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视剧和电视事业
的诞生几乎同步。1958年，有

着“华夏第一屏”之称的北京牌
黑白电视机面世。1958年5月1

日，北京电视台开播。一个多月后
的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家庭
伦理剧《一口菜饼子》，成为中国第一
部电视剧。

该剧塑造了一个承受了生活重压，
为救女儿而省下仅有的一口菜饼子，最
后死在饥寒交迫之中的伟大母亲形象。
初创时期的电视剧制作，采用的是“直播
电视小戏”的方式，在演播室搭景，多机位
拍摄，直接传达给观众，而且是单本剧。

1959年 1月 29日播出的《火人的故
事》，讲述了朝鲜老者给三个朝鲜儿童讲中
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攻占高地的英
雄故事。而接下来《桃园女儿嫁窝谷》
（1961年）、《绿林行》（1962年）、《焦裕禄》
（1966年）等，都是类似风格，以正面典型
人物作为作品主体，重视教化作用。

1973年，河南导演康征参与拍摄的
《考场上的反修斗争》是中国电视史上第
一部不采用直播而采用黑白录像设备录
制的电视剧。1978年，由许欢子、蔡晓
晴导演的《三家亲》是第一部彩色电视
剧，也是中国第一部从室内到室外，实
景拍摄的短篇电视剧。

此间较为典型的短篇电视剧还
有《永不凋谢的红花》《凡人小事》
《有一个青年》《新岸》《神圣的使
命》等，这些电视剧的共同特点，
便是紧贴生活，既揭露了丑
恶，又展示了普通人心灵中
美好的东西，艺术手法朴
素、自然、生活化。

1983年以后，短
篇电视剧渐入辉

煌，数量大幅度
增长。许多

优秀作品
突 破

了

以 往
那种质朴的“小故事”

的模式，视野更为开阔，艺术手
法更为多样，对生活的挖掘更为深入。

历经20多年的发展后，伴随着改革开
放，电视剧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经
典时代”。许多至今为观众津津乐道的经
典作品，便是诞生在这一时期。

颇具划时代意义的是王扶林导演完成
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分成9
集在1981年春节期间播出，反响极大。它
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不仅从形式上
完成了电视剧的基本要素，而且从情节构
置、角色安排等方面，共同促成了一部真正
娱乐与教化相结合的电视剧产生。与此同
时，电视剧也从黑白向彩色制式转变，看电
视成为一种时尚。

1983年，内地引进的第一部香港电视
剧《大侠霍元甲》，播出时盛况空前，引发了
武侠热潮，霍元甲、陈真迅速成为一代人的
偶像。两年后，一部描写旧上海的《上海
滩》再度流行，许文强的西装和围巾、冯程
程的麻花辫等装束也成为年轻人仿效的对
象。

从1985年开始，一大批高质量的电视
剧开始出现。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名著
改编系列。

采用特技拍摄的电视剧《西游记》于
1986年播出，老少皆宜，造就了89.4%的收
视率神话，至今重播超过3000次。1987年
首播的央视版《红楼梦》由王扶林导演、周
汝昌等多位红学家参与制作，被誉为“中国
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

同样堪称经典的作品还有许多。改编
自老舍的同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因其
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文学性，成为当时
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济公》将民间故事
里济困扶危的济公搬上荧屏，诙谐的小法
术带给观众诸多乐趣，“鞋儿破，帽儿破，身
上的袈裟破”的主题歌飘在大街小巷。

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
策明确，电视剧的基调也悄然从“将经典搬
上荧屏”演变为“向现实生活找题材”，宏大
叙事成为边缘，掀起了“现实主义”浪潮。

开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便是
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亮相。该剧开创
性地以写实的视角直面现实，通过讲述几
个年轻人复杂的爱情经历，揭示了人们对
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

可以说，《渴望》的意义相当于《敌营
十八年》，自此之后大众通

俗电视剧成为主

流。
这个时期的电视

剧，不管从形式和内容上几乎
都具有新的突破。1991年赵宝刚导
演的《编辑部的故事》，是我国第一部电视
系列喜剧，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热门
话题，剧中的调侃、幽默、讽刺、戏谑，拓展
了电视剧的美学品格。1994年的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以幽默而又深刻的剧情及表
演，被誉为“中国情景喜剧的里程碑”，至今
看来依然有现实意义。

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颇具前瞻性
地关注了出国热，并用个人奋斗史的形式
折射了当时东西文化的碰撞。除此之外，
《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牵手》等也都反映
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1996年首播的历史题材古装剧《宰相
刘罗锅》开了中国内地历史剧戏说的先
河。由河南作家二月河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等掀起了历史剧的热潮。与此
同时，四大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拼图也终于
圆满，央视版《水浒传》《三国演义》在尊重
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好评如潮，是一代
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版本。

中国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
到底》在1998年诞生。其实早在1996年播
出的《校园先锋》亦是青春题材的经典作
品，它在郑州一所中学拍摄，剧中主演李亚
鹏、潘粤明后来都成为最早一批偶像剧演
员，那句“我差点把你弄丢了”的台词后来
不断被沿用。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和台湾也输送了脍
炙人口的作品。赵雅芝版《新白娘子传奇》
是几代人的难忘回忆，而《射雕英雄传》《神
雕侠侣》等金庸武侠剧、以《还珠格格》等为
代表的琼瑶式言情剧也已经自成一类。

上世纪90年代仿佛是电视剧的实验
场，刑侦剧、言情剧、家庭剧、历史剧、喜剧
等类型百花齐放，创作者们不断拓展着大
众化的叙事模式，客观上还实现了干预现
实、教化民众的艺术职能，同时锻炼出了导
演赵宝刚、郑晓龙及演员唐国强、张国立、
陈道明等一批电视剧生力军。

进入21世纪后，电视剧创作艺术日趋
成熟，创作者们纷纷亮剑，造就了中国电视
剧多元创造的新格局。

这个时期的大戏不断。2001年首播的
郭宝昌作品《大宅门》，个人命运与民族历
程交相呼应，大气磅礴。后来亦有《乔家大
院》《闯关东》等反映家族历史的年代大
戏。而胡玫的《汉武大帝》、李少红的《大明
宫词》、张黎与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则
探索出了历史剧不同视角的表达方式。

抗战、军旅题材作品异军突起。2005
年，李幼斌主演的主旋律作品《亮剑》，成
就了李云龙这个非同寻常的荧屏人
物形象。2007年，王宝强等
主演的《士兵突

击
》讲述
了农村出
身的士兵许
三多的成长历
程，“不抛弃、不放
弃”的精神深深触动
观众。情景喜剧也有了
新经典，《武林外传》、《家
有儿女》《爱情公寓》等从不
同维度探索出自己的幽默风
格。2009年，孙红雷、姚晨主演
的《潜伏》将谍战剧推向了高峰，
自此成为市场受宠的类型。

随着80后、90后成为主要收视
群体，一批青春剧反映着时代进程中
的年轻人的理念和心态演变。一部
《奋斗》在2007年火遍全国，新时代青
年的情感与追求让人耳目一新，成熟独
立的夏琳成为新一代女性的代表。五年
之后的《北京爱情故事》，讲述了一群北漂
年轻人面对情感、物质诱惑和现实所做出
的选择。到了2017年《欢乐颂》对都市职
场女性的群体刻画，也切中年轻人的时下
心理，成为话题之作。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国式离婚》《金
婚》《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爱情》《我的前
半生》等婚姻、家庭题材作品也勾起人们对
家庭关系与情感新问题的思考。

2012年，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宫廷剧
《甄嬛传》风头无两，掀起了国产剧的新风
向，之后又出现了《琅琊榜》《芈月传》等古
装大戏。当然，《步步惊心》等架空历史剧
的出现在满足观众好奇心的同时，跟风
之作频出值得警醒。反腐剧在21世纪
初热闹几年后，历经十年沉寂，终于在
2017年凭借《人民的名义》热播，创下
近十年国产电视剧最高收视率的纪
录。

近两年来，资本涌入影视业带
来的“IP热”现象开始降温，过度
依赖流量明星而忽视剧目质量
的现象也引发行业反思，互联
网的技术革新带来了网剧
新形式……走过一甲子
的国剧站在了新的起
点上，电视剧制作和
传播又将迎来新
的变革时代。

金婚

2018年6月23日 责编 刘惠杰 美编 李庆琦深读 AⅠ·12 AⅠ·13

《西游记》导演杨洁：我的电视剧生
涯是从《西游记》开始的，又是以《西游
记》终结的。我很遗憾，假如当初资金
足够，这余下的故事能够一起拍完，那
它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了；我也不
遗憾，不管怎样，我的梦总算圆了，遗憾
总是会有的，正如孙悟空说的：“天地本
不全！”又何况一部《西游记》呢。

《北京人在纽约》导演郑晓龙：上
世纪90年代初，我有了拍这部剧的想
法。有半年时间，我去美国体验生
活。那时候没钱，我甚至把我们的节
目拿到国外去“发行”，推个小车，到各
个音像店里推销，还不断被人轰出
来。那段时间我组织了六次座谈会，
和当地留学生、华人座谈，想了解在美
华人的面貌。感谢这些鲜活的“海外

生活”的经历。
《大明宫词》导演李少红：很多观

众表示这是一部另类历史剧。做这部
剧时，我们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就是能
够对历史有一种全新的演绎，而这种
演绎我们还是从艺术的角度着手，找
它的那种艺术感和这种审美的很现
代、很时尚的一种，然后再加上古典的
感觉。

《编辑部的故事》主演葛优：台词
量实在是太大了。我每天回去后就背
台词，特别头疼，是咬着牙挺过来的。
拍这部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5集我
们足足拍了半年，每天跟坐班一样。
早上七八点的时候，会有班车来载我
们去吃早点，拍到晚上再把我们送回
去，从来不熬夜拍夜戏，而且我们周日

还休息，不拍戏。
《渴望》主演李雪健：《渴望》播出

时，我正在河南兰考拍摄《焦裕禄》。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部电视剧能在社
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影响。有人说，一
部文化作品像是一颗原子弹。这两部
作品让我知道了演员这个职业是崇高
的，也能够为社会作出莫大的贡献。
从此，我更加意识到演员身上的责任
与担当，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每
一个人物。

《甄嬛传》主演孙俪：我曾经试过
一件事情投入不同的心力去做，结果
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知道做一件事情
的努力有多重要。这部戏无论从角色
个性还是剧本的完整度，都让我在表
演上有新的体悟，以及进步的地方。

我喜欢这个角色，真心想为她付出，为
角色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很快
乐，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的乐趣，可以在
不同的戏、不同的角色当中找到不一
样的自己。

《闯关东》编剧高满堂：一切鲜活
生动的人物，都不是在咖啡厅里、空调
房里、冰镇啤酒和法国红酒里诞生出
来的。一切的意思、一切的想象都应该
靠着坚实的土地，从大地上起飞。真正
走下去，才会发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发现一切想象力距离现实生活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常常
太相信自己，但大聪明其实是在生活
里。创作真的耍不得小聪明。

（资料来源：《中国电视剧60年大
系·人物卷》）

核心提示丨一甲子岁月如
剧。从诞生于1958年的中国第一

部家庭伦理剧《一口菜饼子》算起，至
2018年，中国电视剧已经60岁了。

有人说，中国电视剧走过的60年，既是
一部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像巨著，又是一幅当
代中国社会市井风貌的“清明上河图”。的确，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之下，每个时代的电视
剧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并映射出一幅国人的
心灵画卷。

从无到有，从单本剧到连续剧，从电视荧屏
到互联网移动端……60载筚路蓝缕，国剧市场
可谓车载斗量，但那些经典电视剧战胜了时间
的风霜，至今散发出永恒的光芒。回望国剧
走过的60年，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带你
一起来回味陈晓旭饰的林黛玉、张凯丽饰
的刘慧芳、葛优饰的李冬宝、陈宝国饰
的白景琦、李幼斌饰的李云龙等经
典荧屏人物，重温国剧陪伴几代
人走过的时光。

如剧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王梅竹

听听经典电视剧的主创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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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用“剧中人”构建起的“中国故事”余味悠长

直播电视单本剧
重教化轻娱乐

50~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20世纪

电视连续剧诞生荧屏
迎来“经典时代”

90年代20世纪
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题材百花齐放

以来21世纪

多元创造新格局，互联网开启新玩法

近年我国电视剧通过备案公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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