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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优秀电视剧百日
展播”中，多种题材的优质电视剧
接连上演。正在热播的《光荣时
代》、《谍战深海之惊蛰》、《奔腾年
代》等作品广受关注，在收视和口
碑上获得双丰收。这些作品呈现
了多样化、差异化、年轻化的表达
方式，尤其是着重于以小见大，从
小人物视角展现家国情怀，反映
大时代中个体的际遇。这种创作
手法让观众对剧集表现的故事更
具代入感、参与感。

=====================

大时代背景下
小人物故事真实可信

正在播出的多部电视剧中，《谍战深
海之惊蛰》因其环环相扣的剧情，吸引大
批观众追看。主人公陈山（张若昀饰）频
频陷入暴露边缘，牵动着观众的心。

《谍战深海之惊蛰》根据海飞的小说
《惊蛰》改编。剧中，陈山原本只是上海
滩普通人，却因为长相酷似军统特工肖
正国而被日本间谍挑中，被逼伪装成肖
正国，从此开始惊险的谍战人生。有观
众认为，这种“交替人生”的设定，不算新
鲜，但电视剧以干净利落的剪辑以及一
环扣一环的情节，巧妙地营造了一种让
人时时提心吊胆的氛围，“一晃十几集，
陈山总是处在暴露和失败的边缘，并非
是他能力上的缺陷，而是因为他的对手
强大，让我的心一直揪着”。

《奔腾年代》则聚焦国产电力机车的
发展史，主题虽然宏大，故事的讲述却别
具一格。佟大为、蒋欣分别饰演剧中的
电力机车工程师常汉卿和保卫科科长金
灿烂，他们的故事代表着电力机车人实
现强国之梦的动人诗篇。有观众感慨：

“如果没有遇到大变革，金灿烂也许只是
机车长家烧水做饭的小妹妹，而常汉卿
可能永远是那个传说中高高在上的天才

大少爷，不食人间烟火。因为电力机车，
他们相遇并一同奋斗，故事转折挺真实
可信的。”

演员准确的表演
让故事更有说服力

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准确的表演，
可以让作品、让故事更有说服力。

《奔腾年代》中，人物群像整体很有
质感，大小姐的矫揉造作，机车厂职工的
斤斤计较，不同人物角色的铺垫将年代
的背景烘托出来。那些一闪而过却又人
人有戏的路人，像打铁匠、地摊儿老板
等，“即便只有零散的几场戏，也都能看
到他们对职业的敬畏之心”。

有观众认为，《谍战深海之惊蛰》里，
陈山、张离等人物角色特征突出，“与之
前在观众印象里不苟言笑、传统刻板的
特工形成鲜明对比，有了可爱、浪漫、多
情、无助的一面”。此外，烟火气十足的
英雄形象与日常生活场景紧密相连，从
而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剧中，街边的重庆火锅、上海十里洋
场的生煎包，还有平常的脚踏车……生
活的气息跟严酷的谍战相对应，让观众
更能体会战争年代隐蔽潜伏于敌方的谍
报人员的艰难，真切感受个人与国家命
运的休戚相关。

增加人物的深度广度
让戏“立得住”

从这些热门电视剧中不难看出，创
作思路上，如今的影视剧喜欢“以小见
大”，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以普通人为主人
公，从他们的角度传递正能量。

《光荣时代》的导演刘海波说，剧组
在创作初期就希望将剧中人物的深度
和广度尽力增加，“希望每个人物都细
节丰富、有血有肉，这样我们这部戏才
更有看头，也更立得住”。他认为：“现
在观众每天观赏的内容和渠道很多，特
别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很难取信于观
众。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观众更愿意
相信这是真实的。”这种创作理念最终
在剧中得到呈现。张译说自己十分喜
欢郑朝阳这个人物的设定：“从人物角
色上来说，有了冷热交替的情绪变化，
人物就会变得好看。”

张若昀则认为，参演《谍战深海之惊
蛰》最重要的原因是：“陈山是一个几乎
不可能活下来的角色，他很多次化险为
夷，靠的是小人物的智慧。张若昀说自
己“真切感受到角色那种巨大的压力”，
并在表演上设计了“用强势来掩饰心
虚”，“让陈山自成一种气场，他必须相信
自己是肖正国，险中求存”。 齐鲁

影视剧“以小见大”
才会赢得口碑

在日前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
司、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在京举办的研
评会上，电视剧《在远方》引发专家热
议。专家认为，该剧以一位平凡的快递
小哥奋斗经历为视角，真实再现了从
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间的社会发展
和时代风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创业者
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

电视剧《在远方》是广电总局百部规
划项目，也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
百日展播”的推荐剧目。该剧讲述了快
递小哥姚远在民营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快
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敢为人
先，最终成长为快递行业领军人物的故
事，展现了新时代创业者勇于创新、敢于
思变、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与时俱进
的时代精神。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陈芳
认为，近年来，影视行业内一直倡导扎根
生活、扎根现实、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
作，但真正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表现创
业题材的电视剧并不多。

“电视剧《在远方》既展现了互联网
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又凸显
了草根小人物的坚韧执着；既有新兴的
快递行业和传统的国家邮政行业的竞争
矛盾，也有对创业者内心的充分挖掘。”
陈芳表示，“希望有越来越多电视剧也能
像这部剧一样，切准时代脉搏，脚踏实地
展现当今时代的社会变迁。”

青年观众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生高
飞认为，该剧将国家大事串联，勾勒出新

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剧变。“当我们把主
人公姚远的奋斗故事置于大时代背景
下，观众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生逢盛世、
与新时代同行的共鸣。”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
长范志忠也对该剧表现出来的时代叙事
特点印象深刻。“电视剧《在远方》不是把
这些国家大事作为时代的远景简单机械
地粘贴起来，而是巧妙地将它们融入叙
事中。再加上经典歌曲《流浪者之歌》、
不同款式的手机等丰富生动的细节，让
观众感受到一种时代的变迁。”范志忠
说，“该片为我们如何讲好时代的故事提
供了一种范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一川认
为，快递事业联系千家万户，在人们的工
作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该剧
依托于一家快递公司的创办与升级，构
建出了现实感和戏剧化兼而有之的故事
情节以及开放、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更
塑造出以主人公姚远和他的爱人路晓欧
为代表的具有浓烈理想主义精神特质的
人物。 新华

电视剧《在远方》：
快递小哥的奋斗故事映射时代风貌

目前，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
《希望的大地》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为开篇，展现了改革开放34年间中国人
民在党和国家政策引导下，通过解放思
想、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富起来”的
过程。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承
制，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王成刚担任
编剧，杨铮、印小天、姜妍、菅纫姿领衔
主演，李雪健特别主演，汇集实力制作
班底，还原改革开放风貌，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希望的大地》播出后，无论是服化
道的高度还原，还是人物命运的真实与
多彩，都赢得了观众的肯定，在不少观众
看来：“这部剧展示出了改革开放后，各
界平民英雄的探索实践与思想激荡，对
于当下的我们也很有感染力！”

导演吴子牛看来，环境的营造至关
重要，为此团队辗转多个城市，寻找开篇
看着毫无希望的贫瘠之村“月亮湾”，满
目苍凉的场景一下子就让观众拉回到20
世纪70年代的农村。他表示：“1978至
2012年间的场景再现，包括化妆、服装、
道具，甚至不同的时代声音、环境声音
等，这一切是我们叙事的基础，没有这个
基础我们就讲不好故事。”

细节方面，剧中不同时期的道具，如
报纸、图片、文件，甚至结婚证、学生证等
证件，都做了最大限度的还原。人物造
型方面为逼真还原1978年的农村贫困
状态，化妆组对演员的牙齿都进行了造
型处理，掺杂上黑色和黄色的牙垢牙渍。

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剧，
《希望的大地》充满了浪漫与激情，现实
观照和理想求索。该剧从开篇便呈现的
工、农、商、学、兵各界人物的追梦激情也
让观众引发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群体到
个体的感悟与思考。

精神内核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
键。《希望的大地》以表现“历史转折中
的中国人民”为主题，将“希望”贯穿始
终，书写跨行业、跨地域、多线索、多年
龄的群像传记，以宏伟的气魄全景式地
勾勒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
变化。以马尘、吴蔚然等为代表的时代
践行者们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始终怀
揣着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希望，在党和国
家大政方针的支持号召下，激发出强大
的创造力，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也
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建设力量。该
剧将社会的沧桑巨变与多条人生线索
的激荡浮沉互文书写，提供了洞观改革
开放的独特视角。 光明

电视剧《希望的大地》：
洞察改革开放的独特视角

日前举行的2019中国科幻大会上，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
心发布了《2019 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
告》。报告显示，2018年科幻周边产品产
值总和约为4.5亿元。2019年上半年，
周边产品产值总和约为9.5亿元。近期
以盲盒、模型为代表的玩具在国内市场
火热，其中不乏科幻元素。业内人士指
出，科幻衍生品开发潜力巨大。

报告指出，科幻电影市场2018年全
年总产值为209.05亿元，2019年上半年
上映的影片产值已达172.339亿元。与
作为科幻产品龙头的科幻电影市场相
比，目前我国周边衍生品产值少得可
怜。“国外电影市场70%以上收入来自衍
生品，国内的衍生品产业尚属发展初期，
潜力巨大。”国内衍生品品牌52TOYS创

始人陈威表示。
据了解，今年年初电影《流浪地球》

是在上映后，才授权给多家公司进行衍
生品开发。而欧美、日本等国家早已将
衍生品开发作为扩大市场、维系IP热度、
分散影视投资风险的重要手段。《星球大
战》、《变形金刚》、《冰雪奇缘》等电影的
周边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相当大的比例，
在有些案例中甚至远超电影票房。

“因为衍生品开发周期较长，建议在
电影开发阶段就开始筹划，可以搭配电
影宣传节奏。”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姬
少亭表示，在IP衍生品生产方面，国内很
多生产厂家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技术，但
是依然缺少创意与设计，衍生品种类也
很单一。“目前钥匙扣、马克杯等造价便
宜、工艺简单、设计元素少的居多，整体

周边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
此外，科幻周边衍生品的开发授权

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虽然已经迈出了
可喜的一步，但存在授权方对后续开发
的管控不到位、衍生品质量低下、消费者
不满意最终损害品牌形象的情况。

业内人士指出，周边产品的开发以
视觉形象为基础，而科幻大多构建了具
有新奇性的世界观和形象，视觉元素丰
富，具备开发衍生品的巨大潜力。

《2019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分析
未来趋势指出，科幻产业门类将更加丰
富，投资、产业丰富化的过程中，从业人
数将稳步提升。“目前科幻周边衍生品的
商业逻辑在不断被验证，有助于科幻产
业链不断丰富、成熟，在可预见的未来可
能成为新的行业增量。”姬少亭说。新华

科幻衍生品开发潜力巨大

迁坟通告
湛麻府通〔2019〕34号

为做好项目用地地面附着物清表工作，需对位于政通路南侧、后湾

村东侧、雷州青年运河鸭曹干渠西侧地块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迁移，

具 体 位 置 坐 标 为 ：1. X=2352324.408，Y=37427131.236；2.X=
2352344.189，Y=37427597.746；3.X=2352107.773，Y=37427496.352；4.X=
2351891.456，Y=37427430.230；5.X=2351851.737，Y=37427197.162；6.X=
2352219.150，Y=37427192.565；7.X=2352205.087，Y=37426851.023；8.X=
2352309.411，Y=37426846.381（坐标点使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具

体位置详见现场界址标记。请上述用地范围内所有坟墓的有关坟主亲

属到麻章镇社会事务办（联系电话：0759-2705062）办理迁坟登记、补偿

等相关手续，并于 2019年 11月 31日前自行迁移，逾期不登记、清理，将

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28日

迁坟通告
湛麻府通〔2019〕30号

为做好湛江市 2015年度第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实施方案地面附着物清表工作，需对该地块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

迁移。该地块位于省道293东侧，金华西路西侧，具体位置坐标为：1.X=
2355056.782，Y=37426397.480；2. X=2355051.178，Y=37426601.976；3.X=
2354958.159，Y=37426538.037；4.X=2354927.490 ，Y=37426418.465；5.X=
2354864.635，Y=37426382.380；6.X=2355056.789，Y=37426338.364（坐标点

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具体位置详见现场界址标记。请上述用地

范围内所有坟墓的有关坟主亲属到麻章镇社会事务办（联系电话：

0759-2705062）办理迁坟登记、补偿等相关手续，并于 2019年 11月 31日
前自行迁移，逾期不登记、清理，将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25日

湛江市渔业协会由湛江市洋海渔业专业
合作社、廉江宏顺渔业有限公司、廉江盛创渔
业有限公司、湛江钱大姐海洋经济投资有限
公司、廉江市红发泽渔业有限公司、湛江市钱
大姐海产品有限公司、廉江市海顺风渔业有
限公司、湛江市霞山区鸿良水产品初加工厂
等8家企业自愿发起，并于2019年7月31日
经湛江市民政局预先核准名称并同意开展筹
备活动。

本会的宗旨是：本会遵守宪法、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坚持科学
发展观，倡导行业自律和公平竞争。

本会的业务范围：（一）宣传党和国家的
有关方针、政策，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的
愿望、合理的要求和建议，维护会员合法权
益，在会员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二）为
会员的安全生产、市场营销、信息交流、企业
管理、科技创新、政策法规、经营决策、人才培

训、化解风险等提供全方位服务，加强会员间
的交流与合作；（三）组织会员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举办和参与有益于提高行业影响力、树
立行业良好形象的各种社会活动；（四）接受
相关政府部门的委托，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
行业标准；（五）接受相关部门授权或委托的
其他事项。

筹备组主要负责人：陈妮
联系人：陈妮 联系电话：19106699388
联系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华路48

号1号楼2702
现予公告，诚挚欢迎渔业企业踊跃报名加入

本协会，并积极为本会筹备成立工作建言献策。社
会各界如对组建本会或对本会筹备活动有异议的，
可向湛江市社会组织管理办公室（湛江市赤坎区农
林二路2号）反映（电话：3221912）。

湛江市渔业协会筹备组
2019年11月6日

湛江市渔业协会筹备公告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