大字用简单的黑字勾
边铺陈在同样黑白为主的画面上。片尾也“质朴
得感人”，打上当集拍摄对象的名字、省份就结束
了，像是视频制作爱好者的初级水平。有公众号
评论说，再多加两种颜色就是“如何逼死设计师
朋友”系列了。

关键是，勉强被称为三位主创的导演、摄像
和录音，根据导演的描述：摄影本来是个司机；录
音第一次摸录音机；导演是第一次拍摄大型纪录
片。就这样一个类似“草台班子”的组合，却立志
走遍全国，拍出“一部伟大的纪录片”。

“草台班子”的装备也很寒酸。与传统电视
台的拍摄装备，比如标配一辆吉普，后面跟一台
官方的车，车上有大 logo，工作人员穿马甲不同，
张景他们只有一堆二手设备和一辆开了 10 多年
的老破车。

拍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光
网友发现的就不下 10 处，比如拍摄新疆民族乐器
巴拉曼制作大师艾尔肯·吐儿尔时，旁边就出现
了录音师和碍眼的设备。其他画面粗糙、构图随

意等情况也成为这部片子的常态。
不过，网友却一点也不计较这部怎么也算不

上“制作精良”的纪录片，而是觉得它特别“可爱”
“真诚”“不套路”。

片中有一个细节被网友们反复咀嚼：团队进
入新疆，由司机向摄像身份转变只有一个星期的
何思庚蹦出一个想法：要拍下新疆的风。于是，
他停下车来在车前安装微型摄像机，下一幕——
想象中充满诗意的风在镜头中出现了，镜头外面
一片苍茫。弹幕中，观众都笑疯了。

导演本人也是特别感性。到了青海，看见起
起伏伏的青色麦浪，导演突然说很想自己的女
儿，想念写给她的诗。然后，张景真的念了——

我在 72道弯，种下层层麦浪
为的是 给你收获一颗丰硕的青稞种子
我踏遍尼洋河畔
为的是 给你寻找一枚纯真的黑色暖石
……
正是这样看似随意，实则充满真情的表达方

式，让网友在欢乐之余，感受到了片子本身传递
出来的安静与美好。

手艺的真谛

出发前，张景谈不出自己究竟能拍到什么，
也谈不上对手艺真谛的理解。他只是想仿照经
典的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拍一部《指尖
上的中国》，记录那些民间的手艺人。

从废品站买回一摞比人还高的《中国国家地
理》等过期杂志，结合网上的资料，张景圈出了
3000 多个值得拍摄的地点，最后确定下 300 多个
备选对象。然后，找来两个“外行”充实进自己的
队伍，就出发了。

一开始，拍摄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在河
北曲阳和山西柳林等地，他们希望可以拍摄到石
雕和桑皮纸的制作过程，但到了当地之后，却发
现石雕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生产，桑皮纸则已经彻
底没落。

随着时间的推进，张景的拍摄才渐渐进入正
轨。在黄河岸边，他们拍摄到了羊皮筏子的制作
过程；在喀什附近，他们寻访到了英吉沙小刀的
制作者……经过 126 天的外出拍摄，这支不被看

好的“草台班子”，辗转 23 个省份，遍布祖国大江
南北，共寻访 199 位手艺人，记录了 144 项传统手
艺。

在贵州一个村落，主创团队找到了用原始方
法造纸的侗族老人。因为没有销路，造纸的两位
侗族老人决定在拍摄的当天将仅剩的树皮原料
一次性全部用完，之后便不再从事这门手艺。在
新疆，主创团队拍到了新疆人布置房间用的绣花
毡制作流程。从羊毛到毯子，每个步骤都是纯手
工的。一张花毡，最熟练的师傅也要耗费 4 个
月。可是，售价只不过两三千元。这是手艺吗？
这是手艺。

有人从中看到了信仰。土旦是西藏达孜著
名的佛像手工制作人，掌握着锻造佛像的最高技
术，手下的佛像作坊，每一件作品光成本价就在
六位数以上。如果按照常人的理解，这位手艺师
傅已经是千万富翁了。可是土旦常常免费为很
多寺庙造佛像，把赚到的报酬也捐给寺庙。

有人从中看到了修行。德格印经院里有 20
多位从青少年时期就制作经版的“年轻小哥”。
他们长年累月地进行工作，工作的地方就是睡觉
的地方。导演问一位从 13 岁就在庙里篆刻经文
的小哥，“是不是刻得越多，工资就越高？”小哥连
忙用不太利索的普通话解释：不是不是，刻的时
候好好刻、慢慢刻，不好好刻的话，我们死了的时
候，因为这个，害怕得很。眼神、话语里，只有清
澈的信仰与敬畏。

将近 200 位匠人，100 多项手艺，让无数生活
在现代都市的观众看到了中国手艺人的现状和
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看到了原来还有这样的手
艺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至于记录这些手艺的意义，张景在《寻找手
艺》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些手艺人从来不会
去和别人讨论什么叫“工匠精神”，更不会和别人
讨论“执着”、“文化”这些词，因为他们从来没想
过。

B站，纪录片推手

平实的镜头语言以及真实的人物故事和制
作流程，本就已经让年轻人受到了很大触动，再
加上播出平台 B 站的互动性和欢乐的弹幕，让

《寻找手艺》这部纪录片成就了一次集体的观影

体验。
无独有偶，除了《寻找手艺》，这两年，《我在

故宫修文物》《大国重器》《五年规划》《超级工程》
等一系列看似不符合年轻人口味的纪录片纷纷
在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视频网站上火了。《大国
工匠》的播放量是 45.6 万、《航拍中国》46.4 万、

《舌尖上的中国》88.6 万、《中国通史》176.5 万、《我
在故宫修文物》221.5万……

虽然与诸多点击量动辄上亿的偶像剧没法
比，但是对于这些人文历史地理类纪录片来说，
它们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是 40 岁、甚至 50 岁以上
的人群，能够在 B 站上拥有这么高的人气确实让
人始料未及，也让很多人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
解。

一个常年关注日本文化的 85 后媒体人告诉
记者，B 站起源于日本，其特色是悬浮于视频上
方的实时评论功能，观看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
构建出一种奇妙的共时性的关系，形成一种虚拟
的部落式观影氛围。

在中国国内，B 站成为这种特色的发扬者和
集大成者，活跃用户超过 1.5 亿，每天视频播放量
超过 1 亿，弹幕总量超过 14 亿，成为极具互动分
享和二次创造的潮流文化娱乐社区。

“其实，就是好玩。”上述媒体人说。而文化
评论人韩浩月则分析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B 站
身上很好地体现了互联网精神，具有三大特质，

“分享、免费和海量”。年轻人可以第一时间分享
自己对于视频的看法，收看的人也可以第一时间
接收，各种交互互动便由此产生。

韩浩月说：“大家都对年轻人消费严肃题材
感觉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很多学生和孩子对严肃
题材都是有兴趣的，而且新一代网民比原先的一代
眼界要开阔得多，对于内容的需求也多样得多。”

2016 年，B 站甚至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6 中国（广州）国际
纪录片节第四届“中国纪录片推动者大会”上，作
为近年来的新鲜力量，获得“中国十大纪录片推
动者”称号。

一位常年在 B 站上观看记录片的网友说，B
站只是我们看片的一种方式、一个渠道，真正关
注的还是纪录片记录的那些人物与故事，那些现
实中的中国。

◆原平方

如果说大众文化是大多数人所认可、接
受并喜欢的一种流行文化，那亚文化就是极
少数人所热爱的一种小众文化，这样的少数
人有自己特别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能够
彼此认同。他们就是一种亚文化群体。

无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不用看人脸
色、不希望被人打扰而沉迷于个人兴趣爱好
的“宅文化”即是这样一种亚文化。国内的市
场将宅文化统称为“二次元”，并有专家为此
定义了“泛二次元”以及“硬核二次元”两个不
同的类别。具体来说，那些以日本的动画、漫
画、游戏、轻小说、广播剧、虚拟偶像等作品所
带来的周边及衍生作品被定义为“二次元”基
本形态的“硬核二次元”，其他被称为二次元
的事物就被统称为“泛二次元”。相较来看，
比起拥有超强粘性受众群体以及极强用户文
化性的硬核类内容，泛二次元内容更易于为
人接受、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

不太喜欢交流的亚文化群体以什么方式
交流？

在屏幕上川流不息的弹幕，俨然成为二
次元亚文化群体的主要交流方式。视频弹幕
不仅可以让观看视频的用户即时发表自己的
意见观点，同时为视频本身带来了更强的代
入感及亲切感。这种功能还能使原本只能独
自观赏或者和少量朋友一同观赏的视频，在
第一时间传递其他观众的想法，感染别人、形

成回应并营造归属感。
应该说，号称无背景、无资金、无技术的

“三无”纪录片《寻找手艺》在 B 站的“逆袭”，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为什么原来被视为“冷门”的纪录
片在 B 站会火？

《寻找手艺》的制作手法和风格当然是主
要原因。不酷炫、不套路甚至略显粗糙的表
达，反而凸显了拍摄者的真诚和朴素，而纪录
片的本质不就在于真实吗？生活的本真面貌
给待在家里的亚文化群体造成了强烈的视觉
冲击，原本囿于技术设备和经验技巧而拍成
的纪录片也无意插柳，完成了一次充分的生
活再现。更重要的是，纪录片的拍摄者没有
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带着自己原先的观
念来记录这些民间的手艺人，而是带着未知
和好奇去探求，究竟生活中的手艺人是什么
样子，他们和观看的用户一起看到了日常生
活的真相。

为什么亚文化群体会做这样的主流文化
选择？

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亚文化群体代表的 B
站，立意打造面向年轻人的主渠道，体现了多
元文化的和谐共存。虽然鬼畜恶搞类的视频
是 B 站“镇站之宝”，但原来的动漫粉丝延伸
成为层次更多的“泛二次元群体”，古风、中国
风类原创内容因而变成年轻用户的重要领

地。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电视上反
响平平，在 B 站却形成巨大影响力，并成功在
院线上映，就充分反映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的尊重和喜爱。另外，火爆 B 站的《九九八十
一》、《权御天下》等用户原创歌曲，也是传统
中国风与流行曲风格的完美结合。B 站用自
身内容的多样性证明了亚文化群体对于多元
文化具有相当高的接受程度，年轻人有潜力
有能力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让其
在当今社会焕发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作为交流功能的弹幕作用也
功不可没。事实上，有趣、幽默的弹幕已经成
为优秀类视频网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崇尚
独立、喜欢安静的“二次元”群体虽然小众，但
依靠不必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畅所欲言、充分
放飞了自我。也是在弹幕的交流里，这样的
亚文化群体拥有了对同一种文化的认同。而
且，由于对不被大众文化认可的颠覆和叛逆，
弹幕的推荐和亚文化宣示功能因而显现出
来，并从而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亚文化群体。

说到底，亚文化群体是一个以青年人为
主要组成部分的群体，正因为年轻，他们才有
学习动力，才有对于不同生活的追求渴望，因
而才有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能力：他们的根
在中国，他们的身上本就有传统文化的基因，
他们对于主流文化的选择当然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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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寻找手艺》纪录片画面。

▲图为《寻找手艺》纪录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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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黎

叶县县令叶子高自称爱龙如命，可当
龙父子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胆战心
惊。没错，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来自
中国的成语“叶公好龙”。

把成语故事搬上舞台，由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打造的《成语魔方》系列舞台剧，如
今已上演第四部。依旧是 3 个成语故事的
拼搭，依旧是现场大小观众笑声掌声不断，
以小见大、亦庄亦谐的戏剧手法，伴随着精
致创新的舞美、醇熟诙谐的表演，一场优秀
传统文化之旅再次开启。

舞台上怎么表现“龙”？“我们在表现
“龙”的时候，既运用了“偶”的元素，也运用
了中国传统的皮影艺术。剧中有 3 种不同
形式的龙：二维的皮影龙、三维的铁支木偶
龙、还有源自纸扎风筝的大龙偶，其中大龙
偶仅龙头就有 1.6 米，在舞台上呈现非常壮
观。”《叶公好龙》篇导演杨成介绍说。

挖掘成语背后中国文化的精髓，《成语
魔方》原创系列儿童剧在兼具传统风格与
现代审美上，探索无限可能。

群英荟萃出精品

从 2014 年第一部《成语魔方》上演延
续至今，充满童趣、新鲜生动地展现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成语智慧，中国儿艺
的假日经典小剧场几乎场场爆满。

演出现场，有不少观众都是从第一部
追到第四部的“真爱粉”。“对，前三部都看
过了，孩子非常喜欢，我们家长也觉得受益
匪浅。”来自北京皇城根小学四年级的小学
生和爸爸妈妈一起，在笑声中度过了快乐
的戏剧时光。

遵循儿童剧的创作规律出精品，《成语
魔方》系列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群英荟
萃的团队力量。演员中既有国家一级演
员，也有戏剧“梅花奖”得主。无论是“叶公
好龙”里 3 个性格迥异的县令，还是“东施
效颦”里令人捧腹的西施和东施一美一丑
的对比，都给小朋友带来了寓教于乐的独
特体验。就连舞美、编剧甚至作曲，也都汇
聚了国内顶尖的人才。

剧中 3 个成语故事既在整体上保持了
风格的统一，又各自有不同的特色。舞美
设计王冰说：“‘叶公好龙’的画面层次更丰
富，同时设置了机关龙偶，让演员可以在台
上‘舞’起来；‘东施效颦’注重意境，运用小

桥、荷塘等元素体现江南的如诗如画；‘自
相矛盾’则侧重演员与景的互动，屏风不再
是单纯的二维平面，而是会在演出过程中
逐渐变成立体结构，配合表演。”

简约不简单的意蕴贯穿其中，使每个
故事都显得独具魅力。

创新表达有传承

“有这么一个贾家村，村长比武选女
婿，打那边儿来了两个人儿找媳妇儿……”
随着响木一敲，舞台一侧的灯光亮起，说书
人开始讲起了《自相矛盾》的故事。台词中
不时出现的歇后语，让现场观众大赞“接地
气”，不仅众多传统打击乐器汇聚一堂，剧
中人时不时口中的 RAP 和一段段机械舞
也与传统戏剧完美融合在一起。

这让现场的小朋友看得更加兴奋。扮
演贾大牛的翁杨表示，台词中会保留一些
传统的词汇，让小朋友感受到古典韵味，尽
管这些词可能不常用，但希望能有一个普
及和传承的作用。

不仅内容上创新表达方式，《成语魔
方》的音乐也融合了传统民乐元素和现代
电子音乐元素，作曲刘君利介绍说，“自相
矛盾”就首次运用传统打击乐的方式进行
现场伴奏，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主创们在展现成语本意的基础上，还

注重对故事进行延展，增加了对成语背后
的深度思考。

以“东施效颦”的故事为例，《成语魔
方》在其原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东施模
仿西施的动机。“社会对她的态度让她认为
丑的人做什么都不对，大家都忽略她内在
的心灵美。我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唤醒那些
忽略这些问题的人。”导演何吉光说。

杨成也表示，儿童剧应该全家共同观
看，因此在故事的呈现上，他们注重让低幼
的儿童看得懂，让高年级的孩子有所思考，
让家长从中得到成人的感悟。

变化的是故事内容，不变的是探索与
追求。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系列组
合式儿童剧“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的一个品牌，通
过几年来的创作演出，他们有许多启示与
收获。这个系列剧深入边疆学校，巡演宝
岛台湾，远赴新加坡，还让美国学生粉墨登
场，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成语虽小，意义不凡，这更加坚定了
我们把这个品牌不断打造下去的信心和决
心。”如尹晓东所说，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思
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蕴藏在成语故事之
中。把成语故事创作好，就是把中国故事
讲好，把中国声音传播好。

纪录片《寻找手艺》导演张景。

纪录片《寻找手艺》片头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