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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到底是大道》
展现乡村振兴的回望与思考

本报讯（通讯员 杨磊 首席记者 薛曹盛）昨日上
午，《一湾到底是大道》新书研讨会在甬召开。该书以
湾底村的发展历史为背景，聚焦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村党委书记吴祖楣，讲述了他积极带领村民农业
起家、工业发家、生态兴家，摸索探寻出了湾底村在乡
村振兴中独具特色的实施路径，最终实现了湾底村的
乡村蝶变。

孙昌建早年在农村当过插队知青，后又在乡村中
学任教多年，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深刻
的理解。在书中，他以第一人称的参与者的视角讲述了
在40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中，湾底村在当家人吴祖楣
带领下从一穷二白到实现振兴崛起的过程。

在浙江省发改委副巡视员、省作协报告文学创委会
主任张国云看来，《一湾到底是大道》不只是一部反映时
代精神的力作，更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是
对中国乡村振兴、“三农”问题这一世界级难题的一次整
体回望与思考，可谓是一部中国乡村振兴的史诗。

“孙先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湾底村
现代社会的发展简史。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浓缩了的可
以洞见中国农民不屈不挠、‘穷则思变’奔小康的奋斗
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陈晓嘉点评说，“相信这
部报告文学的出版，将对全国其他乡村的脱贫、发展和
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湾底发展模式；相信孙先生对湾
底人精神的揭示和生活变迁的历程的记录，也会为世
界提供一个中国农民、农村、农业脱贫、发展、富强的中
国样本。”

望春街道徐家漕社区
成立音乐学院
这是宁波首家社区音乐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沈晨舒 记者 朱琳）5月14日上
午，海曙区望春街道徐家漕社区在高鑫广场举行了一
场“筑爱传琴，韵享邻里”的社区音乐会，至此，宁波市
目前唯一的一家社区音乐学院产生。

同时，中国大众音协口琴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音乐
学院口琴考级教材主编杨晟带来了精彩的口琴讲座，
并授予徐家漕社区“口琴实践基地”，据悉，这是该委员
会在浙江省社区成立的唯一授牌。

为什么社区要成立音乐学院？
徐家漕社区党委书记李雪君介绍，徐家漕社区的

6000多居民中，有近三分之一是老年居民，为了丰富
老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居民代表去年进行了深入
讨论，一致认为音乐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据了解，学院将不定期请名家大师来开讲座、为老
年大学作师资培训，还将举行音乐会、汇报演出等。在
昨天的活动现场，清越的竹笛，柔美的葫芦丝，嘹亮的
萨克斯，欢快的口琴……精彩纷呈的器乐表演为在场
听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甜宠剧市场潜力仍有待深挖

但不得不正视的是，题材扎堆热潮本
身就是件很有风险的事。大量同类型作品
跟风，之后往往很容易造成大量低品质剧
目堆叠，让观众审美疲劳。

周家文认为，观众的审美和追剧心理
都在不断变化，不管什么类型的剧都需要
有危机感，甜宠剧一味的撒糖已经不再行
得通。在《长安少年行》的创作中，他做了许
多甜宠剧2.0版本的升级，“让剧中包含多
种当下观众容易接受的元素，比如喜剧、武
侠、探案，且丰富剧中主角人物的设定，王
二代、富二代、平民等，不同社会阶层的角
色放在同一个背景下一起成长，以此产生

冲突与看点，让故事变得好看。”周家文认
为，所有类型的电视剧归根结底，故事的内
核、人物的个性，才是真正抓住观众的点，
每部作品都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才能在市场
上生存。

陈汉白则表示，90后、00后从小就是
看各国剧目成长起来的，对电视剧的整
个画面、剧情、台词的要求都非常高。如
何在甜宠剧的故事上创新，制作品质上
升级，让观众拥有代入感的同时拥有参
与感，都是制作方需要思考的问题，“对
整个市场而言，甜宠剧的市场潜力仍有
待挖掘。”

开启“量产模式”甜宠剧为何这么香
记者探班《长安少年行》，听导演周家文讲“甜宠剧”特质

最近，各大视频网站播放量或热度排行榜几乎都被甜宠剧“霸占”。刚刚热播完结的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正在热播的《我只喜欢你》，而接下来，《资深少女的初恋》《蜜汁
炖鱿鱼》等4部甜宠剧正在待播的路上。

昨日，记者探班目前正在象山影视城热拍的青春题材的古装剧《长安少年行》，导演
周家文也毫不避讳表示，“我们这部剧也是相当高甜。”甜宠剧的量产背后有什么样的原
因？对整个电视剧市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

□记者 吴丹娜

甜宠剧热播，还有一波在路上
“甜宠”一词最早脱胎于网文IP，之后

才走上荧屏，像《双世宠妃》《致我们单纯的
小美好》都是甜宠剧1.0时代的典型。

今年，“甜宠剧”迎来了“全盛时代”，成
为当下电视剧（网剧）市场的一大主流。讲
述大明星和小助理在追寻音乐梦想道路上
故事的《夜空》；讲述物理天才与元气少女
在合租后恋爱故事的《致我们暖暖的小时
光》；勾勒平凡女孩与学霸同桌从初恋到结
婚的《我只喜欢你》。这3部最近热播的剧

目虽然人设、故事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单纯美好的爱情以及快要“溢出
屏幕”的“甜宠”。

从各大视频网站的排片来看，多部“甜
宠剧”正在赶来的路上，且都选用人气较高
的演员主演。宋茜和宋威龙主演的《资深少
女的初恋》、邢昭林和白鹿主演《世界欠我
一个初恋》、杨紫和李现主演《蜜汁炖鱿
鱼》、乔欣和许魏洲主演《我不能恋爱的女
朋友》。

“我做完家务，辅导完孩子作业，谁愿
意躺下的时候追个剧还要哭哭啼啼或者烧
脑解密，我更希望看一部简简单单少女心
的电视剧，告诉自己生活依旧是向上而美
好的。”当下，生活压力较大，情绪上很容易
焦虑，80后妈妈吴晓楠的想法或许说出了
很多人的心声。

正在象山影视城热拍的《长安少年行》
也定位“甜宠”，导演周家文昨日在片场接
受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当下甜宠剧最大
的特质，“无非是在最简单的世界里，谈最
纯粹的恋爱，让人感受岁月静好。”

资深电视剧制作人陈汉白也表示，甜

宠剧已成为当下最好的下饭剧和睡前剧，
“剧中没有车祸、癌症，也没有身世离奇的
女主、腹黑的情敌、难弄的婆婆，这些俗套
通通不见，从头到尾看下来让人心情明亮
而又欢快，简直是助消化、促睡眠的利器。”

除了观众口味上的调整，甜宠剧进入
“量产模式”与电视剧市场的风向也不无关
系。陈汉白表示，“传统情感剧在婆婆妈妈
中尚有一席之地，在90后、00后人群中已
没了吸引力；悬疑罪案剧虽有观众市场，但
在如何‘过审’中依然处于摸索阶段；而制
作成本相对较低、制作周期短的甜宠剧无
疑成为新一轮投资制作的突破口。”

下饭又促睡眠，观众期待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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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少年行》海报 由剧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