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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愁》 体现了三个视野，一个是诗意美学的视
野，一个是史学的视野，一个是道德伦理学的视野。这三
个视野新颖、开阔、深邃。

第一个视野，是诗意美学的视野。诗人总是多愁善感
的，“乡愁”这两个汉字的结合，最早出自伟大的诗人杜
甫。杜甫在他的诗里第一次写到“乡愁”，在此以前诗人
曾经用过“乡忧”的说法。这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之后，
很长时间再未有人提起，一直到 1971 年，台湾诗人余光
中写出著名的现代诗 《乡愁》。这首诗暗合了两岸共同的
心理。尽管隔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却有共同的精神家园
和心理结构。这部片子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诗意的美学意
境，这也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人，而非只有硬邦邦的理论口号。

在中国的土地上，集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
以又一次提起乡愁这个概念，要回溯到 2013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
总书记说，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日理万机，在谈到内容如
此丰富的城镇化工作的时候，把“记住乡愁”作为一个要
求提出来。这部片子将总书记的要求，将我们对城镇化建
设的价值追求，通过诗意的美学的方式反映出来。

第二个视野，是史学的视野。《记住乡愁》 全部 52 集
当中讲到的城市里，我曾经去过十来个。有些村庄我也曾
经碰巧去过。譬如阿沛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记
得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旁，挂着阿沛村
的牌子。村里的房子还保持着原先的藏式风格。因此，我
一边看着 《记住乡愁》 的片子，一边浮想联翩，由衷地感
到幸亏有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这些村落和房子，否则我们就
只能通过书本认识中国社会了，无法通过实物见证。《记
住乡愁》 这部片子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精华的、浓
缩的历史，让我们仿佛走回过去的年代。

另外，片子当中的建筑主要是明清时期建设的，也有
个别是唐宋时期，甚至更古老。为什么明清时代的建筑更
多呢？那是由于人类具有保护文化的自觉性，反之，如果
不爱护古建筑，岁月无情，将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记住
乡愁》 增加了人们保护文化的紧迫感，同时提醒全社会要
保护精神产品，保护文化的遗存。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思
考的问题。

第三个视野，是道德伦理的视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 24 个字都体现在这部片子里，最突出的还是道德伦
理的价值。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宣传工作的时候，特别讲
到，对外宣传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具体来说，我认为要
讲究修辞学。广义的修辞学就是做好人，“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狭义的修辞学就是怎么讲好故事，讲得大家爱听
和容易接受。《记住乡愁》 里的几乎每一集片子都有几个
体现真善美的故事，都反映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伦
理和生活故事，都是讲究修辞的表现。否则，倘若只有单
一角度的视野，缺乏多种角度和视野，就无法产生强烈的
感染力，也就难以产生高收视率，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

希望 《记住乡愁》 能进一步发挥它在传播界的引领和
标杆作用，更好地宣传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更好地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出来。

就思想根脉和文化习染而言，我是
一个思乡的人，乡情、乡愁经常萦绕于内
心。因此，我格外喜欢看百集大型纪录
片《记住乡愁》，从播出第一集开始，竟然
坚持一路看了下来。这种情况对我这个
电视机前的“积极受众”而言，不得不说
是一个例外。追究其原因，在于《记住乡
愁》以其思想立意之深远、文化品位之高
雅、艺术风格之独特，以及饱满的文化唤
醒意识，吸引着我，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情
感共鸣、思想共振。《记住乡愁》是近年来
纪实性电视纪录片中的一部精品之作。
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受众的认可、推
崇，一定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电视纪录片
的经典之作。

《记住乡愁》是从发现、梳理、展现、
诠释至今仍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些保存
尚为完好的古村落及其文化意蕴为主题
的作品，有着鲜明而独特的思想文化和
艺术方面的价值追求。其远远不是为了
发思古之幽情，也并非是为受众提供一
个个可供猎奇的文化“桃花源”，而是在
努力探讨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遭际，以
及在当代文化建设的语境中，如何做好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接、如何建构好中
华思想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创新体系。
其取胜之处，正在于作品本身所包含的
文化唤醒意识和文化自为信念。

粗略地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价
值观念，一般以两种形态传之于世：一种
是以文字文本的形态，存在于典籍之中，
通过历代的阅读接受、理解运用、研究阐
释，而实现其意义延伸和创生，在不断的
阐释、衍变的过程中实现其通变之道，并
且汇为思想文化的大川而流淌不息。一
种是以日常生活行为的形态，存活于民
间世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之中，通过祖
祖辈辈的习染熏陶、接力传授、复制繁
衍，而达到其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之功
效，其状犹如涓涓溪流，源远而流长，更
加体现出传统思想文化坚韧而顽强的生
命力，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思想文化
的另一种文本形态。中国传统儒家、道
家思想文化学说的传承演化，莫不如此。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实际
上有两条发达的根系，一条是在典籍之
中，一条是在民间，尤其是存在于那些
原初风貌保存尚好的偏远乡间村落。
载之于典籍中的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呈
相对稳定的状态，随时可以供我们研
究、诠释、参悟，而传之于古村落的传统
思 想 文 化 ，则 随 时 有 破 败 、消 失 的 可
能。因此，对于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
的意义阐述和资源性保护，刻不容缓，
实际上是我国当下文化建设中的一个
大题、难题。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记住
乡愁》的主要用意是通过对散布在祖国
各地的传统村落风貌及其中的人和事，
进行田野方式的记录、展现，来发掘、梳
理、阐述这些古村落中至今尚存留且保
持鲜活状态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又考
虑到这些记录、展现和阐述，主要是围
绕着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学说中的天人之
际、人伦关系、家国天下等等内涵而立
意，那么，《记住乡愁》对于古村落的发
现、梳理、诠释，及其诗性化的展现，为我
们提供了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精义，尤其
是传统生活儒学、乡村儒学中的优秀思
想文化和价值坚守尚存活在当下中国的
鲜活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记
住乡愁》每一集的题目，应该是对其内容
的最好概括和提炼，我对《记住乡愁》第
一季 60 集的题目进行了一个归纳、分
类，发现这 60 集共涉及如下一些关键
词：敬畏自然、家国天下、慈孝和睦、勤勉
勤俭、积善修德、忠孝节义、诚信敬业、仁
义礼仪、耕读树人、修齐治平、清白立世、
感恩报德、天下道义、乡规民约，等等。
应该说，这些关键词所涉及的思想价值，
大体上都在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所主张的
文化价值理想和伦理道德准则的覆盖范
围之内，将它们合而观之，岂不就是在通

过这些关键词及其背后的故事，来讲述、
诠释世代居住乡间的普通老百姓们在日
用伦常中所奉行的生活儒学吗？因此，
我以为，《记住乡愁》为我们提供了尚存
活在当下中国乡间的乡村儒学的一个个
鲜活的样本，是合适的。

《记住乡愁》对于传统优秀思想文
化、价值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境遇，表
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中华民族
总体上是一个农业民族，世世代代定居
生存于华夏大地的人们，根据节令周转、
气候变化而长期从事农耕生产，年复一
年地辛勤劳作，形成了善良、质朴、勤劳
的民族品格。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大量
的农村人口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和
土地而进城谋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业
已进城的乡下人而言，恐怕仍难以彻底
隔断同乡村之间的关联。于此，“乡土中
国”便有着一份独特的内涵与积淀，“乡
愁”也便成为流淌于国人血脉之中、永远
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因此，“乡愁”是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城市化、城镇化进
程加快近 20 年来的一个具有独特的时
代特征和文化意蕴的“中国故事”。《记住
乡愁》，就是讲述这一“中国故事”的从选
题到意义开掘，乃至制作等方面俱属上
乘的一部佳作。

《记住乡愁》是一曲对古村落的田园
生活的赞美诗，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在当
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如何汲取优秀的传统
思想文化精神，如何使传统与当代现实
相互对接、并育共生，使优秀传统思想文
化活在当下，并且得到新的发展契机，提
供了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
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当前，

我国的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正在以迅猛
的势头发展。村落向城镇过渡，城镇向
城市演变，许多古村落被席卷，“拆除木
头青砖老院子，盖起钢筋红砖洋房子，”
似乎已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代价；同
时，随着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
古村落或成空壳，或仅有老弱病残者留
守，使得古村落失去了发展的生机与动
力。在此过程中，传统村落的文化名分
逐渐被抛弃，许多传统村落的原有来历
已被人渐渐遗忘，作为代表村落自然、文
化特征或久远历史的村名也在被新的名
字所代替。

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推进过程
中，如何面对传统村落的消亡，成为对城
镇化进程的决策者与指挥者的道德考
量。传统文化不应当仅仅存在于书本之
中，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今天，村落这部生命大书、这个代表着人
类精神和文化源头的实物载体，更应当
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现代化”以及
与此密切相关的“城镇化”，并非意味着
要用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去取代传统建
筑，更不必然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村落原
有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现代化”、

“城镇化”的意义，应当是对过去与未来
的理性联结，应当包含对于历史的宽厚
接纳、对于前人智慧的充分尊重以及对
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在此意义上，
记住“乡愁”并不必然与“现代化”的意义
相悖，“城镇化”也绝不意味着要“消灭”
村落。现代化、城镇化应当以保护和留
住村落的传统文化特点为前提，二者可
以相伴而生，并行发展。

《记住乡愁》在涵养、滋润当代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在增强核心价值观
的文化感染力方面意义重大。如何讲好
中国乡土故事，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村落文化继续传承下
去，成为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

《记住乡愁》 以看得见的传统村落为载
体，以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以乡愁为
情感基础，为受众献上了一道富有思想
文化营养的精神美食。

“乡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
和文化记忆。纪录片《记住乡愁》以“关
注古老村落状态，讲述中国乡土故事，重
温世代相传祖训，寻找传统文化基因”为
宗旨，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和震
撼心灵的精神寻根，是一部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的精品力作。具体而言，这部纪录片
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记住乡愁》有思想的深度。
它以乡愁为载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片以小切口呈
现时代大主题，以小视角展现国家大变
化，有人、有事、有思想。片子讲述的是
一村一寨、一家一户、一餐一饮、一草一
木，背后是真挚赤诚的家国情怀，是属于
中国人的独特精神归属。

其 次 ，《记 住 乡 愁》具 有 生 活 的 温
度。它以村落为背景，讲述中国人向往
美好生活的梦想和追求。该片以精美的
画面展现了田园风貌，用灵动的镜头讲

述乡村故事，谈家常、说俗话、接地气，由
俗见雅、由浅入深，透着生活气息、充满
生活趣味，激发出人们热爱生活、追求美
好未来的力量。

第三，《记住乡愁》有情感的维度。它
以乡情为线索，增进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该片贯穿宗族之情、血亲
之情、故园之情，触及人们心灵深处最柔
软的地方，引发血浓于水的情感共鸣，体
现千年不绝的文脉延绵，推动民族意识的
凝聚和健康向上心理的建构。

第四，《记住乡愁》有艺术的精度，以
创新为动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纪录片摄制组深入一线，将镜
头对准基层，把话筒伸向群众，与群众平
等交流，说理不说教、传输不灌输，润物
无声、引发思考。该片无论是摄影画面，
还是配音配乐，无论是叙述手法，还是特
技效果，都透露出创作者以“受众为本”
的自觉追求。

《记住乡愁》还为推进广播电视节目

创新创优提供了有益启示，主要包括如
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片聚焦了“中国梦”的主题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线，实现了
价值引领。该片每集表现了一个主题，
通过讲和睦、道诚信、守节义、崇孝道、推
善行，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和价值追求融入到节目中，不但“有意
思”，而且“有意义”，发挥了良好教化功
能。这说明广播电视节目要大力传播中
国当代价值观念，将中国梦主题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线的贯穿融入其中，
增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度和践行力，汇
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第二，该片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荧屏上“活”了
起来。《记住乡愁》中，祠堂、戏台、廊桥，家
谱、楹联、祖训，等等，将沉寂千年的村落
文化通过视觉呈现和故事表达，一下子生
动鲜活起来。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节目创新创优的“富矿”，要积极推进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原始创新和
“现代艺术+现代技术”的集成创新，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时代魅力。

第三，该片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提升
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记
住乡愁》在传播上有许多创新之举，通过
综合运用报刊、电视、网络、微博、微信等
手段，开展在全球华人中征求主题歌词、
举办专题音乐会等活动，形成了多层次全
方位的传播效应。这说明广播电视节目
要适应媒体发展新趋势，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并用，把握受众需求，聚焦脉系门类
呈现、互动式思维展现、一体化融合表现，
进行精准化传播、立体化覆盖、全程式互
动、全景式展现，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

第四，该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
基层的丰富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土壤中汲
取创作营养。这部纪录片发扬“走转改”
精神，选取 100 个村落，投入 40 个摄制
组奔赴全国各地走访，拍摄了大量真实
生动、富有说服力的第一手素材，为制作
好该片奠定了坚实基础。这说明好作品
是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广播影视工作
者要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工作
常态、作为融入到骨子里的特质，到群众
中去、到生活中去，找准社会生活切入
点、群众思想共鸣点、不同群体需求点、
受众情感触发点，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
的优秀作品。

乡 愁 ，留 住 故 乡 的 魂
——评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

乡 愁乡 愁 ，，留 住 故 乡 的 魂留 住 故 乡 的 魂
——评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评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记住乡愁》》

今年年初今年年初，，百集大型纪录片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记住乡愁》》在央视热播在央视热播。。这部纪录片把活在乡村里的这部纪录片把活在乡村里的

传统文化和长在老百姓心里的价值观传统文化和长在老百姓心里的价值观，，以中国故事特别是乡村故事的形式挖掘出来以中国故事特别是乡村故事的形式挖掘出来、、

展示出来展示出来。。从纪录片里从纪录片里广大观众不仅广大观众不仅看到乡村的风貌看到乡村的风貌、、风景风景、、风情风情，，还看到悠久的历还看到悠久的历

史史、、丰富的人文丰富的人文、、深厚的情怀深厚的情怀，，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闪亮的因子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闪亮的因子。。日前日前，《，《记住乡记住乡

愁愁》》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反响与会者反响热烈热烈。。现摘录三篇发言现摘录三篇发言，，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脚底板”走出浓浓乡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聂辰席

“脚底板”走出浓浓乡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聂辰席

讲 村 落 故 事 传 文 化 精 魂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党圣元

传 播 崭 新 视 野
光明日报总编辑 何东平

本版编辑 李 亮 梁剑箫

美编 高 妍

《记住乡愁》对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境遇，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如何讲好中国乡土故

事，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村落文化继续传承

下去，成为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