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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先生悟道、传

道的贵阳，作为热门“文

化 IP” 的“王阳明” 正发

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应用

场景” ： 舞台上有原创话

剧《此心光明》，综合体有

中国阳明文化园， 影视剧

的《王阳明》已完成剧本

创作……近日， 在南明区

发布的“跟着名人游南明

之王阳明篇” ，则为“王阳

明” 这一 IP 新添了“文化

旅游应用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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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剧情不断进展，《天盛

长歌》赢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这

是一部被忽视了的扎实的古装

剧作，在戏说与宫斗占据古装戏

主流的时候，《天盛长歌》 显露

出古装剧向正剧回归的趋势，喜

欢这部戏的观众通过对比会发

现，只有正剧，才能让古装戏重

拾魅力。

《天盛长歌》有明显的架空

特征，显然，这种架空技巧为它

赢得了恰当的表达空间。 于是我

们不难发现， 这部戏当中有架空

作品罕见的庄重气质。 根据真实

历史事件与人物改编的电视剧，

被戴上的纸镣铐太多、太沉重，哪

怕改编得好， 也总会被一些较真

的观众批评。 但《天盛长歌》有效

地避免了雷区， 开始更多地在文

化、人性与智慧等方面做文章。

在陈坤饰演的男一号宁弈身

上， 足以可见封建王朝皇位争

夺、权谋斗争的另一面，这一面

可以是真情，可以是忠诚，可以

是信义，更可以是人间百味。 宁

弈的男一号形象，在古装剧中是

难得一见的，主创团队将宁弈塑

造成了一个心怀复仇情绪但却

懂得步步为营的霸者形象。 但在

宁弈的霸道之外，还有一个同样

重要的形象符号，就是“建安七

子” 文人式的狷狂。

陈坤的公众形象， 与宁弈有

相近的地方，比如两者的内在都

有强大的温暖元素。 但陈坤在剧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在于他

陷于权谋争斗时刻的那份沉着

与冷静，在陈坤的塑造下，宁弈

的表情成为传递内心情绪变化

的镜子，时而灿烂，时而阴翳，时

而温暖，时而残酷，时而感性，时

而理性……宁弈可以说是陈坤近

年来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回到剧作看，《天盛长歌》之

所以吸引力快速变强，在于它的

剧情设计是绵密的，尽管有观众

觉得它的节奏稍显缓慢，但受事

件推动与人物成长的双重影响，

剧作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张力与

节奏。 而且，在剧情之外，还有股

中国智慧的力道贯穿其中。

所谓中国智慧，体现在《天

盛长歌》中，其一是政治智慧。天

盛帝大权在握，一言九鼎，但他

却很少像别的古装戏中的皇帝

那样信口开河，而是擅长借助朝

臣之口， 来说出自己的愿望，比

如把镇守边疆的七皇子召回京

城， 就是在一次朝廷会议中，借

凤知微女扮男装的“魏知” 之口

实现的。 天盛帝之所以看重以

“废臣” 出身成功逆袭的六皇

子宁弈， 也在于发现了他难得

的政治智慧， 将江山交于宁弈

手中，天盛帝才会放心，而宁弈

吃定了父皇一定会传位给他 ，

在这个基础上展现的自信与从

容 ，更使得《天盛长歌》变得具

有戏剧冲突。

其二是文化智慧。 观看《天

盛长歌》， 经常出现的半文半白

台词，并不会对观众理解剧情造

成影响，反而强化了剧作的文化

味道。 在考究、精良的制作之外，

《天盛长歌》 在人际交往的礼

仪、饮酒进食等生活场景的刻画

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通过这部

剧，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文化与生

活情境，这为剧作带来了某种沉

浸感，也让观众得到了视听之外

的文化享受。

第三是情感智慧。 在新近播

出的剧集中，与二皇子交谈之后

心怀怨气的顾南衣，与凤知微走

在街上谈及潜在的“情敌” 宁弈

时，连说了几句“他丑……” ；在

凤知微欲为宁弈辩解时，顾南衣

脱口而出一句 “你也丑……” 。

这样的轻喜剧元素，时而在《天

盛长歌》中出现，然而它并不会

破坏全剧的正剧风格，反而为观

众带来了不少莞尔一笑的机会。

在情感表达方面，《天盛长歌》

不再拘谨、生硬，而是把现代人

的情感表达，有效地揉进了古装

故事中，在这点上，《天盛长歌》

的创新值得赞扬。

当下几部古装剧扎堆播出、

各有特点。 但正如业界人士所呼

吁的那样，古装剧只有重回正剧

路线，才能挽回多年戏说造就的

市场乱象以及剧作审美力的下

滑。 对于古装剧这个类型来说，

正剧更适合表达中国悠久的传

统文化，展示古人在政治、经济、

社会、 生活等多个层面上的创

举。

如今，曾滋养古人多年的优

雅生活传统， 早已淡出现代人

的生活， 当下人被无处不在的

浮躁情绪包围着。 如果古装剧

在讲好一个精彩故事的同时，

能把渐行渐远的文化理念与生

活理念重新带回来， 那将是一

件莫大的功劳。

展现旷世大儒的生命历程

贵州大型原创话剧

《此心光明》上演

本报讯 9 月 5 日晚，由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的贵州大型原创话

剧《此心光明》上演。 该剧为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 2018 多

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

之一。

由贵州省话剧团携手浙江话

剧团联袂打造的《此心光明》，采

用“叙述体戏剧” 样式，以话剧为

艺术载体，融合了中国戏曲、古典

民乐、现代舞蹈、民族文化等多种

元素。 以旷世大儒王阳明修学悟

道、 几经生死， 最终创立 “心即

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传世心学

的起伏人生为剧情主线。

全剧分为引子、四章和尾声，

共六部分。 引子从王阳明病危写

起，四章分别展现王阳明少年、青

年、中年、老年不同阶段的人生经

历， 较为完整地展现了王阳明的

生命历程。

该剧已获得 2017 年度贵州优

秀文艺作品奖、 第十四届贵州省

“五个一” 工程奖、第四届丝绸之

路艺术节最佳贡献奖、 文化部

2017 年度“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

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重点原创剧目

专家支持项目” 等荣誉。 著名作

家、 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用 “奇

人、奇思、奇戏” 三个词，对该剧

给予高度评价。

（本报记者 赵红薇 文 /图）

我市百姓健康舞大赛欢乐起舞

本报讯 日前，2018 年筑城

广场市民才艺大赛之 “贵阳市第

七届百姓健康舞大赛” 在筑城广

场下沉式舞台举行， 来自我市云

岩、南明、乌当区的 20 支参赛队

参加了第一场半决赛。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 市文广

新局承办， 贵阳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 贵阳市舞蹈家协会执办的本

届大赛， 同时也是 “舞动新时

代———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

国广场舞展演（贵阳）活动” 。 大

赛经过各地区的层层选拔，将在

本月举行三场半决赛 、 一场决

赛。 大赛将设一等奖三名，二等

奖六名，三等奖九名，优秀奖二

名，以及舞蹈编创奖十名，获得

一等奖的队伍将颁发优秀辅导

老师奖。

随着轻快的音乐节奏， 各参

赛队轮番上场、欢乐起舞。 按照比

赛规定， 每个参赛队首先表演了

用规定音乐《文明我来》伴奏的

必跳舞蹈， 规定舞蹈则是由各队

在“百姓健康舞” 贵州篇 A 、B 级

教材中抽签选定的一个舞蹈。

舞台上， 在同一首 《文明我

来》 的伴奏下， 各参赛队分别表

演的必跳舞蹈编排呈现出不同特

点。 不少舞蹈融入了贵州苗族、侗

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舞蹈元素，

为大众的健康舞添上贵州色彩。

在规定舞蹈的表演中， 各参赛队

在《桂花开放幸福来》《情歌醉侗

乡》《家乡的味道》《摆手舞》

《苗女绣花》 等有着浓郁贵州风

情的歌曲伴奏下， 展开了热情而

充满感染力的表演。

比赛结束后经现场打分，排

名前六位的队伍获得 9 月 23 日

决赛的“入场券” 。

（本报记者 赵红薇）

非遗周末聚———

锦屏专场展现“夜郎遗珠”

本报讯 9 月 6 日，记者从多

彩贵州非遗周末聚组委会获悉，9

月 8 日至 9 日，2018 多彩贵州文

化艺术节“非遗周末聚” 举行“锦

屏专场” 。 两天内， 非遗展示、民

族文化展演以及农特产品、 美食

展销将在多彩贵州文化创意园和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轮番上演。

集少数民族文化、木商文化、

红色文化、 军屯文化于一体的多

元文化聚集地的锦屏县， 因青山

似锦、秀丽如屏而得名。在汉、苗、

布依、瑶等多民族融合发展中，锦

屏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建立了国家、省等四级保护

名录，现有各级名录项目 100 项，

代表性传承人 97 名。 该县有保存

完整的明代军屯生态博物馆、隆里

古城、文斗苗寨等文化遗产，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清水江流域木

商文化的发源地， 锦屏现存 40 多

万份锦屏文书，是我国继故宫博物

院清代文献和安徽“徽州文书” 之

后的第三大珍贵历史文献。

据悉，“锦屏专场” 以“夜郎

遗珠” 为主题，届时市民游客将不

仅能欣赏到《锦绣画屏》《水路三

千里·木商六百年》《脸花花·龙

尾巴》 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歌舞表

演，体验多彩的非遗文化，还能品

尝到山油茶、薏仁米酒、山核桃等

有机美食。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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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盛长歌》中看到中国智慧

韩浩月

“跟着名人游南明之王阳明篇” 发布———

“王阳明 IP”

新添文化旅游应用场景

本报记者 郑文丰

贵阳最早的学校顺元路儒

学、 贵州最早的官办军事学校

贵州武备学堂、 全国第一所中

等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

……这些带着“最” 字的学校，

都位于南明。 南明也因此成为

近代西南地区教育中心之一，

人文历史资源丰富。

贵州省管专家、贵州省阳明

学学会会长王晓昕特别提及一

个地址———贵阳市南明区中华

南路 23 号。 五百多年前，这里

也是一所学校———贵州文明书

院 。 正 德 四 年 （公 元 1509

年）， 在龙场悟道刚一年的王

阳明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

请，主讲文明书院。《阳明先生

年谱》 载：“是年先生始论知

行合一。 ”“阳明先生主讲文

明书院时，书院有贡生二百多

人。 先生在此培育了很多贵州

弟子， 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

故史有‘悟道于龙场，传道于

贵阳’ 之说。 ” 王晓昕教授说，

南明也是阳明心学最早的传

播地之一。 执教之暇，阳明先

生游览了贵阳城内外的南庵、

南霁云祠 、来仙洞 、太子桥等

地一些名胜古迹，并留下九首

诗词。

“跟着名人游南明之王阳

明篇” 文旅产品，结合旅游标

识 创 意 设 计 进 行 “文 化 复

魅” 。 在王阳明留下诗词的现

翠微园、仙人洞、太子桥、达德

书院等五个地方，设置色彩典

雅、字斟句酌的“王阳明留诗

处” 文创标识牌，让更多游客

和市民直观感受并“读懂” 王

阳明与南明区的故事，同时也

增添了南明区的人文底蕴厚

重感、城市环境艺术感。

以 “王阳明留诗处” 为缘

起，南明区重新梳理、整合区域

内的文化旅游资源， 全新推出

五大游线。 南明区副区长杨琦

说， 这五大游线分别是：“细

说” 王阳明、李端棻、杨文骢、谢

孝思、王若飞、曹维城、王伯群

等南明区历史文化名人的 “名

人游线” ；“细说” 仙人圣境、甲

秀灵境、翠微幽境、达德学境、

阿哈秘境、 永乐桃境、 黔明禅

境、 青云乐境等南明区 “新八

境” 的“名景游线” ；“细说” 顺

元路儒学、 文明书院、 经世学

堂、贵州武备学堂、贵阳公立师

范学堂、达德书院、通省公立中

学堂等南明区教育发祥地足迹

的“名校游线” ；“细说” 白沙

巷宋文成烤肉、 李兰英胖姨妈

湖南面、施记蛋包饭、皂角树烫

菜馆等南明区 10 年至 30 年老

字号美食餐馆的“名吃游线” ；

“细说” 花果园、恒丰贵阳中心

等代言着南明区都市休闲新地

标的“网红游线” 。

“跟着名人游南明之王阳

明篇” 文旅产品还特别重视产

业链条的构建，设计制作了部

分主题文创商品。 记者看到，

围绕王阳明形象及其思想设

计的团扇 、书签 、镇纸等文创

产品， 构思巧妙， 赞誉颇多。

“这种具备旅游伴手礼功能的

特色商品，也有助于唤起游客

对南明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

感。 我们还将继续以塑造南明

区独一无二的文创 IP 为目标，

推出更多兼备实用与纪念价

值的‘南明风物’ 文创商品。”

杨琦说。

观影

札记

《此心光明》剧照。

“贵州贵阳的阳明学研究

传播的总趋势是：走出书斋、走

向大众。 ” 王晓昕教授回顾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兴起了

三次大规模的“阳明热潮” ，这

三次热潮都和三个大文化热相

关联， 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

的“文化热” ，九十年代的“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热” ，以及新世

纪以来的“国学热” 。

“前两次热潮中，主要参与

者是学院派的精英知识分子。”

王晓昕说，“热潮” 中，贵阳的

学者表现颇为“抢眼” ：黔籍学

者深探大儒王阳明于龙场悟

道、于贵阳立“知行合一” 学说

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优势， 研究

阳明文化； 我市连续几次举办

了大型国际王阳明文化节，擢

升贵阳阳明文化研究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 国内权威专家公认：

对王阳明的研究成就， 已使贵

州成为全国研究阳明文化两大

重镇之一。

“我们本土阳明学的研究

成果已极为丰富。 如何把握第

三次国学热、 以及 ‘王阳明 IP

热’ 的叠加热度， 做好阳明文

章、讲好阳明故事，需要政府、

企业、学界一起努力。 ” 王晓昕

说。

在贵阳市旅游产业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涂波看来，“跟着名

人游南明之王阳明篇” 文旅产

品是政企学协力打造文旅融合

新品牌的一次有益尝试， 丰富

并创新了我市旅游宣传推荐的

形式与载体。 她说，该文旅产品

从三个方面为南明文化旅游的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一是为旅游产品注入 “文

化” 吸引力。南明的鸿儒贤达灿

若星河， 打造 “跟着名人游南

明” 活动，设计推出名人主题游

线，内容丰富，韵味深厚。 同时，

结合当下时尚传播文化热点，

设计推出网红游线， 体现出别

有新意的文化元素， 使旅游产

品的文化内涵更加多元化，能

大大提升贵阳、 南明作为旅游

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

二是为历史文化插上 “旅

游” 的翅膀。南明辖区内有达德

书院、 经世学堂及贵阳最早的

学校顺元路儒学等书院名校 10

余座，有汉湘街、翠微巷、白沙

巷等古街老巷。 结合这些历史

文化资源， 打造探寻贵阳文化

传承和城市精神起源的旅游产

品，设计推出名校游线、名吃游

线、名景游线等旅游产品，使历

史文化资源通过旅游活动，产

生经济效益，得到更好保护；

三是引导系列旅游产品更

接地气。 在打造文化旅游活动

的同时， 能引导本地旅游商品

企业设计研发更具地域文化特

色， 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文创

产品， 使游客能购买到更具文

化内涵的旅游商品， 有助于提

升贵阳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传颂

度和知名度。

缘起王阳明的“五大游线” 政企学协力打造文旅融合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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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昕教授在“跟着名人游南明之王阳明篇” 文旅产品发布会现场。 王雨水 摄

巴西国博废墟内找到头骨化石

或是镇馆之宝“卢西亚”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9 月 5 日

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 消防人

员 4 日在火灾后的巴西国家博物

馆废墟中找到一个人类头骨化

石,极有可能是该馆镇馆之宝———

美洲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

类化石“卢西亚” 。 一个专家组将

对其进一步分析确认。

据考证,“卢西亚” 距今已有

1.15 万年, 其主人应是一名女性,

出土时保存非常完好,牙齿、颅面

都较完整。 在 2 日晚火灾发生后,

一名消防队员抢救 “卢西亚” 未

果。

4 日凌晨,里约的一场雨帮助

扑灭了火灾现场零星的起火点。

但清晨 6 时左右,一些地方又有死

灰复燃的迹象, 因此消防员依然

在现场值守。

博物馆当天还公布了幸存藏

品清单, 其中包括附楼地下室内

15 万件深海无脊椎动物标本、主

楼外植物园部分的 46 万件脊椎

动物标本和 55 万件植物标本以

及中央图书馆内的 50 万册图书。

巴西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克里

斯蒂安娜·塞雷若在火灾后说 ,

90%的藏品都在大火中被烧毁。

此前,巴西博物馆内共有藏品

超过 2000 万件, 除作为科研机构

外,它还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同时

展出葡萄牙和巴西王室的一些生

活物品, 展现了从 1500 年葡萄牙

人发现巴西一直到巴西成立共和

国的历史。 今年 6 月,巴西国家博

物馆刚刚庆祝建馆 2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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