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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文慧灵，风物清嘉，融古典于现代，是中国

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新世纪以来，以著名电视艺术家

刘郎执导的《苏园六纪》（2000）为起点，先后有《苏州水》

（2001）、《手艺苏州》（2003）、《水天堂》（2003）、《烟

波太湖》（2005）、《七弦的风骚》（2006）、《拙政园》

（2007）、《狮子林》（2007）、《昆曲六百年》（2007）

等一系列以苏州风情、文化与历史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

陆续呈现荧屏。10年之后，由苏州本土电视人孙欣担任

总导演的28集纪录片《苏州史纪》（2017）横空出世，

在国内“首次以大体量的影像语言全方位叙述一座城市

的历史”。①由此，一个持续近20年的电视文化现象——

“影像中的文化苏州”，实现了由专题开掘向全景透视

的跃升。“影像苏州”系列作品显示出电视精品意识与

地方文化特色的紧密结合，将历史文化的区位优势成功

转化为电视艺术优势，也在与著名编导的跨区合作过程

中推动了苏州本土电视人才的成长。无论作为电视艺术

作品还是媒介传播产品，“影像苏州”在中国电视艺术

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影像苏州：画境与诗情

“影像苏州”系列作品的艺术个性，首先在于其

独树一帜、一以贯之的电视美学立场的坚持，即注重创

造写意的诗化风格，抒情性与沉思体验相结合，在精美

考究的镜头语言与流丽优美的文辞解说的互动中提炼意

象，营造意境，探询苏州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主创

人员要给予观众的，不仅仅是视听享受，更主要的是心

灵的触动和开启。

《苏园六纪》以隐逸的园林文化和风雅的园林情

韵为纲，以园林诸要素为目，提炼出“吴门烟雨”“分

水裁山”“庭院幽深”“蕉窗听雨”“岁月章回”“风

叩门环”六个诗的意象，从历史源流、造园手法、园林

意境、园林兴衰等多个视角进行分类梳理，既层层拆分，

又高度整合。《苏州水》和《水天堂》都聚焦于苏州

的水。前者主要思考人与水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以及

生态关联；后者则具有恬适悠远的风格，侧重以情动

人。两部电视片都是诗，一部透出行吟者沉思的目光，

一部流溢着栖居者闲淡优雅的心态。《眼波太湖》意

图表现苏州文化地理空间阔大的一面，也同样遵循了

形散神聚的整体构思。电视片中，太湖是作为家的象

征来予以表现的，而家最鲜活的要素是人，船因此成

为人不断离家与归家的一个具象化符号。于是，作为

物理视像的水和船，与指向心理体验、情感寄托的家

和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形象的系统，视像与心象彼此

映照又互相阐发，呈现出文化太湖的生命感和诗意美。

不同于这种“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恢阔之气，《七弦

的风骚》是要创造“一峰则太华千寻”的高古凝重。“把

古琴介绍成一种乐器，是形而下，而把古琴彰显成一

种道器，才是形而上。”②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编导

刘郎的选择当然是后者。在电视片对古琴的阐释中，琴

史即文明史，琴乡即文化乡，琴弦即心弦，琴境即心境，

关于古琴的方方面面，都指向“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宁

静致远”“天人合一”“逍遥游”等中国古典哲学和美

学境界。相比而言，《手艺苏州》则要素朴得多，这种

素朴是含情的，长达 26集的电视片不完全是抒情，而

是叙情，叙情与抒情不同，抒情是倾诉式的，叙情则是

以倾听的态度记录。电视片在介绍工艺技巧和铺叙文史

知识的同时，常常抓住人与艺之间情的关联做文章，如

创造乱针绣技法的任嘒閒关于刺绣的童年记忆，缂丝大

师王金山重访当年技术创新的故地——厂房里未启用的

厕所间，又如漆艺巧匠林怡为制作漆刷而蓄发剪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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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苏扇老艺人徐义林对自制刀具的把玩……电视镜头里

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透露出一种眷恋和挽留的绵长

之情，对于手艺的挽留，就是对往昔生活方式和精神意

趣的挽留。

《苏园六纪》的风雅，《苏州水》的深沉，《水天堂》

的恬适，《烟波太湖》的恢阔，《七弦的风骚》的高古凝重，

以及《手艺苏州》素朴绵长，都在创造诗意，表现诗境。

诗有沉思的，也有主情的。思常常是深邃的审读，也不

乏信手拈来的顿悟，情有浓有淡，或倾诉，或含而不露。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趋于平面化、粗糙化、空洞化、

感官化的今天，当心灵世界的流连、驻足和沉潜日益遥

远和陌生的时候，“影像苏州”这样的艺术创造，是回归，

也是开启，能够产生审美净化和精神升华的作用。

“影像苏州”的美可以用“诗情画意”一词来概括，

诗情是文学的色彩，画意则来自电视镜头的含光吐影、

摇曳组合，以及音响的配置。常常有人认为，电视画面

是实证性的，引发的是集束性思维，而文字则是虚拟性

的，具有发散性思维的特点。这种绝对化的分析无论就

文字还是电视来说，都过于武断。“影像苏州”电视片

的魅力，很重要的一点恰恰就来自于写意的镜头语言，

这体现为匠心独蕴的画面捕捉及其与解说词的精妙搭

配，体现在电视镜头中再现物理时空与表现心理时空的

浑然一体。

《苏州水》第一集中，编导以“天人合一”的文化

哲学视角解读水城苏州独特的人居环境，镜头中呈现的

是枕河人家的娴静女子晾衣的画面，人与水的亲近其实

就是日常生活本身，最朴素的亲近又暗示着深沉古老的

文化。如果说这样的阐释是化虚为实，那么不妨再看一

个举重若轻的例子。干将莫邪的传说，是吴中古国曾经

重剑好武的一个缩影，但苏州之水还是“沉埋了吴王的

宝剑”，重剑好武的传统终被重教好文的风尚所取代。

如此凝重的文化历史思辨，转化为镜头语言，是虎丘“剑

池”二字在水中的倒影，是几条红鱼宛宛游过，漾起淡

淡的涟漪，弄皱了一池秋水，也摇碎了那两个苍劲有力

的红色大字。这样精心的设计，这样浑融的音画相协，

都有力地证明：电视镜头里能够流淌出诗意。构成这诗

意的，不仅是哲理、历史和文脉，还有情，绵绵不尽的情，

涵纳着精神力量的情。

《手艺苏州》中有一个纪实性的细节链：“咬手”。

做漆器时油漆会“咬手”，那是皮肤过敏，制扇的造型

刀会“咬”手，雕刻的刀具也“咬手”，连绣花针也会

刺破手指。这当然是肌肤之痛，但却不带来心灵之苦，

在那些身怀绝技的艺人们眼中，这是一种磨砺，是对手

艺活的考量。尤其是漆器艺人，手艺再好也无法避免被

“咬”，“咬”得习惯了，他们就发自内心地觉得“咬”

得舒服，“咬”得贴心。编导没有阐释，只是默默地录

影录音，默默地聚集那一双双饱经沧桑的手，朴素而且

真纯的情感早已漾满了电视画面——艺人们不说“伤”

和“割”，却说“咬”。“咬”何尝不是“亲”的一种

形式呢？此外，诸如《苏园六纪》用掠过高墙的长臂摇

镜头将园林与街市对比，表现城市山林的闹中取静的韵

味；《七弦的风骚》通过后期处理，古琴的近距离特

写常常叠加一线飞瀑的远景来衬托，水线与琴弦形似，

更有与“宁静致远”的琴境相暗合的神通；《水天堂》

总要捕捉老老少少们上桥下桥的画面，道的就是那一

点恬适与从容。“影像苏州”系列电视片以诗化的镜

头语言，注重虚实的巧妙结合，通过画面捕捉来创造画

境，化实景为虚境，融抽象于形象，是高度意境化的美

学创作。

二、城市影像史诗：苏州风度与气派

在通常的印象中，苏州是小桥流水人家的，代表

着江南儒雅婉约与精致细腻。这也是 21世纪前十年苏

州纪实影像所着力开掘的侧面。与断面式的书写不同，

《苏州史纪》所呈现出的是一部生生不息、大气磅礴的

二千五百年城市区域通史。纪录片以古苏州地区发现新

石器时代遗址为开篇，全景式展现了苏州自先秦泰伯、

仲雍奔吴开启吴中文明，直至辛亥革命的历史长河。

处理这样的题材，常见的思路是采用宏大叙事的论说

体。但苏州电视人却有着自己独辟蹊径的艺术追求。

以缀珠成链、结节织网的整体思维，意象化地捕捉历史

细节，情感化地体验历史人物，生活化地还原历史现场，

进而在情与思相交融的文化寻根中把握历史精神、历史

规律，是这部纪录片作为苏州史诗所展现的独特风度与

苏州气派。

结构布局的完整使《苏州史记》讲述更加细腻和有

章法。在第一集中以“石器”“稻谷”“玉器”“陶器”

四种不同阶段文明的代表，从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到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循序渐进地铺开苏州大地历史的开

端。最后一集中，苏州有识之士为民主共和革命奔走呼

号，最终辛亥革命成功，苏州光复开启新的历史时代。

期间二十几集穿插人与城、人与事、事与城的三者关系，

在纵向上梳理了苏州历史的脉络，又在横向上建立了苏

州文化的标志。而以一个文明的开端做始，以另一个时

代的开端做结，这是一种呼应，也是电视片呈现历史的

一种往复，这个“结”不是结束，而是结果，果实的成

熟代表着收获，也代表着新一轮播种即将开始。电视片

这样的安排，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首尾的一致，更在传

播和接受上为我们留下了更多遐想的希望。统摄全篇的

序幕就奠基了这样的章法。以延时摄影和当下场景及历

史场景再现交叉的方式，在大跨度时间和特定范围空间

的流动移转中，短短一分二十秒就为观众把城市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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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做了最简单又完整的全局呈现，既为电视片做了引，

又让观众有了总的把握。我们常说，一部电视片的气质

往往产生于电视制作者的气质，《苏州史记》的风度与

气派不得不让我们由衷的感叹和钦佩苏州电视人的浑然

自成、了然于胸的谋划布局和独到别致的思索、真诚投

入的情感。也正是如此之多继往开来愿意为苏州付出与

贡献的“苏州人”，才让苏州风度与气派更加可感、可观、

可敬、可佩。

在人与城，尤其是士人与苏州的关系探询苏州人文

生态与历史精神的丰沛多彩，是电视片开掘苏州历史长

河的主线。电视片往往一集围绕一个历史朝代或时期，

并以某一或某一类代表人物作为讲述的主体，通过这个

人物的人生经历穿插表现其所处时代的风风雨雨。汉代

有吴郡地区形成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士族集团，

唐代有先后担任苏州刺史的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

锡，宋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

仲淹，以及临危受命、出使敌国的石湖居士范成大，元

代有至今在苏州仍在被世人祭奉枭雄张士诚。明清以来，

苏州已然是天下文华荟萃之地，不仅有结社讲学、精忠

用世的张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矢志复国的顾炎武，

编纂“三言”的冯梦龙，绝意仕途、寄情于评点“六才

子书”的金圣叹，以及以唐寅、祝允明、沈周等为代表

的吴门画派和吴门书派等。

注重挖掘历史现场中富有人情人性的细节，使得电

视片在历史讲述别具苏州的温婉与多情。《江东子弟》中，

刺客要离为了刺杀主君的政敌庆忌而自断右臂，但最

终却仍然忠义难两全。电视片不仅以演员表演的方式

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也从上帝视角揭示着历史人物

的心理活动，又通过文史专家的进一步解读和当时出

土文物如兵器、法器的展示，为观众深入地进入历史、

理解人物提供了更生动形象的方式。《天国遗梦》中，

忠王李秀成被迫受命回京，他的天国理想最终遗落在

苏州，去驻两难，只留下空空摇动的门帘。《远涉沧溟》

以从苏州太仓出海开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郑和为中心，

同时又着力关注了郑和的普通随从周闻与妻子的生离

死别。至于诸多苏州士人的高义风范与苏州才子的文

采风流，也都在个体与时代交织、当下与过往相映的

互动张力中展开。电视片为观众带来的不是博物馆式

的静态封闭展示与说明，而是有温度、有活力的体验，

苏州的历史也因这些时代中的个体而有了真实可感的

生命力。

在这水网密布的吴中大地上，水成为了吴中文明的

生命源泉，也成为了与苏州古城命运休戚相关的统摄性

象征意象。《苏州史记》的第一集就明确指出了太湖对

苏州的重要性，苏州最早的文明印迹就与这个巨大而

神秘的湖泊密切相连。大禹治水使姑苏从泽国进入真

正农业文明，迈入国家时期。而后在春秋战国的争霸

中，雄踞太湖流域的吴国借助开凿姑苏城到太湖的胥

溪一举打败劲敌楚国，成功登上春秋争霸的擂台，又

开凿邗沟战胜齐国，真正成为一代霸主，而连接着长

江与淮河的邗沟也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肇端。水系的发

达也形成了“前街后河，河街并行”的独特城市风貌，

现今仍保存在苏州市碑刻博物馆的《平江图》石碑为

我们展示着将近一千年前的苏州古城正是大小河道纵

横交错，陆路与河道相伴而行的水乡景观。而“苏湖熟，

天下足”的民谚在反映当时苏州地区高度发达的农业

文明的同时，也折射出文化事业发展的优越环境。“经

历秦汉魏晋的拓荒和灌溉，含纳唐风宋韵的兼收并蓄，

到明清时，这里已是气象开阖，一派水影花光。”明

清时的苏州不仅是天下最富足的地方，也成为了地域

文化的中心。苏州手艺的代表有太湖之滨香山帮、陆慕

金砖、桃花坞年画，以及安居石湖一代苏绣宗师沈寿；

叠山理水的苏州园林，寄托着传统文人的理想和情怀；

延水而建，枕河人家，独具一格的苏州市镇；“百戏之祖”

的昆曲是水磨腔，悠扬婉转的评弹说尽人情冷暖。电视

片让观众看到了苏州千年文化与吴中大地的丝丝缕缕，

在丝丝缕缕中又看到苏州前人的不断坚守与传承。

三、写意：中国美学的胜利

关于“影像苏州”诗化写意风格，在纪录片界曾经

有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刘郎的电视片过度依赖解说

词的文辞美，实际是偏离了电视的本体，因此不过是“文

本的胜利”。围绕电视片的拍摄，历来有客观再现与主

观表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在过于强调电视的宣传教化功

能的时代，主观论向来是主流，这种主观不是我们要

讨论的主观，它以集体意识取代创作者的个人体验和

自我意识，有可能因为理念造成对真实的遮蔽。与此

紧密相联，八九十年代末之交出现过一次“新纪录片

运动”，强调客观纪实，这其中隐含的纠偏意识值得肯

定，但如果因此就完全否定表现型的电视片创作方法，

就不免是矫枉过正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所谓的纪实

都无法抵达绝对的客观，镜头以及电视片的时空容量是

有限的，纪实总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主观

的介入。

“影像苏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派，而且是中国的

古典美学派，是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传媒手段成功对接

的产物。其美学追求，就是当年苏东坡对王维诗歌的评

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而且是动态的画和有形的诗。

电影界一直有“作家电影”之说，“影像苏州”系列电

视片则可以称之为“诗画电视”。《七弦的风骚》有这

样关于古琴的解说：“与凝重的青铜在一起，它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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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与剔透的玉器在一起，它是那样的匹配；与华贵

的丝绸在一起，它是那样的亲近；与晶莹的瓷器在一起，

它是那样的和谐。”评论者称之为“完成于笔下的蒙太

奇”③，实在恰如其分，这反映出撰写者心中的画面感

和镜头感。从整体上看，“影像苏州”的音画关系，就

类似于中国画的题诗山水，追求的是点染之间的浑然一

炉。《苏园六纪》被誉为是“再现园林和表现园境”的

佳作，这其实也是一次画与诗的相得益彰。专就画的一

面而言，《苏州水》也罢，《水天堂》也罢，中国画“平远、

高远、深远”的三种境界，已经内化为镜头摄取和组合

的内在法则了，再如上文所论的种种虚实相生、轻重转

化的暗示和烘托，归结到一点，“影像苏州”就是像苏

州园林与昆曲那样去写意和造境的，这是中国古典美学

与现代传媒科技成功对接而成的诗画一体。刘郎由古琴

读出了“道器同根，体用一元”，而就刘郎以及其他“影

像苏州”的主创人员而论，他们用的“器”是摄像机，

他们“道”和“体”就是中国古典的美学，诗化写意的

美学。套用“文本的胜利”一说，我们将“影像苏州”

的艺术创造称为：中国美学的胜利。

《苏州史纪》的写意风格，是辞赋体向史诗体的转

换和腾跃，是在软水温山中探询历史赓续发展的精神力

量。挑战与斗争往往成就发展，温婉如姑苏，也经历了

一番荆棘险恶之路途。挑战向来钟爱这一方土地，也磨

炼着这一方土地和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电视片

注重在面对挑战时，展示着苏州大地和这一方人们是如

何的坚韧顽强，也使得电视片的节奏更加激昂与顿挫。

水是吴中大地生命之源，但在远古的时期同样是生命的

威胁。那一片浩如烟海的神秘太湖，那大地上一缕缕如

丝绸顺滑的干流和支流，那大禹治水的传说，那劈山开

道的水利工程，电视片在展示着水对这里的重要性时，

也暗含着这里的人们与水不断的斗争，这里的生存是在

应对挑战中争取而来的。再如，明末的苏州市民运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葛成领导苏州织工展开了一

场有组织的反税监斗争，取得胜利，最终葛成主动投狱，

为斗争者担起了责任。天启年间，苏州人又因保护东林

人士而与阉党激烈冲突，颜佩韦等五位苏州市民最终慨

然赴死。背景音乐与画面再现的配合，加以旁白的解说

阐释，暴政的黑暗让人义愤填膺，壮士的断腕则让人扼

然长叹。苏州向来不缺挑战，也向来不缺回应挑战的人，

挑战和回应挑战展示了情节的矛盾冲突，也构成了电视

片内在的节奏发展。

“影像苏州”侧重心灵体验的主观化立场，具有内

在的必然性。其创作的素材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富有

诗意的文化符号，诸如昆曲、评弹、苏州工艺，园林、建筑、

古村古镇，以及那些独领风骚、风华绝代的苏州历史人

物等。无论静态的还是动态，它们作为文化符号，都经

历了漫长岁月浸染和淘洗，因此成为人的精神和情感积

淀。积淀是过程化的，而不是凝固在某一固定的坐标上。

不同人走进园林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

间走进园林感受也不会一样；人们与苏州杰出文人雅

士、历史精英们对话，也因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碰撞出

新的情与思。文化与诗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心灵

的体验和感受。电视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通过电视语言

的音与画去探询苏州的文化精神、美学格调和人文风

情，体现出的是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情感关怀。对于文

化载体的拍摄，或者说是纪录，都不能没有心灵的投射，

投射意味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失去了这一点，

将是空洞和苍白的。或许有人会说，既然素材本身的

蕴涵那么丰富，何不客观地还原和呈现呢？这不仅不可

能，而且无意义，拍什么不拍什么以及从什么角度在什

么时空条件下拍，都不可能“客观”。如果真的“客观”

了，那倒不如亲身一游，还拍什么电视呢？正所谓“东

墙角的一枝花影，比西墙角的一枝花影意味更加深永”④。

美是心灵的一种发现，文化是心灵的一种映照。

与主观表现的创作立场相联系，诗化写意的创作手

法，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孔子育人讲究“因材施教”

（《论语·为政》），苏东坡著文主张“随物赋形”（《文

说》），这透露出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和”的观念，一种追求人与人、人与物心灵相协的观念。

这看似古典，其实也未必不现代，因为它合乎人性与人

心的自然。“影像苏州”的创作对象本就是诗画天堂，

雅致婉约，曲折有致。诗意与画境相容，正是古典园林

的造园法则所在。苏州园林是底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

园，古代的造园者大都能诗擅画，以画为本，以诗为题，

内化在他们别具匠心的叠山理水、栽花种树和筑楼造亭

之中。因此，刘郎等主创人员用电视诗一般的写意手法

来拍摄，追求诗意与画境的交融，是随物赋形也罢，体

物缘情或者传神也罢，都源于对文化苏州的深入理解以

及细腻体验，他们尊重文化苏州，也尊重自己的心灵。

这种物我合一的创作意识，也是“影像苏州”之中国美

学精神的另一层面的表现。

                 

注释：

①夏欣才：《感受历史余温 展现整体真实》，《电视研究》

2017年第 7期。

②刘郎：《道器同根 体用一元》，《中国电视》2006年

第 7期。

③倪祥保：《哲思与文心的具象》，《光明日报》2006

年 5月 19日。

④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第 7页，安徽教育出

版社 1996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富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