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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情景歌舞《草原上的乌兰牧骑》在内蒙古
民族艺术剧院音乐厅上演，为观众送上一台符合现
代观众审美的充满故事性、舞台观赏性的节目。

常演常新

“最难的阶段是创作的时候，究竟拿出一台什
么样的节目能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既不能是主持
人报幕、接着歌舞表演的老样子，也不能没有乌兰
牧骑的样子。”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
艺术团团长那顺说。

据那顺介绍，《草原上的乌兰牧骑》由2015年开
始打造，集合了全区各地老乌兰牧骑队员的集体智
慧。“大伙儿写本子、给素材、提意见，打仗、吵架，经
过11次的改本，最终确定以讲述人翻看乌兰牧骑老
照片的形式把60年来全区乌兰牧骑获过奖的、耳熟
能详的优秀节目编排在一起。”那顺说。

2015 年的进京汇报演出引起轰动，为参加
2016年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
上的乌兰牧骑》创作团队对节目进行了重新编排，
并最终获得汇演剧目金奖。

“今晚演出的这台晚会便是重新编排后的这个版
本，演出分三个篇章，除了第一篇章‘红色记忆’表演的
是经典老节目外，第二、第三篇章都是新创节目。”那顺
说，“而且台词上增加了总书记回信的内容。”

那顺称这台晚会是常演常新的节目。“我们这
台节目已经在全国各地演出130多场，有些道具都
磨损严重，不能再使用。我们晚会节目编排灵活，
每到一个地方，会根据当地的情况作些小改动，增
添些跟当地有关的小节目。”那顺说。

8月19日晚，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
骑曾带着这台晚会来到北京航天城进行慰问演出，
演出中，便增添了《苍天般的阿拉善》《边关情》以及
军旅歌曲、表现军民情谊的节目，拉近了内蒙古与
航天人的距离。

一专多能

那顺说：“演出突出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乌兰
牧骑特色，乌兰牧骑特色是什么？乌兰牧骑精神是
什么？演出自然而然地会给出答案。”

“我们是文化轻骑队，走遍牧区和农村，展览图
片搞收听，唱歌跳舞演幻灯，演幻灯。啊嗬咿，又辅
导，又宣传，一颗红心为人民，穿过那沙漠跨草原，
遍地洒下红色种……”

伴随着《我们是文化轻骑队》歌声的响起，舞台
上展现出老乌兰牧骑队员们来到农村牧区的情景，
套马、挤奶、理发、架设蒙古包……

正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
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一首永远动听的草原牧
歌》中所说，乌兰牧骑继承延安文艺宣传队和革命
战争年代内蒙古文工团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的
特点……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队、播种队，也
是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服务队。

“我是一个50后，感觉被演出拉回到了那个年

代，又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牧区看乌兰牧骑演出的
情景!太感人了!”一位被演出感动落泪的老年观众
激动地说。

《挤奶舞》《顶碗舞》《熟皮舞》，一曲曲舞蹈将观
众带入大草原，带入火热的牧区生产生活实践中。
那顺说：“乌兰牧骑创作的很多舞蹈、歌曲都是从农
牧区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把最普通的劳动
提炼成艺术语言就是乌兰牧骑的创作方向。”

那顺在演出中既是讲述人，又要唱歌、表演好
来宝。那顺在剧中扮演乌兰牧骑队长，“他”把老额
吉哼唱的古老的鄂尔多斯宫廷乐《古如歌》创作出
新的《祖母的歌》，唱给老额吉听：古如古如古如古
如歌，那是一支汗廷的歌，歌声里有骏马，歌声里有
白驼，古如歌里唱着，长出一条生命的河……

“乌兰牧骑不但要演出，还有整理民间艺术、传
承发展民族文化的任务。”那顺说。

演出的另一位讲述人娜哈雅，在剧中扮演在跟
随乌兰牧骑下乡演出、采风的大学毕业生。她除了
有独唱《勒勒车》外，还在好来宝表演中演奏起了陶
布秀尔（蒙古族独有传统乐器）。

娜哈雅是乌兰牧骑一专多能型人才和重点培
养业务骨干。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
骑担任独唱、扬琴演奏与打击乐演奏，是2018年内
蒙古自治区舞台剧编创艺术人才戏剧导演班优秀
学员，发表话剧小品《有种爱》。

付诸行动

剧中的娜哈雅最后从奶奶手中接下乌兰牧骑
队旗，主动要求参加考核，要成为一名光荣的乌兰
牧骑队员。“队长”激动地说：“总书记的回信既是我
们前进的动力，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乌兰牧骑的
旗帜将永远鲜亮，我们将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
轻骑兵！”

“总书记回信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第二天就组
织人员下乡演出，年后3月份，又组织了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创作中心的15名创作人员去基层采风，编排出
了一台表现十八大以来农村牧区变化的晚会《金色的
摇篮》，晚会的21个节目全是新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
作品。”那顺说，“这台晚会将于春节前后与观众见面，
也将参加第八届全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汇演。”

那顺说：“通常乌兰牧骑的表演以民族歌舞为
主，但我们在采风中发现，小戏小品在农牧民中特
别受欢迎，它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将来我们会加强
小戏小品的创作。”

“创作人员不能缺，创作是第一生命力。”那顺
说，总书记回信一年来，乌兰牧骑有了新的变化，针
对创作人员的培训多了起来，那顺希望这种培训长
期做下去，让乌兰牧骑后继有人。“我们团一年来参
加了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的五六次培训，都是针对创
作人员的，有导演班、作曲班、小戏小品班等。像娜
哈雅，她参加了导演班的培训，她现在能自己写、自
己导、自己演。”

通过培训，那顺明显感受到队员们的进步。在
9月份的全区第一届乌兰牧骑新人新作比赛中，内
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艺术团报送
的5个节目全部获得一等奖。

□王珉

《憨豆特工》的 1、2、3集，分别上映于 2003、2011
和 2018年，时间跨度久远，像是“饥饿营销”的策略，
前卫大胆的同时，也蕴含着遗忘的风险。但事实上，
观众如果没有欣赏前两部，也不会认不清角色的属
性，因为每个人物都有相应的铺垫。该片看点依旧
集中在年过六旬的主角罗温·艾金森的身上，他所扮
演的特工强尼，散发着憨豆式的经典表演——幽默
的肢体动作，夸张的面部表情，憨厚可爱的语言，“傻
人有傻福”的情怀，让人重温起浪漫主义的英伦喜剧
释怀大笑。

扫除黑客拯救国家

《憨豆特工3》似乎是英国系列谍战电影007的故
事翻版。黑客突然发动网络攻击，许多特工的身份惨
遭泄露。无奈之下，女首相只能请出埋伏的前特工
们。特工强尼同样是被召唤回的佼佼者，他依旧摆出

“笑里藏刀”的杀手锏，出其不意地用爆炸钢笔“淘汰”

了另外三人，如愿以偿地回到特工岗位上。在执行任
务前，他还特意找到曾经的搭档博夫，两人也开始了
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合作。

为了调查真相，他们跨越了英国和法国，经过
餐厅纵火窃取食客手机，深夜潜入游轮等滑稽调查
过程后，强尼和博夫对于幕后黑手杰森，有了追根
溯源的认识，开始深入挖掘其犯罪证据。

另一方面，女首相对于整个网络黑客的幕后始作
俑者——杰森毫不知情，是为暗线。她对杰森先是花
痴，看到强尼拿错手机播放毫无相关的视频，更是气
不打一处来地指责对方。她一步步地助推杰森摧毁
全世界的互联网和电力系统，而杰森也达到了统治世
界的黑暗阴谋。

在对黑客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条谈情说爱的
副线，那便是强尼邂逅了同样身为特工的俄罗斯女
郎——奥菲莉亚。她是潜伏在杰森身旁的卧底特
工，本想解决强尼，继续自己的任务，但因强尼阴差
阳错的捣乱，导致她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在强
尼和奥菲莉亚的共同合作下，通过导弹精准射击摧
毁游轮，一切重归太平。

信念尚在梦想永存

该片的亮点在于抓住“吊丝”这个新兴的文化符
号，特工强尼虽年迈引退江湖。但化身中学教师的他，
依旧潜心修炼，悉心栽培“小特工”。面对邪恶的网络
黑客杰森，强尼卸下伪装的搞笑，保持其豪放不羁的特
工态度，在任务还没完成时，就开坏了红色老款跑车，
烧了餐馆，向法国自行车运动员发射导弹，骚扰了一位
正在练车的90岁的老奶奶……搞笑和自黑的碎片，拼
凑出英国喜剧惯常的讽刺套路。憨豆的笑点，在于“吊
丝”生活的阴差阳错，当然也在于他如《阿甘正传》般、
随遇而安的励志故事，在紧张的节奏之余收获乐趣。

《憨豆特工 3》在“喜剧”和“搞笑”甚至“找乐”中
寻求平衡点，当强尼乔装打扮为餐馆服务员剥龙虾壳
时，让人联想起憨豆在餐馆吃生蚝嚼龙虾的场景；强
尼嗑药在舞池里从天黑蹦到天亮时，也让人联想起憨
豆为了筹路费在街边卖艺的场景；强尼带着VR眼镜
在街上连续打人时，也让人联想起憨豆专心看地图一
路去海滩的场景。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
士”，不想逆袭的年迈特工强尼，也不是好“吊丝”。该

片所展示的，是小人物内心角落里那些蠢蠢欲动，深
藏在“吊丝”外壳下，只在黑夜中带着“小特工”勇闯自
己布置陷阱的特工梦。虽然搞笑，但却有个坚硬的内
核——超级英雄的梦，只要信念还在，梦就可以永生！

喜剧套路剧情重复

整部电影最搞笑的地方在于，强尼戴着VR眼镜，与
时俱进地融入现代化的城市。面对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碰
撞，他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在大巴顶层打扰乘客，扔
下讲解员，并在面包店用两根法式长棍面包、殴打店员，
这些场景既搞笑又可笑。憨豆的表演，对照现实世界，他
应该早被抓到监狱关起来了。

《憨豆特工3》仅凭憨豆夸张的肢体动作，就想颠覆
英国系列谍战电影007，难免陷入似曾相识的窠臼。这
种传统印象的幽默喜剧，似乎所有的人物设定都是低智
商的存在，经不起推敲。无厘头的笑点，停留在“阖家
欢”低幼儿童电影的套路上。但憨豆的“走心”和“接地
气”的成功，也恰恰来源于此。可是《憨豆特工3》的这种
老套，在当下多半又充满戏谑。瞧瞧，憨豆正憋着一脸
坏笑，看着银幕前的观众呢！

憨豆特工3：再续7年前的无厘头

□牛梦笛

曾几何时，国产网络剧给人的最大印象是
粗制滥造，被冠以“拿不出手”“塑料质感”等标
签，位于影视剧链最底端；如今，《白夜追凶》
《无证之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等一系列
品质上乘、点击量可观的国产网剧，不仅在国
内获得不少人气，而且被海外流媒体平台看
好，接连“出海”，受到海外观众欢迎。《扶摇》火
到巴基斯坦，成为当地“网红剧”；越南知名视
频网站Zing TV上，不少中国影视剧点击量
都名列前茅，其中《延禧攻略》甚至被盗播，当
地影视制作团队还计划买下版权对其进行翻
拍；许多海外粉丝自发为中国网剧演员建立粉
丝站，甚至追星追到中国的微博上……

如果说之前的影视界一度风靡“韩流”，那
么如今，以中国网络剧为代表的“华流”风头正
健。尤其是在东南亚市场，因为相似的文化背
景，再凭借对观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和
情感世界的展现，中国网剧受到欢迎，获得良
好市场效益和社会反响。从更大范围来看，网
络剧依托互联网而生，网络气质明显，拥有更
灵活的体量、更丰富的题材和更年轻化的语
态，因而更贴合网生一代海外观众的收视习惯
和需求，成为他们碎片化时间中了解中国社会
生活和文化魅力的一个窗口。

这些年经由国内市场的竞争淬炼，再加上
海外市场的需求增长，网络剧制作质量不断攀
升，除了东南亚地区，也在欧美等地区落地发
芽，越来越多的海外平台希望拿到更好的华语
作品开拓市场、吸引流量。世界最大的收费视
频网站、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早已
买下《白夜追凶》播放权，并计划在全球19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上线。

在看似鲜花着锦的“走红”之下，我们也应
该清醒认识到，网络剧“出海”在传播地区、受
众面上还有很大开拓空间，对海外主流市场、
主流人群的影响力还需提升，传播不对等、营
销意识不强、文化对话空间有限等问题依然存
在。也应看到，有太多优秀作品可以作为跨越
文化差异藩篱、满足不同欣赏口味、唤起不同
地域观众共鸣的成功范例。对任何文化、任何
语言的观众而言，紧凑的故事、丰满多样的人
物、大片质感的画面，以及能够深挖细品的精
神思想，都是他们对影视作品的核心诉求，也
是赢得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所在。所以，无论面
对国内还是海外市场，精品内容始终是制胜法
宝。网络剧深耕内容，打磨品质，从源头上全
面提升产品“标准”和“质量”，是出海之路行稳
致远的重要前提。

网剧受到海外观众热捧，一方面反映出网
络视听市场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成长新空间，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海外市场对中国故事的青
睐和中华文化对海外市场的感召力。随着我
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随着中华文化越来越
受到世界观众的喜爱，越来越多反映中国当代
新风貌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走出国门，
成为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的重要窗口。期待
这一成长中的新热点，能继续提升品质，开拓
市场，在海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
国声音，向世界更具风采地展现一个生动立体
的中国。

网络剧“出海”——

质优方能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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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昏暗的灯光
下，一位梳着两条长长的
大辫子、头发灰白的老额
吉，手里捧着一面乌兰牧
骑队旗，面对孙女的追问，
她开始陷入回忆，喃喃讲
述她第一次见到乌兰牧骑
队员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