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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新建：

主题不怕厚重，
艺术表达要合乎观众审美
曾经拍摄过《闯关东》的导演张新
建，最近一部作品《运河风流》正在北京
卫视热播。这部先后花费了近四年时
间才制作完成的剧集，播出后持续位居
同时段收视率前列，观众反响良好。对
张新建来说，不管面对市场环境怎样变
化，他坚持的“文化为魂，艺术为本”的
创作原则始终没有改变过。
《运河风流》是编剧高满堂与张新建
的再次合作。从当年的《闯关东》开始，
二人先后合作过数次，
彼此既有默契，
又
志趣相投。张新建回忆，
2015年第一次
接触该项目时，剧集还只有一个粗略的
故事大纲。二人经过商讨后一致认为，
这个题材有可为。高满堂方面再继续细
化剧本工作，
反复修改，
历经数月。
“等到分集大纲出来，
我们敲定了主
要人物、故事梗概和情节构成，
《运河风
流》这个剧的雏形就有了。
”
张新建回忆，
在剧本继续细化的同时，导演组就开始
做自己的
“作业”
“
，我们依据剧本已有的
时间、
地点和人物，
接触相关历史时期的
文字材料，
进行实地采访，
美术和造型部

门先行工作起来。
”
和过去拍过的同类题
材不同，
《运河风流》依托运河而成，
而现
实中的运河遗迹几乎不能用以拍摄。为
了符合剧中置景的需要，剧组从山东临
沂拍起，先后辗转江苏常熟、浙江横店、
嘉兴、
上海，
最后到无锡拍摄。
运河全景所需要的船也跟着场景
走，
十几米长的大船，
在能够陆路通行的
地方就用拖车拉着，到了横店没有相应
的场景，就在横店附近找了河景来拍。
剧中呈现的民国时期的运河航运景观，
需要重新搭码头，又回到了《闯关东》曾
经的拍摄地太湖拍摄。张新建透露，运
河的故事以前影视剧反映的不多，拍摄
置景的困难都是以前没有遇见过的，
“除
了要新建不少场景，具体镜头所涉及的
道具、服装以及整个置景的搭配是否符
合历史，
都是道具舞美部门的功课。
”
对张新建来说，完成这些作业只是
导演组的工作之一，面对《运河风流》这
样跨度长达 26年、历史内涵厚重的作
品，案头工作之外更关键的是把握这个
戏的“魂”所在。
“随着创作的深入，导演

必须要对剧本有深刻、准确的理解，还
得有自己的思考，我要让文学剧本的文
字变成画面形象鲜活起来，才能掌握创
作的主动性，把文学剧本升华，做到加
分而不是减分，才有可能把剧作的内涵
和思想性提炼出来，并在艺术性上给出
一个精巧的展示。
”
在他看来，
《运河风流》是一部表述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初期，济宁地域众
多民众守规矩、破规矩、立规矩，并在这
个漫长过程中历经悲欢离合，不断变化
成长的历史年代戏，是带有些许悲喜剧
色彩的年代正剧，这是本剧基本的体裁
样式。剧中“济宁三杰”所承载的家风
和民俗，既有地方年代的痕迹，更有传
统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黄子荣作为
官家代表，秉承着“正气传家”的家训，
正气凛然、清正廉洁；商家代表宋鲁生
以“信义为本”，恪守诚信、货真价实；文
人代表杨春早，则恪守祖训“洁身正骨”
刚直不阿、一身傲骨。他们是家风祖训
和运河文化的传承人、践行者和集大成
者。
“ 立规矩”体现了先人的智慧与胸

我国发现保存完整的鸭嘴龙胚胎化石
新华社福州 5月 1
1日电（记者 赵
雪彤）长着像鸭子一样扁平嘴巴的鸭
嘴龙类，有着怎样的发育特点？科学
家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披露了两件距
今约 7200万至 6600万年的完整鸭嘴
龙胚胎化石，并得出结论：小型的蛋与
晚成雏龙是鸭嘴龙类的原始性状，此
类胚胎在孵化较长一段时间后，四肢
骨骼才完全长成。
近日，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
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台湾自
然科学博物馆和加拿大自然博物馆的
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BMC生态与
进化》联合发表了相关论文。
研究团队介绍，鸭嘴龙类胚胎并
非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现，但是这两
件新的鸭嘴龙胚胎化石是迄今为止在
同类中保存得最好的。胚胎所在的蛋
为长径约 9厘米的椭圆体，容积约 660
毫升，胚胎部分约占整个蛋的 40%，胚
胎蛋有着约 0.
4毫米厚的蛋壳，微观结
构显示其属于圆形蛋科。
化石标本现馆藏于福建省英良石
材自然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将这组标本
昵称为“英贝贝”。它们发现于江西赣
州，
距今约 7200万至 6600万年。根据
胚胎的头骨、脊椎和四肢骨骼的独特形
状，
科学家推断出蛋中包含的化石胚胎
属于鸭嘴龙类。这是一类生活在恐龙
时代末期的大型植食性恐龙。
鸭嘴龙类传统上被分为两类：头
骨上有精致空心脊冠的赖氏龙亚科，
以及没有这种脊冠的栉龙亚科或鸭嘴
龙亚科。一般来说，鸭嘴龙亚科所产
的蛋比赖氏龙亚科要小许多（容积分
别为 900毫升和 4000毫升），因此孵
出的雏龙也较小。
不仅如此，鸭嘴龙亚科的雏龙被
认为比赖氏龙亚科的发育程度更低，
特别是在肢骨的形成方面。也就是

◆在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
陈列的鸭嘴龙胚胎化石（5月 1
1
日摄）。
说，鸭嘴龙亚科的雏龙是晚成的，它们在
孵化后，经历较长一段时间，四肢骨骼才
完全长成。相比之下，体型较大的赖氏
龙亚科雏龙则是早成的，出生之后可以
很快加入龙群。
经过对比，研究团队得出结论，此次
发现的“英贝贝”胚胎蛋中，蛋和胚胎都
很小，与鸭嘴龙亚科相似，这表明小型的
蛋与晚成雏龙是鸭嘴龙类的原始性状，
而赖氏龙亚科更大的蛋与早成雏龙是衍
生的。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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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
博物馆陈列的一组鸭嘴龙胚胎
化石（5月 1
1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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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建执导《运河风流》。

襟，
“ 守规矩”体现了后人的道德与情
操，
“破规矩”则是一种胆量与气魄。
张新建直言，这些年来民国题材被
反复拍摄，但精品力作却越来越少。
“五
年前启动拍摄时我们也有过疑虑，这样
相对厚重的主题，如今的观众还能接受
吗？”如今播出后的反馈让他欣慰，
“事
实证明要相信观众的审美。我们要把
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尽可能完美
的结合在一起，把人物的塑造依据当代
观众的审美需求去调整，让观众得到真
实可信的感受，真正尊重观众的审美与
情感需求，不做行活儿，以史为鉴，以戏
为镜，相信我们的观众不会错过有内涵
的作品，创作者也应该继续坚持艺术创
作的原则。”
据《北京日报》报道

内蒙古将重点保护
黄河流域、
长城沿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将一批黄河
流域、长城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
入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重点保护这些反
映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传统
文化。
据了解，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推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反映交往交流交
融，体现黄河、长城等中华文化基因，
努力打造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形象。
自古以来，内蒙古是多民族聚集
的地方，黄河流域、长城沿线出现了
丰富的多民族艺术融合的艺术形
式。比如，被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的呱嘴艺
术，是晋陕“走西口”汉文化与当地的
蒙古族说唱艺术融合之后，形成的一
种曲艺表演；内蒙古晋剧则是山西晋
剧融合蒙古族艺术元素后形成的晋
剧艺术；卓资县灯游会（九曲黄河灯
游会）是从中原地区流传到内蒙古西
部地区的民俗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
程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吸纳了大量
当地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灯
游会。
此外，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还注重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通辽市开
鲁老白干酒酿造技艺、赤峰市宁城地
毯织造技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察干
伊德制作工艺等传统工艺、表演艺术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纳入。
据新华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