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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紫禁城 600周年诞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日

前公布一份展览清单——从今年下半年至 2020年年底，故宫

将推出数十项“最好的”大展，从历史遗存、书画器物、宫

廷文化、文人雅士、节庆风俗、世界文明、考古发现等方方

面面为 600岁的紫禁城和 95岁的故宫“贺寿”。

在这份清单中，不少国宝级文物再次亮相。《韩熙载夜

宴图》和《清明上河图》将登上午门和东西雁翅楼展厅，一

展风采。2020年 5月开启的“韩熙载夜宴图——历代人物画

作品展”将以 《韩熙载夜宴图》 为中心，配以 《挥扇仕女

图》《采薇图》《萧翼赚兰亭图》等重要作品，系统梳理、展

示中国历代人物画的发展脉络，揭开画作背后的传奇故事。

曾在 2015年引发“故宫跑”的《清明上河图》将接棒《韩熙

载夜宴图》于同年 9月展出。单霁翔说，在故宫博物院数以

万计的古代绘画作品中，风俗画占有相当比重，反映了各个

朝代的民俗风情。宋代是中国风俗画创作的高峰期，其中最

著名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明年 6月底，为期 18年的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

竣工，一大批宫殿将展露新颜。延禧宫将被改造成外国文物

馆，陆续展出 1万多件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精品

文物。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完成，将再次向观众开放；武

英殿陶瓷馆将完成升级改造，系统展现中国陶瓷发展史；毓

庆宫将恢复皇太子宫的陈设；奉先殿则将复原明清帝王祭祖

场景。

此外，为展示明清时期人们的生活，永和宫将举办“宫

廷御医药展”，揭示清宫医疗状况；南薰殿将建成“明式家

具馆”；御茶膳房将建成“瓷器仓储展”；钟粹宫将被打造为

故宫首个古琴展厅……单霁翔表示，到 2020年，故宫的开放

面积将突破 80%，超过 12%的文物将展出，紫禁城将绽放惊

世光彩。1 （据央视）

■2019年 4月，永和宫举办“宫廷御医药展”。展品既有

道地的中药药材，又有精心炮制的中成药，还有来自异域的外

国药物，以及种类多样的医疗保健器具和各种名目的档案簿

册。

■2019年 8月，神武门举办“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
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宫廷典礼展”。展现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统

治时期的诸多方面，展品包括沙皇华服、沙皇军装、装饰物品、

档案文件、印刷品和照片。

■2019年 9月，午门正殿及东西雁翅楼展厅举办“万紫千
红——中国古代花木文物特展”。展览以院藏设色观赏性的

花木植物文物为主，包含绘画、器物、织绣、图书等门类。

■2019年 11月，午门正殿及东西雁翅楼展厅举办“洪武、
永乐、宣德瓷器大展”。总计展品约 500件，创历年之最，将为

观众全面呈现明代初期宫廷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以及这一时

期御用器物的特殊风貌。

■2020年 5月，午门正殿及东西雁翅楼展厅举办“韩熙载
夜宴图——历代人物画作品展”。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中心，

配以《挥扇仕女图》《采薇图》《萧翼赚兰亭图》等作品，展示中

国历代人物画的发展脉络。

■2020年 9月，午门正殿及东西雁翅楼展厅举办“《清明
上河图》与历代风俗画展”。宋代是中国风俗画创作的高峰

期，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品以长卷形

式，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

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延禧宫将改造成外国文物馆。展品通过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外国文物，展现所属国家的文化风貌，反映出中国与其

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体仁阁迤南庑殿、迤北廊房、弘义阁及迤南廊房经过改
造用于仓储式展示大藏经等书版。重点展示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官刻藏、蒙、汉、满四种文字的《大藏经》经版文物藏品及

其他题材的各类雕版藏品，同时对照展示印刷品、手写本，并

辅以佛像等文物。

■奉先殿将恢复奉先殿原状及供奉明清帝后的场景，计
划 2020年 9月向公众开放。奉先殿位于东六宫南端，是明清

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按太祖之制

建奉先殿于乾清宫东侧，以作为家庙祭祖。

■养心殿计划 2020年 10月研究性保护竣工并开放，以原
状展览为主，同时于西配殿举办“养心殿项目保护性修缮成果
展”。养心殿区域的原状展览从上世纪 70年代直至现在，已经

展出了 40多年，观众有机会欣赏到养心殿的精品文物。

■毓庆宫是皇太子宫，2020年它将以宫殿原状展览形式
呈现。将前殿恢复为光绪时代，将后殿恢复为嘉庆时代，同时

划分了每间屋室的功能与展呈重点。1

■谢导演
“接到《地久天长》的剧本前，我

已经四年没有演戏了。我想我挺幸

运的。”咏梅又一次用了“幸运”这个

词。上一次是获奖当晚，她在微博贴

出了自己手捧银熊轻轻拭泪的照片，

配词“幸运”；再上一次是那天站在台

上，她激动地说，“谢谢王景春，我们

两个实在太幸运了”。咏梅说：“当时

王小帅导演的团队找到我，发短信问

我：‘是否有空看一部剧本？’”因为喜

欢也了解王小帅导演，咏梅答应了。

很快，剧本闪送到她家，翻开剧本，却

哭成了一个泪人。“太悲伤，太难过

了。”

三个小时的电影，很难一言道尽

故事。一方面，影片跨度很大，这一

场漫长的告别，涵盖了中国近三十年

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电影本身是

打乱叙事结构的，剪辑风格又相当凌

厉，但当观众把所有线索逐渐拼凑在

一起的时候，人物所历经的疼痛是延

绵的，会剧烈地拉扯你。“这对夫妻的

命运，那种漂泊、失去和孤独的感觉，

太打动我了。”哭够了，合上剧本，咏

梅给导演团队发了一个短信，说“非

常希望出演”。

■谢角色
“放下剧本，女主角‘丽云’就一

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好像她就已经活

生生在那里了。”电影里，王丽云并没

有特别多的近景和特写，她从青年到

壮年再到暮年，从失去生育能力，到

失去亲生儿子，再到“失去”家乡和养

子，内心所承受的疼和痛，几乎都没

有被镜头精准地捕捉、放大、定格，可

以说是刻意被导演忽略了。镜头外，

咏梅说她从来都知道王小帅要这样

拍，说如果一定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

丽云，她会选择“隐忍”，她是这样理

解的，也是这样处理的。

第一次读剧本时，咏梅就好几次

卡在同一场戏，哽咽地读不下去。“那

是写夫妻两人失去孩子后，准备离开

家乡，我觉得太悲伤了。一方面他们

需要忘却，我能够体会有家不能回的

飘零感；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是出于

善意离开，让别人更轻松地活着。这

是更让我难受的地方。”咏梅说“丽

云”和“耀军”就是一对用爱来填平所

有苦难的中国夫妻，而她和王景春能

够得奖，就是因为他们演出了这对中

国夫妻的善良和隐忍。“我想这是民

族性的，中国人的情感就是节制的、

含蓄的、隐忍的，但也是深沉的，我想

我们酣畅淋漓地演了出来。”

■谢搭档
对于搭档王景春，咏梅毫不讳

言：“我们的默契是一拍即合，不存

在磨合的过程。”这两个年纪相仿、

表演风格相近的并不知名的演员，

生日只隔了一天。她也不吝啬对他

的赞美：“以前知道他是个好演员，

但不知道那么好。尤其是首映时，

有好几场不是跟我的对手戏，我都

想为景春鼓掌，处理得太细腻太棒

了。”表达始终克制的咏梅，非常难

得地用了“太”，而且是两次。

咏梅告诉记者，拍摄前，他们不

会探讨各自对角色的理解，因为对对

方都有足够的信心；但关了镜头，甚

至时隔好几天，王景春还会就某一场

戏的拿捏再跟她回味一番，足见两人

对表演的赤诚和欢喜。咏梅说：“拍

了三个多月，从内蒙古到福建，再回

到包头，每一天都很开心。那段时光

是幸福的，难忘的。”

■谢自己
最后额外的一个感谢，送给咏梅

自己。

感谢她觉得状态不好便不会勉

强接戏。四年空窗期对一个女演员

来说并不算短，但她却说来平静从

容，哪怕殊荣在握，聊起未来，咏梅也

坦言还没有新的拍摄计划。

感谢她认真对待表演和创作，她

说拍摄之前，自己和一位与电影角色

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有过七个小时

的谈话，去摸索人物的内心；她说自

己甚至替丽云想过了最坏的结局：

“如果失去儿子和养子，又在异乡，丈

夫再抛下她，那丽云真的活不下去

了。”于是，影片中当丽云察觉丈夫可

能的出轨，比隐忍更隐忍的处理方

式，直叫人心疼。

要感谢她从小热爱文艺。咏梅

喜欢唱歌更喜欢听歌，大学时候开始

听摇滚，“最初是崔健、唐朝，后来才

是黑豹。一次有人告诉我，黑豹的音

乐 录 像 在 找 女 主 角 ，我 就 去 拍 了

《Don't break my heart》的 MV。长城

脚下、十三陵、摩托车，我都记得。”那

一年咏梅 21岁，这是她与表演最初的

缘分，这让她认识了栾树，也就是她

现在的丈夫，那个黑豹乐队的前主

唱。

《地久天长》讲述了一个关于爱

和家庭的故事，咏梅说她理解的家

庭，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1
（据《新民晚报》）

咏 梅 ：愿爱地久天长
——访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完全想不到能得这

个奖。”中国女演员咏梅手

捧银熊，站在舞台中央，这

是两周前她以第 69 届柏

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

身份，说的第一句话。或

许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

49 岁，非表演科班出身，

第 一 次 出 演 电 影 的 女 主

角，便获得如此肯定，尤其

是在搭档王景春刚刚获得

“最佳男演员奖”之后。开

奖的那一刻，她张大嘴，双

手掩面，再与前排的王小

帅导演紧紧相拥。三十秒

的致辞，她连说了七个“谢

谢”。

市场回归理性，产量继续萎缩
2015年以来，上市新剧规模以每年 30~40部

的速度持续减少，2018 年则进一步紧缩，跌破

200部，同比减少 47部之多。

收视方面，去年缺乏引发全民关注的现象级

大剧，剧集收视通常在低位徘徊。靳东、江疏影

主演的《恋爱先生》和杨幂、黄子韬主演的《谈判

官》分别占据联播剧和独播剧的收视榜首，周播

剧收视最高的是新《流星花园》，而它们的收视都

不理想。

上述信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两年电视剧

市场虚热局面已有所扭转，步入理性发展轨道。

对此，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

坦言，前两年“是狂欢的时间，成立了很多公司，

但你是真的属于这个行业吗？”慈文传媒董事长

马中骏刚刚经历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他认

为，大家面对行业寒冬不必惊慌，“一年有四季，

这很正常”。

视频平台不差钱，网剧一片火热

与电视剧尚在寒冬中煎熬不同的是，网剧市

场却是一片火热。

《白夜追凶》等网剧实现了口碑和播放量双

丰收。据透露，网络剧在 2018年继续增长，上新

部数、集数、分钟数都实现 30%以上的增幅，总体

播放量同比上升了 18%。爱奇艺和腾讯上新数

量分别为 306部和 189部，位列头两名。值得注

意的是，视频平台越来越有能力和底气与传统卫

视竞争。

腾讯副总裁孙忠怀表示，剧集行业依然是好

行业，视频网站的会员收入和广告收入都在稳步

增长，对内容上的资金投入逐年递增，“从业人员

要保持乐观”。孙忠怀还表示，制片人对题材是

否真正热爱将决定项目是否成功，“我去美国与

HBO交流时就知道，他们选中一个项目最重要看

制片人是否对题材有热情。如果你只想挣快钱，

就很难产出优质内容，被网友骂也正常”。1
（据《广州日报》）

回顾：2018年剧集行业的“冰与火”

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必须广
泛采访、扎根现实

无论是播出数量，还是备案数量，现实主义

题材都在 2018年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且偏重都

市情感剧，小类题材中时代变迁剧激增。

业内人士表示，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者要重

在广泛采访、扎根现实，精准体现和挖掘行业专

业精度，由此提炼出有质量、有新意的戏剧冲突。

比如，《大江大河》播出期间，“雷家军走花

路”“灰猫 CP有点甜”等话题都是由网友自行发

起，并形成了广泛的讨论热度。在该剧片尾，宋

运辉的内心独白：“我愿意做一个矢志不渝的逐

梦人，志之所趋、不可阻挡，我不想辜负这个时

代”激励了无数观众，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而正在热播的《都挺好》则展现了原生家庭

所带来的成长创伤问题，剧中苏明玉所遇到的问

题让许多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也启发了从业

者：现实主义题材应该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

课题。

家庭剧也必须有所改变，婆婆媳妇小姑窝里

斗、三个主角话痨式的剧情已经无法打动年轻观

众，因此新的家庭剧必须以 90后、95后年轻夫妇

为主角，演绎他们的婚姻观、育儿观和家庭观，在

新的代际人设中创造新故事、新人物。

此外，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主旋律

作品迎来了爆发契机。推出《大江大河》的制片

人侯鸿亮说，他特别担心这几年大家一窝蜂就

去做主旋律剧，“我是 2010 年看的《大江大河》

小说，2014 年在它版权过期后才把它从别人那

里拿过来进行影视化，中间投入了 9年，这就说

明你的创作有真情实感，就一定能传递到普通

观众的心里”。

观众期待精良严谨的古装正剧

去年，观众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上星播

出的古装剧急剧减少，数量从 17部减至 7部。《延

禧攻略》《如懿传》等热剧也局限在宫斗和权谋方

面，视野相对狭窄，于正制作的《皓镧传》也是反响

平平。业界预计 2019年，这类古装剧将进一步

“退烧”。

同时，观众渴望看到有正确历史价值观、制作

精良、艺术精湛的古装剧。但是目前，仅有易烊千

玺、雷佳音主演的《长安十二时辰》，张若昀、陈道

明主演的《庆余年》，刘昊然主演的《九州缥缈录》，

杨幂主演的《九州·斛珠夫人》等在排播中。

据悉，知名编剧刘和平正在撰写《北斗南箕

之歌》，讲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波澜壮阔的生

平故事，试图突破以往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此外，王凯、江疏影主演的《孤城闭》，张鲁

一、段奕宏、李乃文、朱珠等主演的《大秦帝国之

天下》正在热拍，刘涛和周渝民携手主演的《大宋

宫词》已经杀青，这些古装剧颇有正剧范儿，备受

观众期待。

SMG东方卫视总监王磊卿就此建议，古装

剧的创作要跳出“后宫频频领盒饭，前朝阴谋理

不断，戏说历史图爽爆”的顽疾，用严谨的唯物

史观正解历史，用思辨性的视角进行当代解码，

期待直抒大国豪情、英雄气概的史诗巨作。

展望：现实主义题材、古装正剧等都是突破口

王磊卿毫不讳言，注水已经成为国产

剧品质的最大杀手。不少观众发现，有的

剧有很好的创意和人物关系，但被注水的

剧情拖了后腿；有的剧有很好的起点和想

象空间，被绵软的后续剧情拉低分数；有

的剧有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人物，但被套路

化的恋情和错乱的时间线影响了整体成

色。这一切都是因为“按集论价的平台采

购方式带来了篇幅的失控”。

论坛上，孙忠怀就调侃说：“所有制片

人都告诉我如何能把 30集的剧本拍成 40
集，从来就没有人说把 30集缩成 25集。”

前述业内人士都表示，迫切希望看到

“精纯剧”的到来，比如 30-40集、情节浓度

高、制作精良的黄金档精品剧，以及 10-12
集、每周播出一集的超级周播剧。

有数据统计显示，短视频是如今中国

网民最常使用的娱乐方式，挤占了用户的

时间，这对电视剧等长视频播放有一定影

响。为适应大家轻松、随时随地用手机观

看的需求，爱奇艺、腾讯和优酷在陆续开

发竖屏剧，尽管还未引起较大关注，但未

来仍有想象空间。

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召开，业界大咖畅谈市场

2019年，电视剧行业如何破冰
反映人民关心的现实问题，才能最终赢得市场

业界观点：
剧集短平快是趋势

2019 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 3 月 5 日在上海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广电系统、电视台、数百家影

视公司的千余名嘉宾出席。在这场中国电视剧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会上，侯鸿亮、孙忠怀、马中骏、王

磊卿等业界大咖谈到了影视业破冰迎春等问题。他们认为，电视剧从业者需要保持信心，必须真正

怀抱热情，在创作上观照时代，反映人民关心的现实问题，才能最终赢得市场。

为明年 600岁的紫禁城“贺寿”

故宫将推出数十项大展
《清明上河图》等国宝将亮相

今明两年主要大展一览

相关链接

▲《大江大河》海报

◀《恋爱先生》海报

▶《大宋宫词》海报

““紫禁城上元之夜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文化活动

这栋具有西式洋房外观的延禧宫区这栋具有西式洋房外观的延禧宫区，，将改造成外国文物馆将改造成外国文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