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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小年夜春晚的分会场在郴州市汝城县

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地。如今，这

个曾经贫困的小山村借助红色旅游，短短几年

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次我们要拍摄的短片不仅是一段介绍沙

洲村的短片，同时也是春晚主会场引入到分会

场的片头（片长初定为 180 秒），在整场播出

中起到过渡的作用。有创意的片头，能够在第

一时间吸引观众的目光，有感染力的画面，其

精彩的视觉效果震撼观众内心，兼具画龙点睛

之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 180 秒内用 5 个短故

事为节目“点睛”。

一、故事性、新闻性的突破

初稿是这样的：

1. 鞭炮噼里啪啦响起，小孩戴着可爱的牛

头帽，亲友围着孩子庆生。

【实况】我的名字叫朱县亮，以前别人

叫我“一条”，为啥？光棍一条！现在该叫

我“三饼”，一家三口，团团圆圆！

2. 黄飞打拳一组实况，和村民一起劳动。

【实况】我叫黄飞，是沙洲村第一任扶贫

队长，也有人叫我“黄飞鸿”，我们靠着“红

色旅游”打跑了贫困，村民人均收入今年有 1 

万 6 千多块钱。

镜头语言的主旋律逻辑
杨子锐 姜幸 杜登伟

3. XX 在直播带货，年轻人在一起弹吉他唱歌。

【实况】我叫 XX，网名叫“追梦人”，现

在村里有 80 多名年轻“追梦”人来这里创业，

做直播、开民宿、开奶茶店，村里来了年轻

人，更有活力了！

4. 教师学生上课画面，学生一起踢足球。

【实况】我叫朱俊杰，习爷爷去年来的时

候，还摸了我的头，他的手好大好温暖。我要

成为国家俊杰之才（抱着足球说）。

5. 朱小红在农家乐做饭，炒菜等一组。

【实况】我叫朱小红，红军给我了奶奶半

条被子，奶奶说，要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现在

我致富了，也要带动大家奔小康。

以往的宣传片常以碎片化、拼贴化的形式展

现主题，常忽略故事性，留给观众的是几幅印象

深刻的画面，缺少连续性的解读过程。5 个小故事

将“过年”这一抽象的集体行动融化在个体的具

体行动上，以典型的故事表现主题思想。内容的

故事性对我们的拍摄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再是

平时新闻纪实的拍摄手法，要在时间和空间上记

录完整真实的过程，在兼顾连贯性的同时将美的

意境拍到极致，去除冗长，精心设计，以最直白

华丽的方式讲述故事。

为表现热闹的小年夜，我们设计了孩童点烟

花，大人挂灯笼的镜头，通过生活中人们熟悉的

场景把观众带入到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中。短片

中笑脸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共出现 32次），看

似不经意的抓拍，实则有意为之。在拍摄时我们

注意调整镜头时长，以短快为主，短镜头主体简

洁，长镜头内涵丰富。

二、画面色彩的运用

色彩有韵律，色彩变化所营造出的流动之美

构成了画面基调。我们确定与一个主题对应的情

绪基调和情感倾向，希望达到塑造形象，渲染气

氛的目的。蓝色代表安静、冷峻、自由；白色代

表光明、圣洁、干净；红色代表激情、快乐、奔

放。为了让观众充分地感受到喜悦的色彩情绪，我

们充分利用红色，村民家里的布置、主要人物的

服装、场景转场中的过渡镜头无一不是红红火火

的。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爆竹、灯笼、辣椒、对

联、校服、炉火，大块的红色充满了画面，连续

暖色调的使用，营造出温馨热闹的节日氛围，如

同湖南人爱吃的辣椒，不断刺激着观众的味蕾。

三、光线的运用

巧妙利用灯光可以达到造型、构图、氛围、

引领视觉基调的作用。为了呈现欢快的视觉基调，

我们选择了温暖的低色温和适合人物造型的侧逆

光。拍朱宏辉一家人团圆围坐的镜头时，我们在

背景墙上模拟出下午三点阳光摄入屋内的光线，

45 度的光线通常被看作是自然光，能产生良好的

光影对比，突出影像立体感。当这家人在屋外合

影时，我们调整光线角度，让本不该出现的光线

变换了位置，虽然与前面画面有所出入，但是温

暖的黄光打在红红的福字上，填补了身后屋内的

黑色区域以形成反差。拍摄朱小红做菜时，我们

采用自然光与人工光结合，冷暖光线组合可以让

菜品颜色鲜艳，食材通透，十分诱人，主人公掂

锅一瞬间通过100 帧的升格拍摄，画面十分好看。

在沙洲村小学，我们充分利用自然光线拍

摄。清晨从课堂窗口斜斜投射进来的光线帮了大

忙，老天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最真实的美景。我

们微调了小朋友的位置，阳光照亮了校服后“托

起明天的太阳”几个字，也照在小朋友们憨厚可

爱的脸上。

       （作者单位：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编辑／刘凌

摄像记者杨子锐和杜登伟在沙洲村拍摄小年夜春晚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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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周年，历经世纪沧桑。

数炎黄，春秋华夏，千古几度兴亡？

叹国殇，兵连祸结；

苍生劫，百姓凄惶。

逐梦红船，志同道合，破空长夜觅晨光。

唤农工，燎原星火，喋血诉衷肠。

谋解放，前倾后继，鏖战疆场。

守初心，与时俱进，创新宏伟篇章。

切莫忘，一穷二白；

肃贪腐，发奋图强。

堪笑西风，苍蝇泣沥，神州万里尽朝阳。

解贫困，鞠躬尽瘁，家国富安康。

肝胆照，复兴崛起，屹立东方。

（作者单位：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陇头泉·建党伟业百周年
黄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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