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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制作从

﹃
小大正

﹄
到
﹃
高精尖

﹄

□韩

莉

4 月 3 日，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举办了广播电视节目创
新创优培训班，广电总局宣
传司司长高长力指出，我国
作为影视市场大国亟待导向
性纠偏，应实现从数量向质
量转变，以“小大正”的自主
创新为指引，解决一系列短
板和顽疾，促进影视创作回
到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上
来。“小大正”即“小成本、大
情怀、正能量”的简称。（4 月
10日光明网）

曾几何时，不少影视剧
或电视综艺节目讲究“排场
大”成为潮流。自带流量的明
星成了收视保障，一台晚会、
一档综艺、一部大剧，似乎只
要请朵“红花”来刷脸，“绿叶”
如何配都是小事，因此经常可
以看到所谓的高成本、大制
作，而其中绝大部分的花销用
在支付明星出场费上，整体的
策划、节目的档次、细节的打
磨全都成了“绿叶”。于是，每
逢黄金时段或者庆祝节点，各
大电视台便成了某几位明星
的跨台演唱会或者穿越大剧
秀场，表演是否到位不重要，
各栏目之间讲排场、比阔气、
拼明星成为“常态”。

鉴于此，对“小成本”的
呼唤成了当务之急。其实

“小”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是
要求一味在投入和格局上进
行压缩，只是力求坚持节俭
办节目的原则，遏制明星酬
劳过高的倾向，要让励志的
普通百姓和各界精英成为节
目中的真正“主角”和“明
星”。比如说，前段时间收官
的《中国诗词大会》，连播三
季，每季收视率都表现不俗，
而且掀起了学习诗词的热
潮，同时还造就了第二季总
冠军高中生武亦姝、第三季
总冠军外卖小哥雷海为等一
批真正来自普通大众的明
星。解读文化密码的《国家
宝藏》以真人秀的形式讲解
中国文化，《见字如面》《中国
成语大会》弥漫着浓郁文化
味，这些成本并不高昂的栏
目和作品在观众中颇有人
气。正如某网友所言，单靠
明星带流量，有可能一时走
红，但要想成为长期“爆款”，
只有内容为王。

“大情怀”和“正能量”二
者相辅相成，相对其对立面
的“小情调”和“负能量”，尤
显难能可贵。总有影视作品
和栏目的制作方喜欢拿“年
轻观众”说事，认为时尚、善
变、快节奏的年轻人只喜欢
轻松愉悦、能缓解压力的小
清新或快餐文化，“家国情
怀”和“主旋律、正能量”的醇
厚鸡汤喝不惯、难消化。事
实真如此吗？前段时间大火
的电影《无问西东》《战狼 2》

《红海行动》等，聚焦的都是
“大情怀”，最打动人心的是
持之以恒地对生命意义的追
索；是作为中华儿女，在大难
来临的紧要关头，听到“中国
人，这边！”“我们是中国海
军，我们带你们回家！”时感
受到的发自内心的温暖和自
豪。有谁能说这些“大情怀”
和“正能量”年轻人接受无
力、欠缺兴趣呢？再如，几天
前，讲述周总理为人民的事
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电
视剧《海棠依旧》斩获第31届
电视剧飞天奖两项大奖后，
导演陈力激动地说：“革命历
史题材影片年轻人究竟爱不
爱看？我告诉你，只要是真
正下了功夫拍出的好片子，
年轻人就会喜欢看。”因此，
如果一部影视作品、一档综
艺节目不能成功“圈粉”、不
够受欢迎，绝不是因为情怀
太大、能量太正，只是还欠缺
打动人心的力量。

如观众所言，影视作品
唯有“小大正”，方能“高精
尖”。胸襟宽广、内容为王，
以朴素节俭炼就“真金”，以
求新求变赢得发展，“小大
正”让艺术创作走进属于自
己的春天。

乃 成 乃 安

1984年春天，我在成安县城读高中。
那时的我，懵懂且粗心。一个周末，回到距离县城 6 公里的农村老家。第二天午

后，约两点钟左右，我与小伙伴们玩耍正酣，猛然想起下午三点还有一场考试。必须马
上回去，却又没有自己的自行车。别无选择，只有跑步。情急之中，我没有选择大路，
而是踩着麦田，直冲着学校方向跑去。

初春二月，小麦正在返青。脚下的麦田，一望无际，平展如毯。我飞奔着，熏风掠
过耳轮，呼呼直响。奇怪的是，原本以为的平坦，脚掌的感觉却是起起伏伏，仿佛在翻
越一道道沙丘。

突然想到，本县的旧名——斥丘。

□李春雷

北齐天保四年（553年），斥丘县
更名成安县。缘何更名？典籍无
存。可能与秦末反秦将领陈余有
关。陈余号成安君，曾在成安一带征
战。但更大的可能，当与吉祥之意有
关：成功，成名；安全，安宁。这之后，
成安大地上继续生长出诸多闪耀历
史的故事：北宋名相寇准曾任成安县
令；明代成安名士冷于冰勇斗严嵩，
成为古典名著《绿野仙踪》的主人公；
1937年，这里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成
安保卫战”和“成安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
安县以农业闻名。自春秋时期积累
的种植传统，使这里成为中国最著
名的农业种植区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位于洪波台下的何横城
村，探索实践科学种田，创造了“棉
麦间作”种植模式，大大提高亩均
产量。

但是，回顾成安历史，最令人震
撼的当属发生在近现代的“成安保
卫战”和“成安惨案”。

自古以来，成安县城体量偏小，
周长只有 1.5 公里。我在县城上学
的时候，城墙已毁，墙基尚存。墙基
的内侧，有两个深幽且荒废的坑塘，
长满了茂密的芦苇。经常有人偷偷
告诉我，这芦苇之所以茂盛，另有奥
秘。因为40多年前，这里曾经血流
成河，尸骨如山。我惊愕万分。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后，
日军疯狂南侵。保定、石家庄、邢
台、邯郸等地纷纷沦陷。10 月 23
日深夜子时，日军第八师团 500 多
名官兵，逼近成安。这伙骄横的东
洋武夫，做梦也没有想到，小小成安
县城，竟然成为他们的绝命之地。
小城的守护者是国民党县政府的保
安民团及杂牌军一个营，还有千余
名被共产党宣传发动的热血青年。
他们同仇敌忾，誓与小城共存亡。
当日军先头部队偷偷摸近城墙、勘
察地形时，埋伏的轻重机枪和步枪
突然开火。而为日军提供弹药支援
的后续部队，同时被城外的地方民
团伏击。趁城下日军子弹耗尽之
机，城内的保安民团、官兵、剃头匠、
泥瓦匠、铁匠、木匠、厨师和店员，还
有外围的民团武装，纷纷冲向日军，
白刃格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惨
烈之状，惊泣神鬼。

次日早晨 8 时左右，战斗结束，
毙敌400多人。日军在成安遭到空
前重创之后，当夜便调集重兵，配以
数门重炮，围攻成安。可怜成安，一
夜之间变成一座血城。城破之后，
日军开始屠城。

呜呼成安，哀哉成安。仅有五
千余人的小城，除少数逃难者之外，
几乎全部被杀，包括外来商人和周
边村庄在内的遇害者达 5718 人。
这个数字，居华北各惨案之首。“成
安保卫战”和“成安惨案”，留下了抗
战史上壮烈、悲惨的一页。

我学生时代的成安，仍是一个平
静的小城。几条街道，一眼望穿。下
雨了，路上挤满白白胖胖的水泡，呼
喊着，嬉闹着，熙熙攘攘地向东流
去。裸着红红的双脚，踩着凉凉的流
水，在小街上漫游。悄悄地幻想，顺
着这些水流，便可抵达大海呢。雨后
的黄昏，往西看，是百里之外的太行
山。淡淡浓浓的影子，若隐若现，似
乎蹁跹着纷繁的神仙。忽然，感觉自
己的县城，就是世界的中心了。

一晃三十余年。虽然置身外
地，却时时在谛听着故乡消息。我知
道，古圣先贤，传统文化，早已化为故
乡的洪荒之力。如今的成安大地，正
在全面发酵，在强化农业的同时，又
阔步向工业县迈进，已经建起一个包
括两个工业园在内的省级经济开发
区，成为邯郸市东部平原发展较快的
县域。

眼下，在匡教寺的旁边，一座现
代化的县城新区正在悄然崛起。

成安，成安，成功又安全，成功
又安宁。

现在的成安人，不正是生活在
先民的梦想之中吗？

（本版图片均由常运锋、韩宝河
提供）

三皇五帝，虽多是神话传说，
却是中华民族走出混沌的真实历
程，是本能的模糊记忆。这些口
耳相传的记忆碎片，发酵和凝固
成了中华文明的图腾、文字以及
文化的框架、风格等等。大抵可
以说，直到禹时代，民族的胚胎才
初步成形。

禹之前的先民，多是黄河的奴
隶，或俎上鱼肉。彼时的华北平
原，还是一块动态且松软的土地，
好似一块毛毛糙糙的砧板。而黄
河和一众河流，又像一把把锋利的
屠刀，从南到北，来回挥舞，切割土
地，也切割着我们的先民。我们可
怜的先民，在无力抗拒的天灾面
前，战战兢兢，流浪迁徙，朝不保
夕。而黄帝、炎帝和蚩尤，无疑是
那个漫长岁月里最大的三个部
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流浪讨生，
却又血腥兼并。首先是蚩尤和炎
帝两个部落在中原一带交手。炎
帝落败，向北投靠黄帝。蚩尤不依
不饶，继续追击。炎、黄被迫联
手。蚩尤最终战败被杀。黄帝部
落一统中原，遂为华夏正统。

关于蚩尤葬身地，有两种记
载。一说在涿鹿，黄帝和炎帝将蚩
尤重重包围，生擒活捉，当地处死；
另一说法是，蚩尤战败，向南退去，
直到冀州，才被炎黄围而斩之。《逸
周书·尝麦解》曰：“执蚩尤，杀之于
中冀。”中冀，即中原冀州。上古冀
州位于幽、并之南，即今河北、山西
南部。成安地域，正在其间。北宋
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之《成安县》
一节记载：“蚩尤冢在邑界。”明言
蚩尤葬于今成安县境。

神话传说中，蚩尤被杀时，鲜
血将天空映成红彤彤的颜色。又
传说，蚩尤之血将附近土丘染成
赤色。总之，蚩尤虽战败，后世却
多 视 之 为 悲 情 英 雄 ，奉 为“ 战
神”。蚩尤遗冢，虽然早已被河流
淹没，但他尚武善战的不屈精神，
却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西汉
初年，置郡县，此地正式定名斥
丘。古时“赤”通“斥”，且“蚩”
音“斥”。《水经注》曰：“城南有
赤丘，因以名县。”当然，关于斥
丘之名，还有另一种解释，来自
北魏阚骃：“地多斥卤，故曰斥
丘。”即此地多盐碱和沙丘之意。
但我更愿意相信前者，因为它寓
含着一种基因，一种血脉，一种精
神⋯⋯

◤
一 蚩尤虽战败，后世却

多视之为悲情英雄，奉为
“战神”。蚩尤遗冢，虽然
早已被河流淹没，但他尚
武善战的不屈精神，却深
深扎根于这片土地。

◤
二 春秋时期，这里便出现了

全国最早的城邑之一乾侯。关
于这座城邑，真是神龙见首不
见尾啊。

其实，成安县还有一个旧名：乾侯。
大禹治水后，华北平原趋于安

静。此地距离商都安阳不足百里，为
京畿之地，又处于黄河和漳河岸边，
气候适宜，土地肥美，遂成为稳定的
农业种植区。春秋时期，这里便出现
了全国最早的城邑之一乾侯。关于
这座城邑，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左传》中，关于乾侯的记载多与鲁昭
公有关。这位鲁昭公，正是孔子的

“恩公”。
孔子“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十九

岁时得到国君鲁昭公礼遇。这一年，
孔子得子，鲁昭公专门送鲤鱼祝贺。
于是，孔子为儿子起名孔鲤，字伯鱼。
随 后 ，鲁 昭 公 又 资 助 孔 子“ 适 周 问
礼”。正是此行，孔子拜访老子，学通
周礼。孔子自周返鲁，弟子越来越多，
名气愈来愈大。但鲁昭公同时也是一
个昏聩之人，多有轻薄之举，终因斗鸡
引起内乱，被迫出国避难。《春秋》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 514 年）春，

“公如晋，次于乾侯”。此后，便长期滞
留，达四年之久。公元前510年，鲁昭
公客死乾侯，终年51岁。

那时的乾侯，应是夹在晋国与鲁
国之间的一座特殊城邑，也许，曾是一
个诸侯国吧。

侯，是周天子分封五等爵位的第
二等。这在周礼方兴的春秋中早期，
绝无非分僭越。但分明，鲁昭公客居
时，此地已经衰落。乾侯，谁为乾侯，
何时分封，始祖是谁⋯⋯关于这一切，

《春秋》《左传》等史书均不着一字。
这让我忽然想起了曾侯乙。
1978 年，湖北随州市区西约一公

里处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震惊
世界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是何人？
曾国的国君。但无论是曾国，还是曾
侯乙其人，史籍中竟然全无记载。后
来，历史学家们反复推测，才基本确定
曾国与史书中的随国乃一国两名。这
种解释，不知是否牵强。由此推想，关
于乾侯，在我的故乡下面，或许也埋藏
着一个巨大惊奇呢。

公元前 494 年，齐景公和卫灵公
相约来到乾侯。在此之前，晋国上卿
赵简子率军攻卫，卫国被迫进贡 500
户人家以求和。赵简子欲将其暂时安
置在本族赵午的封地邯郸，被赵午拒
绝，赵简子一怒将其杀死。赵午之子
赵稷在邯郸树起反旗。赵简子闻讯，
调集军队平叛。晋国六卿中有三家支
持赵简子，另外两家同情赵稷。此事
牵动齐、鲁、郑、卫等诸侯国。他们都
想趁机削弱晋国。齐、卫两国国君约
会乾侯，目的就是商议联合出兵。但
是，联军最终未能阻止赵简子的攻
势。公元前 491 年冬，邯郸最终被攻
克。这片土地，从此成为赵简子的世
袭领地。赵简子在乾侯附近建起一座
高台，名洪波台，作为观兵操练、歌舞
宴会的场所。

《史记》和《韩诗外传》载：赵简子
手下有一位叫周舍的直臣，专门记录
赵简子过错，并直言不讳地提醒改
正。后来，周舍不幸病逝。一次赵简
子与诸人宴饮于洪波台，酒兴正浓时
却哭泣起来。赵简子说：“吾闻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谔谔。昔纣昏昏而亡，武王谔
谔而昌。自周舍之死后，吾未尝闻吾
过也（一千只羊皮，抵不过一只狐狸腋
下的皮毛。众人唯唯诺诺，比不上一
个人的直言相谏。过去纣王昏庸拒谏
导致灭亡，武王善于纳谏得以兴旺。
自从周舍死后，我再也听不到有人说
我的过错了）。”这，就是成语“一狐之
腋”的来历。赵简子闻过则喜，励精图
治。赵氏遂日渐兴旺，直至建国。

洪波台，位于成安县城西北10公
里处的何横城村一带。唐代时，诗人
李白曾慕名而来，慷慨赋诗《登邯郸洪
波台置酒观发兵》：“我把两赤羽，来游
燕赵间。天狼正可射，感激无时闲。
观兵洪波台，依剑望玉关。请缨不系
越，且向燕然山。风引龙虎旗，歌钟昔
追攀。击筑落高月，投壶破愁颜。遥
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

◤
三 《三字经》曰：“大小

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
备。”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
和发扬，戴氏叔侄，功德
无量。

汉宣帝时，本地诞生两位著
名大儒——戴德、戴圣叔侄，史称
大小戴。戴德官至信都王太傅，
戴圣曾任九江太守。显然，他们
的历史地位无关政治，只因文
化。文明首先是礼仪。自尧舜
禹，至夏商周，中华文明逐渐发
育，形成了完整的礼仪制度，孔子
等儒家学者著述颇多。秦始皇

“焚书坑儒”，将私人所藏儒家经
典和诸子书籍销毁殆尽。刘邦建
汉后，儒学恢复，但记载、阐述古
代礼仪制度的经典文章和著作已
无可寻觅。于是，戴德广泛收集
孔子弟子等所记有关礼仪文章，
删减为八十五篇，史称《大戴礼
记》。戴圣也效仿叔叔，辑成《礼
记》四十九篇，后世称之《小戴礼
记》。西汉学者郑玄对《小戴礼
记》进行注释、解读，遂使之广泛
流传，逐渐成为儒家五种经典著
作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四书五经》
是什么？五经包括《诗经》《尚书》

《礼记》《周易》和《春秋》。其中
《礼记》就是《小戴礼记》；四书是
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
庸》。《大学》和《中庸》便是整体从

《小戴礼记》中抽取而来。
《三字经》曰：“大小戴，注礼

记。述圣言，礼乐备。”对于中华
文明的传承和发扬，戴氏叔侄，功
德无量。戴德裔孙、唐高宗时右
仆射戴至德（后任宰相）曰：“臣承
汉信都太傅德之后，世居魏郡斥
丘。”《新唐书》据此记载，戴德“世
居魏郡斥丘”。明万历《成安县
志》记载，二戴“斥丘乡义村”人。
乡义村，即现在成安县北乡义村。

◤
四 成安闻名的另一个

缘由，是佛教。它被誉为
“中国禅都”，中国禅宗大
师慧可，在此。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
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
许多帝王卿相、饱学之士也纷纷
加入其中，逐渐深入社会各阶
层。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则与儒、
道等本土文化相结合、相融会、相
激荡，共同汇入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的大海。

成安闻名的另一个缘由，是
佛教。它被誉为“中国禅都”，中
国禅宗大师慧可，在此。

慧 可（487- 593 年），俗 姓
姬，名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
西北）人。他少为儒生，博览群
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
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
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在嵩山洛阳一
带游化，即拜他为师，得衣钵真
传。后四处弘法，期间多次来成
安。谈到慧可，便令人想到“断臂
求法”的故事。虽然其真实性值
得研究，但后来禅学正宗典籍多
有记载，从而使其成为禅家经
典。慧可，遂被尊称为佛教禅宗
二祖。

隋开皇十三年（593 年），慧
可再度来到成安讲经传法。为
此，特在匡教寺前修筑说法台。
因老幼听者甚众，惹恼法师辨和，
便到县衙诽谤慧可散布异端邪
说。知县翟仲侃听信诬告，对慧
可施以刑罚，迫害致死。信徒将
其尸骨就近安葬。

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仰
慕慧可大德，钦命在其埋葬地修
寺建塔。二祖舍利，奉为神圣，慎
用陶罐珍存。北宋初年，重修二
祖灵骨塔，将舍利移入银棺。慧
可及其继承者，将印度佛法教义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佛教中国
化，逐渐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与
百姓心理的中国佛教。匡教寺和
二祖寺，均为禅宗祖庭、佛教圣
地，多少年来，香火旺盛。

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说：“二祖
是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是印度
人，慧可大师才是中国禅宗第一
人。没有他，就没有中国佛教禅
宗今天的发展。”2012 年 9 月，时
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专
程前来拜谒，并亲笔题写“中国禅
都”，以示尊崇。

关于二祖舍利，还有一个真实
故事。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
二祖塔通体出现裂缝，塔体部分震
落。那个年代，国人缺少文物意
识。附近村庄建学校、垒牲口棚，
缺少建筑材料，便决定拆塔取砖，

“废物”利用。刨除塔基时，发现一
个石椁。石椁内盛有水银，托浮着
一具约一尺半长、一尺高、七八寸
宽的银棺。银棺四周雕饰精美的
荷花图案，下有两圈银线穿连的珍
珠环带，晶莹剔透，耀人眼目。银
棺左右刻有文字，一侧为“二祖院
主僧惠金”，一侧为银匠的名字。
打开银棺，内置一椭圆形瓷盒。小
心翼翼地启开瓷盒，里面是一些米
粒形和块状的灰白色硬物。突然，
二祖寺老僧果亮惊叫：“这是二祖
的真身舍利啊！”

至今，这件国宝，仍然存放在
河北博物院。

◤
五 回顾成安历史，最令人

震撼的当属发生在近现代的
“ 成 安 保 卫 战 ”和“ 成 安 惨
案”。

成安匡教寺二祖说法台成安匡教寺二祖说法台。。

在成安县古商城铸造的赵国钱币。

1964年的二祖寺二祖塔。

大小戴故里碑。

成安抗日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