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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妇女【 】

从喜儿到秋菊，
越来越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片海拾遗【 】

《《南南哥哥》》：：07 年
行业影像 之
农民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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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个大舞台，浓
缩时代风云， 也上演人生
百态，各类人物尽显风流。

上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
“女人命运三部曲” 中历
经坎坷的枣花，让观众一
边同情掬泪，一边怒其不
争；2000 年以后，来自东
北黑土地的农村喜剧，让
全国观众为之捧腹；近年
来，为数不少的新型农村
干部题材影视作品又喷
涌而出………

70 年来， 身份不同
角色各异的“农村人”活
跃在屏幕上，讲述了时代
变迁中的中国乡村故事。

1951 年，电影《白毛女》中的
佃农之女喜儿，为躲避地主黄世
仁的迫害，逃进深山，原本天真
美丽、勤劳纯洁的她，变成了不
人不鬼的白毛女。 11 年后，由鲁
韧导演、李准编剧、张瑞芳主演
的电影《李双双》，塑造了一个与
喜 儿 截 然 不 同 的 农 村 妇 女 形
象———李双双。火辣爽直、热心集
体事业的她，对自私、爱占公家便
宜的老乡直言快语， 还帮助胆小
怕事又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孙喜旺
提高思想觉悟，颇具“谁说女子不
如男”的气概，一时大受欢迎。

1980 年代，电影《咱们的牛
百岁》大火。 片中的寡妇菊花俊
俏妩媚，泼辣善良，受喜爱程度
甚至超过了男主角牛百岁，扮演
者王馥荔也被观众誉为“天下第
一嫂”。 王馥荔在口述中回忆，自
己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带给
观众一个“辣而不恶，俏而不俗，
媚而不邪”的农村妇女新形象。

王馥荔从细节上用心贴近这
个胶东农妇，片中，她吃黄瓜的
动作成为经典：“体验生活时，我
看到村里的妇女把黄瓜在河沟
里涮吧涮吧，水一甩，再往身上
一蹭就吃了。 但我没完全照搬，
为什么？ 因为菊花是个漂亮的、
散 发 着 强 烈 女 人 味 的 农 村 妇
女。 ”最终，王馥荔将村民原生态
的动作改动了一下———涮黄瓜时
动作要麻利， 甩水时要潇洒，往
衣服上蹭水改为往胳膊上顺势
一抹，动作一气呵成，将菊花的
风韵和个性到位地演绎出来。 王
馥荔回忆：“菊花的走路姿态，我
也学胶东妇女的样子，穿着平底
布鞋，步幅很大，腰身扭起来，手
臂摆起来，体现出农民特有的一
种健美。 ”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韩志君、韩志晨兄弟凭借电
视剧“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
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
女人和网》， 在荧屏上刮起了一

股乡村风。 在这三部戏中，演员
吴玉华塑造了一个历经苦难的
村妇“枣花”。 这一让人同情掬
泪的角色，奠定了吴玉华“苦戏
明星” 的地位， 并让她与李雪
健、 张凯丽等人同获 1992 年第
三届全国十佳影视演员奖。

但枣花逆来顺受的秉性，已
经无法获得当时女性的完全认
同。 吴玉华多次对媒体“吐槽”饰
演此角的憋屈：“我的个性是什
么事都往明里摆，却偏偏演了个
苦兮兮的受气包， 还拍了三部，
你说烦不烦？！ ”她在《从枣花到
肖竹心一一关于塑造两个角色
的感受》一文中自述，她不愿看
到枣花再回到丈夫小庚身边，嫌
枣花此举“窝囊”，“如果再接戏，
我想塑造一个不同于枣花的崭
新形象”。

相比较电视剧对“苦情”“隐
忍”“逆来顺受”等农村妇女传统
标签的回望，电影银幕上的女性
角色却将抗争精神拔到了一个
新高度。 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
表的第五代导演们，在世界影坛
刮起一阵中国旋风，横扫世界三
大国际电影节。 而第五代导演的

作品多以农村题材为主，他们塑
造的农村妇女身上更多了几分
倔强。 最典型代表当数《秋菊打
官司》中固执要强的西北村妇秋
菊，她坚信“打人必须道歉”的朴
素道理，为了给懦弱被打的丈夫
讨个说法，走上了漫长的告状说
理之路……

从喜儿、李双双，到菊花、枣
花，再到秋菊，农村妇女形象贯
穿了新中国农村题材影视创作，
也呈现出妇女在时代洪流中的
蜕变和成长。

2010 年之后， 农村题材影
视剧的创作一度陷入了低潮。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
我国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仅有
15 部 490 集， 部数和集数分别
占该年度电视剧生产发行总量
的 3.81%和 2.96%。 难得的是，
近年来乡村干部题材的影视作
品爆发了新生命力，为新时期农
村影视创作寻找到了突破口。

2017 年 10 月 17 日， 由郑
华、潘钧、王俊翔执导，孙洪涛、
茹萍、艾丽娅主演的南派故事片
《南哥》 上映。 该片改编自真人
真事，讲述了扶贫队长郭建南下
乡带领荔潭村村民脱贫致富的
故事。“这类电影非常难拍。 ”制
片人和主演孙洪涛对羊城晚报
记者表示，最早接这部片子时，
心里是打鼓的：“一方面， 相比
较前几年热播的宫斗剧、 仙侠
剧，农村题材本身面临低潮。 另
一方面， 全国有很多拍先进模
范事迹的作品，但像《孔繁森》
《焦裕禄》 那样真正优秀的，屈
指可数。 ”

孙洪涛带领主创团队走遍
了郭建南曾工作、 生活的地方：

“几乎所有南哥生前工作、 生活
中接触过的人， 我们都采访
了。 ” 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
让孙洪涛印象深刻，她听闻摄制
组要采访郭建南有关的事迹时，
喃喃念叨了一句：“南哥？ 南哥已
经走了哦！ ”便潸然泪下。 这个细
节让孙洪涛增强了拍好此片的信
心，还结合时下流行的网络语汇，
给南哥的形象做了定位———“暖
男村干部”：“南哥的爱人告诉我
们，郭建南还不到三十岁时，便走
到哪里都有人叫他南哥。 他不仅
‘暖’， 还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
的、实话实说的实在人。 ”

影片大获成功，荣获了广东
省“五个一工程奖”、 中宣部推
荐 21 部献礼祖国影片、 意大利
中国电影节最佳影片等殊荣，美
国的发行公司更一口气签下了
全世界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发
行权。 孙洪涛认为，农村题材在
当下，只要有好的制作、好的故
事，并且忠于电影创作的艺术规
律， 照样会受到欢迎：“美国发
行方对我们说， 他们认可 《南
哥》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南哥
是一个有人性光辉的真正好人，
人帮人这种温暖的故事在全世
界都能引发共鸣。 第二，它讲述
了‘下乡扶贫’这种帮助穷人的
中国式方法。 ”

从影数十年，孙洪涛多次饰
演乡村干部，他是《上校村官》里
的王安达、《大江儿女》里的艾澄
川、《乡里彩虹城里雨》 里耿书
记，这次又变身成为南哥。 孙洪
涛认为，自己塑造的这些新时代
的村干部和“牛百岁”

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牛百岁是
地地道道的村民，而新时代的村
干部，在扎根农村之前，有的是
机关干部，有的是军人，有的是
国企员工，有的是大学生，他们
本身的知识结构和传统农民不
同， 更勇于挑战， 勇于创新，还
能因地制宜地巧思， 去解决困
难，他们面临的工作环境，也更
复杂，难度更大。 ”

事实上，这是不少影视创作
者的共鸣，细细盘点不难发现，
2010 年来涌现的乡村干部题
材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女人当
官》里的杨桂花，带领村里的女
人们各显神通，不仅赢得选举，
还办起工厂， 让村里的男人来
打工；《马向阳下乡记》 里毫无
农村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公务员
马向阳当上村干部， 从城市到
农村， 起初与乡村格格不入 ，
后来投身其中发光发热 ；《大
村官》讲述了优秀大学毕业生
孙浩然来到偏远落后的山村
工作，收获成长 ，并带领村民
发家致富；《苦乐村官》 里，村
里的带头人则是一名网红歌
手万喜……

在孙洪涛看来， 村干部的
故事是讲述当代中国乡村故事
的一个良好切口：“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农村又将发生翻天覆地
的新变化，我们影视工作者应该
抓住这个历史时期和机会，挖掘
农村影视题材，广阔天地大有可
为。 我很乐意也很期待，塑造更
多村干部、村民形象。 ”

《男妇女主任》
（1998 年）

该片以东北农村生活为
背景，讲述了青年农民刘一本
在媳妇不肯当妇女主任的情
况下， 代替媳妇上阵当官，结
果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忍俊不
禁的事儿。

该片由评剧剧本改编而
来，编剧赵德平为了选好材、
选准材， 经常把工作安排在
田间地头，和农民谈心聊天，
搜集农村中所发生的奇闻怪
事， 以此积累素材， 丰富视
野，广开思路。

该片以明快的节奏 、靓
丽的画画、有趣的故事、出色
的表演， 向人们展示了具有
浓郁乡土气息的东北农村生
活画卷。

《一个都不能少》
（1999 年）

该片讲述了水泉小学的
高老师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
亲，村长从邻村找来 13 岁的
魏敏芝给高老师代一个月
课。 高老师临走时再三叮嘱
魏敏芝，一定要把学生看住，
一个都不能少。 十岁的张慧
科因家里欠债无力偿还 ，不
得不失学到城里打工。 魏敏
芝记住高老师临行前的叮
嘱，踏上进城寻人之路。

影片采用纪录片式的风
格， 连黑板上的字都找来当
地的老师写，选用的所有演员
均是普通中、小学的教师和学
生， 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但
却以真诚质朴的表演，演绎出
感人的故事。

《美丽的大脚》
（2003 年）

在失夫失子打击下，村
妇张美丽将所有感情都寄托
在村中的孩子们身上， 她当
上了村里的“孩子王”。 不久，
村 里 迎 来 了 北 京 的 志 愿
者——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夏
雨， 黄土地上的生活潜移默
化地改变了夏雨的人生轨
迹， 同时让张美丽的思想和
观念产生了改变。

该片通过一位普通山村
妇女对自身命运价值与情感
的寄托与追求， 揭示出若要
彻底改变落后的生存状态，
需要人们从愚昧和贫瘠中彻
底觉悟的道理。

《留守孩子》
（2006）

该片由刘君一执导 ，赵
雄、 孙渤洋、 宋闻笛领衔主
演，以襄樊市农村为背景，讲
述了以小福、月月为代表的一
群留守孩子的艰难生活和内
心对爱的渴望，以及各界人士
帮教这些孩子， 并终于办起

“留守孩子之家”的故事。
该片是中国第一部专门

讲述留守孩子题材的电影。
影片采用襄樊地方方言 ，演
员也多为非专业人士， 以一
个个鲜活而富有个性的人物
形象反映了当代农村留守孩
子的生活现状， 影片真挚鲜
活、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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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左右， 东北农村题材的
电视剧异军突起，风靡全国。 仅中央
电视台黄金档期就海量式播出过《希
望的田野》、《刘老根》系列、《马大帅》
系列、《圣水湖畔》、《插树岭》、《乡村
爱情》 系列、《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
天》系列等，在全国尤其在北方地区
屡创收视率高点。

以《乡村爱情 II》为例，据央视
索福瑞调查 ， 该剧平均收视率为
8.46%，最高时达到 11.62%，在黑龙
江竟达到 20%，位列同期电视剧的收
视第一位。 这部首播于 2006 年的农
村爱情轻喜剧，以大学生谢永强与农
村女青年王小蒙的爱情为主线，塑造
了一群鲜活的富有新时代气息的农
村青年形象，多角度展现了一幅当代
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 该剧到
2019 年已经播出了 11 季，堪称农村
题材的“神剧”。

“我自信了解最真实的农村。 ”
编剧张继表示这是 《乡村爱情》成
功的秘诀。 张继有着整整 30 年的
农村生活经验， 在成为编剧多年
后，仍和农村联系紧密。 张继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农村题材电视剧
之所以农村观众爱看、 城市观众也
爱看，是因为：“从农村出来的人，看
到的是对农村生活经验的回味；没

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城市人， 看的是
对田园生活的想象。 ”

在这一时期，赵本山、范伟、高
秀敏、潘长江、王小利、小沈阳等小
品、二人转演员的加盟，为东北式乡
村喜剧赢得了大量观众。 不少东北
籍笑星都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自
带生动、接地气的表演风格。 而诙谐
幽默的东北方言， 也随着这些剧而
走红，“嗯哪”、“咋整的”、“爱咋咋
的”,�“必须的”、“为什么呢?”等剧
中台词，都在全国观众中流传。

不过， 东北乡村喜剧的走红也
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真正的好作
品不能一笑了之”的声音逐渐响起。
《乡村爱情》系列也遭到了“缺乏对
历史进程中农村生活本质真实的深
刻反映”“人物形象扁平化、 不够典
型， 没有时代背景下共同群体的特
征”等批评。

事实上，对于现实抱
以深切关怀的东北
乡村喜剧不在

少数：《圣水湖畔》怀着对黑土地的热
情，强调了保护耕地的理念；《别拿豆
包不当干粮》 摆开基层选举的擂台；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 讲述建设
新农村的过程中资源破坏与环境保
护的问题。2019 年推出的《乡村爱情》
11 季中，象牙山村在精准扶贫的号角
声下，村民从拉帮结派、各怀鬼胎，转
变为共组攻坚小组、一起支持生态新
农村的建设……

一边收视率高企， 一边饱受争
议； 一边欢声笑语， 一边反思现实
……学术评论界、观众群、创作者对
《乡村爱情》 等东北农村喜剧秉持的
不同观点，可以视作社会各界
对新时代农村农民的
不同印象、态
度和思考。

乡村
喜剧【 】

东北故事热拍，
欢声笑语中反思农村建设

乡村
干部【 】

牛百岁到南哥，
新时代村干部更勇于创新

①《王馥荔口述：“挑剔”的
“天下第一嫂”》

②《“当事人”话说农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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