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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之道及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启示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王中栋

指导教师              马兆杰

摘要：从2012年到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出乎意料地击碎了我国受
众长久以来对纪录片形成的刻板印象，不仅赢得了国内外受众的良好口碑，同
时也成为了近年来我国纪录片传播中一个典型案例，对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能量。本文对《舌尖上的中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首先，分析该片在电视纪录片创作形式上的变化，其中包括内容结构的创
新和创作理念的突破两个方面。其次，是从拍摄方面、剪辑方面、解说词方面
来对该片的制作模式进行分析。再次，是对其在传播方式上的多元化以及宣传
方面的突破进行研究。正是因为《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才让更多的海内外
的观众认识和认同多元化的中国，同时也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   中国纪录片   启示

The success of “A bite of China ”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documentary of China

Student majoring in play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Wang Zhongdong
Tutor                              Ma Zhaojie

Abstract： From 2012 to 2014，“A bite of China”，unexpectedly shattered the 
stereotype of audiences for too long on the documentary form，and won the 
audience's good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but also has become an exemplary 
case of documentaries in recent years spread， injected new energ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V documentary. In this paper，“A bite of China”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film in the 
form of television documentary，including content of two aspects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breakthroughs. Secondly，whether it's from the 
shooting，editing，commentary for the film production models were analyzed. Once 
again，to its breakthrough in diversity on modes of transmission and promotion of 
research.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A bite of China”， more audience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V documentary brings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A bite of China; Documentary of China; Enlightenment

引言：《舌尖上的中国》开播以来，凭借着高标准的制作水平、独特的表现视

角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成绩，并且在国内国际纪录片市场上取得的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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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央视自制电视纪录片，它的成功所带来的意义，不仅只限于引发了受众

对电视纪录片的关注，而且对于走过五十多年历程的中国电视纪录片来说，同样

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作为央视纪录片品牌产业化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舌尖上的

中国》并没有采取以往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制作方式，而是借鉴了国外标准化和类

型化的制作理念，并遵循着纪录片生产的工业化模式，从选题到作品的叙述方式

到后期的制作推广都与过去中国电视纪录片分道扬镳。《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

也为国产纪录片增加了许多观众，国产纪录片也因此得到了国内外纪录片市场

的热切关注，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并研究纪录片这一“小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意识

形态、传播方式和社会功能。《舌尖上的中国》具有很高的研究和推广价值，本文

旨在通过对这一成功电视纪录片的表现内容和节目创作进行解析，并对其为何

能取得观众口碑和社会良好影响的原因进行总结，提炼出可以为以后电视纪录

片借鉴的经验，从而为国产纪录片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借鉴。

1、创作形式的变化

    1.内容结构的创新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实际上是国产纪录片类型上的突破，国外纪录片类型上

的借鉴与模仿，该片在内容上是国产同题材片子的创新与突破，充分借鉴国外类

型片的制播方式。在我国，美食类题材向来是服务性质比较高的选题，商业消费

性比较明显，当前各个电视台差不多都设置了美食节目，比如凤凰电视台的《美

女私房菜》、央视的《天天饮食》等，该片坚持平民视角，非俗套地传递饮食信息，

打破常规美食电视栏目请厨师、请明星或游记的形式，将镜头猫准广阔的社会，

从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生产过程入手，通过美食这个窗口，将人和食物的关系

、人和社会的关系呈现给受众，该片一方面折射出日常生活中的厚重感，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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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与品质，另一方面积极构建文化消费图景，刺激受众对美食的消费需求。另

外，在选材内容和视角上，该片以美食题材作为选题，可谓是一大亮点，难得的

是，该片不仅仅讲述美食的故事，而且内容涉及地理、天文、历史、经济、政治等

宽领域、多方面的知识文化、更像是一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大融合，如此高品

质的视野与意境，直接提升了该片的品味与品质。

    

《舌尖上的中国》和以往美食节目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几大菜系来进

行结构，每集一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有故事，每集根据主题和地域性的饮食习惯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食物和人物的故事，其剪辑方式是碎片式的，通过对不同地域

之间的组合和嫁接，描述了同一种食材在天南地北间的变化，用味道讲述出了一

个个真实的故事。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脚步》中重点讲述了各种美

食在不同地域的演变和食物中对中国人“乡愁”情节的一种演绎；第二集《心传》

讲解了中国美食文化中的血脉传承和师徒衔接的历史。为了避免纪录片风格的

单一化，第二季中分别运用了七位导演进行制作，每一集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

从不同的角度去叙述那些存在于平凡人家里的美食故事。虽然每一集的风格呈

现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正如总导演陈晓卿所说：“带着对食物的

敬意和感情做这部纪录片。这也是摄制组最初，也是最终的定位。这种诚意被成

功地转化成了电视语言，而且被受众认同，并引发社会的共鸣。”[1]

    2.创作理念的突破

    

《舌尖上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文化，由此，中国纪录片也走

上了国际舞台，因其兼具世界一流的专业品质和本土民族文化魅力，代表了当下

中国纪录片的最高水准，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向前展望，它指引着中

国纪录片未来发展的方向，向后回溯，它是对中国纪录片发展历史的继承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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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说：“《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纪录片的创作理念概括

成四句话就是“就地取材、就材化味、就味品人、就人成文”。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地

缘环境来寻找食物，就食材化成种种迷人的味道，然后我们从这些味道中品出了

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最后通过讲述日常生活百态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深沉呈现，可

谓由俗见雅。”[2]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每个时期，其创作实践以一套极具历

史特色和国情的创作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而每一次创作理念的转变，既是在前

人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是在对西方先进观念的学习中融入中国特色

文化的思考。《舌尖上的中国》的创作正值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腾飞期，它以这

一时期渐成轮廓的创作理念为指导，也对这一发展阶段的纪录片创作理念进行

了总结：在多元的社会价值和媒介形态中，表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向，体现在创作

理念上，则是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多元融合。

    

《舌尖上的中国》的问世，象征着分道扬镳已久的中国纪录片主流价值取向再一

次融合。《舌尖上的中国》选取的中国饮食文化这个宏大的主题，则必然秉承着端

正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同时又兼顾了纪实价值取向，选取普通社会家庭，

以小见大，用微观视角来讲述存在于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故事。陈晓卿总导演还

特别强调纪录片的艺术性，我们可以从其画面、叙事、构图、解说词和音乐等方

面感受到它的美感，体现了对审美价值取向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商业价值取向

的追求，《舌尖上的中国》真正做到了多元价值取向的融合。

与早期作品相比，《舌尖上的中国》注重在叙述故事时加入对客体心理活动、

情绪表现等精神层面的描述，表现对象的个性突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这

些都借鉴了故事片的一些表现手法。观众与这样的纪录客体见面，进行互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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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反思，使得作品本身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感，显得更加接近现实，而使得

纪录片创作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2、节目制作的完善

    1.拍摄方面的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纪录片多以社会人文类内容为主，侧重于情感和说理，侧重

于语言意境的创造，在“纪实主义”的影响下，我国纪录片的镜头语言多客观平实

，摄像镜头在变换、创新视角方面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纪录片的镜头多以

平视视角为主，比较固定，镜头变化不多；二是纪录片大多使用保持信息完整性

和连续性的长镜头，以此来保证纪录片的真实性。中国早期的电视纪录片大都遵

循着传统纪录片的表现手法，单个镜头以大景别、常规构图、平视机位、自然光

效、客观色彩的还原、固定机位、自然音响为主，还特别注重画面内物体的象征

性，后期制作时也不刻意追求某种心理暗示和精神引导，更多的是以突出城市或

者事物为重心，事无巨细地叙述当时的人文风貌和社会氛围。拍摄画面的节奏感

不强，画面的陈述与声音的抒情有时会形成声画对位。并且，传统的纪录片拍摄

基本遵循“纪实”原则，即注重时空的相对统一、镜头内部的调度和安排，对客观

现实显示出极大的尊重。而《舌尖上的中国》可谓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拍摄剪辑

手法，充分借鉴了国外纪录片的拍摄剪辑方式，即商业化的拍摄剪辑方式，该片

也是国内首次使用高清设备拍摄的大型美食纪录片。

（1）高清设备的使用

高清设备的使用对这部纪录片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舌尖上的中国》第

一季开始，摄像师们便采用S0NY-

F3手持式摄像机，该设备在超微距拍摄、感光度、宽容度等方便有极大的优势，

其色彩宽容度要比其他机器高很多，这样拍出来的美食就具有色泽艳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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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同时以“微距摄影”的方式能捕捉到珍贵食材的原始样貌，让观众感受到许

多食材的神秘转化过程，尤其是在表现食材的加工过程和食物的呈现上微距的

特写运用比较多。使用微距摄影，不仅能把食材的天然图案表现得非常唯美，而

且在表现人和生物的细致样貌时极为传神、细腻。以往的纪录片很少有用微距镜

头来展现事物的形态和结构，而《舌尖上的中国》通过这种新颖的拍摄技法让受

众从不同视角去发现和了解一个微观世界，其新奇性极具吸引力。除了S0NY-

F3高清摄像机的运用之外，被摄影爱好者称为“无敌兔”的佳能5D2单反相机也在《

舌尖上的中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舌尖上的中国》中呈现的食物70%以上都

是特写镜头，光圈很大，主体突出，背景很浅。较之大型机器，这些小型拍摄设备

使用起来更加灵便，能更好地满足现场的跟拍、抓拍，以及灵活拍摄等，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了被拍者的戒备感，使他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展现出最真实、最自

然的生活状态。

（2）镜头表现技巧多元化

冷冶夫说：“纪录片的故事不是说出来的，是用画面语言讲出来的，那么怎么

样才能够让画面说话？怎样让画面讲故事？纪录片的这种叙事性画面语言对人

的感官冲击要比任何其他传媒都要真实、客观、强烈。”[3][p30]《舌尖上的中国》在

摄制过程中大量使用的特写、超常规视角和快速镜头的剪辑，不仅创新了纪录片

的拍摄，也极大的提高了画面的质量，再加上各种音效的配合，加强了画面的张

力和表现力，这些因素对纪录片整体质量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纪录片通

常比较注重客观的记录，多使用长镜头，但《舌尖上的中国》使用了大量的主观镜

头、特写镜头，这在传达影像方面是一种高妙的艺术手段，在视觉上为受众带来

冲击力和新奇新鲜的视觉感受，调动了受众继续看下去的情绪和兴趣。同时也更

加形象的表达了制作者的创作理念和思想情感，也更加贴切的表现了人和自然



7

的和谐关系。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在展现一道美食的制作方法时，从清洗食材

到准备配料再到烹饪过程，通过特写镜头的使用将食材的新鲜质朴、配料的精致

细腻、烹饪时的神定气闲、刚出炉的利落爽快等特征一一呈现给受众，所以，我

们能从该片中看到或色彩鲜艳、或松软酥脆、或质地细腻、或动感精致的美食，

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此外这部纪录片在转场过度时多采用延时拍摄的技巧

，一方面将中国的地大物博，秀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增强了

故事的连贯性和情节的节奏感。

 2.剪辑方式上的创新

   

在剪辑方面，表现出节奏上的起伏和张弛有度，蒙太奇式的镜头组接方式，有时

通过快速剪辑、快切镜头及频繁运动镜头来营造视觉冲击，影片中也适当运用一

些长镜头，时缓时急的视觉节奏感带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审美感受，从而获得最

佳的观赏效果。《舌尖上的中国》的剪接率非常高，对一些必要的长镜头多采用交

叉剪辑，将持续性的镜头拆分拼接，把长镜头拆分成很小的片段，使冗长枯燥的

长镜头变得短小跳跃，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舌尖上的中国》有着密集的故事

、密集的镜头、时空跨度大的结构方式，其采用的小景别快节奏剪辑的方式，饱

满地展示了视觉语言的力度，每集镜头的容纳数量在800到1400不等。富有动感

的画面伴随着间歇出现的高山、草原、大海、河流、森林等不同地域的美食生态

在一集中呈现出来，这高效的剪辑率可见一斑。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落我们都能发

现人和自然，人和美食的传奇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采用线性碎片式的剪辑方法，根据一种食材从南到北展现其不

同的形态，同时也表现出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和风俗人情。在《心传》一集中介绍

油菜籽时穿插展现了淮北平原地区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令人陶醉的美景着实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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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眼前一亮，叹为观止。好的剪辑可以使纪录片情节更加丰富、流畅，也可以

增强其视觉感染力，为受众带来不一样的美感享受。该片在叙事过程中会给人物

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大量特写，配合镜头的推、拉、摇、移在记录劳动的同时又

赋予劳动美学意向；在对食物、食材进行展示时多用微距甚至是超微距的摄影技

法来记录其细节与纹理：沸腾的高汤、颤动的豆腐、炸裂的辣椒籽、蒸腾的水蒸气

、溢流的汤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只有通过味觉和嗅觉才能感受到的美食“

味道”。
 3.解说词方面的创新

   

声音是电视纪录片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正如克拉考尔所说的，“由于情节正在变

得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只有语言才能把无声片从越来越多的累赘的

字幕和为说明情节纠葛而必不可少的解释性画面中解救出来”。[4] [P130—

131]解说词能够帮助纪录片讲述更为复杂的故事空间，提高纪录片的文学价值，

对于《舌尖上的中国》来说，解说词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不仅使观众明确

了人物的身份，了解到故事的背景和自然环境，同时也揭示了人物性格，推动了

情节发展，解释和升华画面，将观众的思绪带入到语言所表达的优美境界当中。

与之前的电视纪录片的解说词相比较，更具语言魅力。

   

解说词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声音元素融入在《舌尖上的中国》的每一个细节，它

弥补了画面感十足的镜头语言在叙述故事时造成的偏差问题，个性化的解说词

紧凑的把握住了故事的叙述节奏和韵律，使情节更加细节化、更加生动化。解说

词像是一座桥梁，架起了观众和电视纪录片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交流，例如《舌尖

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二集《心传》的开场词：

  

“有一千双手，就有一千种味道。中国烹饪无比神秘，难以复制。从深山到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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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艺的传授仍然遵循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方式。祖先的智慧，家族的秘密

，师徒的心诀，食客的领悟，美味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心创造。”

   

在这段解说词当中，创作者为我们总结了这一集的主题思想：对于传统的继承，

不仅仅需要我们掌握美食的制作方法，我们更应该用心体会在制作美食的过程

中的那种心境。通过烹饪这件事从而学到做人之道，只有用心才能将传统的技艺

传承下去。同时也反应出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追逐更加急迫的普

遍现象，人们是坚守传统，还是做出改变，这是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导

演为观众一一介绍了徽州菜籽油的工艺、七旬夫妻制作手工面条、阿苗跟师傅学

做苏式糕点、大学毕业生阿哲继承父业等与传承有关的故事。“从手到口，从口到

心，中国人延续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只要点燃炉火，端起碗筷，每

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片尾的解说词再次

回扣主题思想，与开篇的解说词首尾呼应，使得整篇的语言叙述更加条理清晰。

三、传播媒介的多元化

    

“一个精心策划的品牌，必须借助传播才能实现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形成市

场影响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品牌的力量折射出的乃是传播的力量，中国

纪录片要形成品牌，需要向国外大牌媒体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丰富传播手段，拓

展传播途径，以期达到良好的传播与营销的效果。”[5][p108]一般情况下，电视纪

录片除了在电视台播映外，也可以与新媒体结合，实现网络化传播，这也是值得

研究的方向。凭借着网络的优势，可以弥补传统媒体的缺点，受众可以随时在互

联网上获取和观看纪录片，这不仅仅增加了受众和制作者的交流，同时也延长了

纪录片的生命。《舌尖上的中国》则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无论是科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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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还是国家政策上的支持，都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

知情人士表示，在2013年年初，《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已在一次国际影视节目展

上启动了首轮海外版权销售，单片销售额就达到了35万美元，创造了近些年中国

纪录片海外发行的最好成绩。而《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当年创下单集4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销售纪录，目前已经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覆盖领

域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
1.主流媒体

   

中央电视台作为《舌尖上的中国》的主要播放平台，利用其权威性强、覆盖率大、

影响力上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传播效果。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编排，2012年4月份

，央视的综合频道推出了《魅力•纪录》栏目，在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半以展播精

品纪录片为主，与其同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形成竞争，逐渐培养出一大批相对固定

的观众群。《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于5月14日在央视综合频道进行首播，7集播完

后，其收视率超过了同时段播出电视剧的30%，因此，《舌尖上的中国》能取得如此

骄人的成绩，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央视的品牌影响力，也要归功于《魅力•纪录》

栏目这个平台。

2.网络媒体

   

“这是新媒体宣传推广的一个成功案例。”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澳洲国立大学新媒

体博士顾洁说，“纪录片与新媒体巧妙结合，此前已经有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先

在视频网站播，在网络积聚了热度再吸引电视台购买。微博、视频网站等新媒体

正日益成为宣传推广的新阵地。纪录片的宣传推广也不例外。”[7]网络媒体较之

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不受播出时间、地点以及播放数量等限制，近几年，优酷、

新浪、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加大了对纪录片的播出力度，并逐渐与制作公司和

传统媒体进行合作，特别是具有即时性与分享性特点的微博的出现，为纪录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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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制造舆论热点话题为《舌尖上的中国》的播

出做到了最好的网络宣传，同时还可以掌握受众的欣赏心理，是纪录片未来发展

传播的大势所趋。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还未播出时，微博上就已经形成了

有关的微话题、微讨论等，并成为微博证题榜首。《舌尖上的中国》通过这个平台

，使得纪录片实现大面积、高密度的传播，同时也将纪录片的传播从小众推在大

众，得到越来越多的受众的喜欢。

结语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一书中提出：“纪录片必须在经验世

界的广阔天地中发掘出最有特征意义的、最有趣、最可塑造和最有表现力的东西

.”[8] 

[P20]《舌尖上的中国》以食材和美食为主要叙述对象，并通过人和食物的关系，人

和自然的关系，反思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体现出纪录片的人文主义关怀。从《

舌尖上的中国》我们可以感受到电视纪录片在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展现生活

中的平凡美、体现人文内涵方面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舌尖上的中国》引发的

不仅仅是受众对于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我国电视纪录片

的发展的重视。《舌尖上的中国》对于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启示可分为以下四点：第

一，纪录片要植根于中国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去挖掘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

选题，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用平民的视角去讲述故事，接地气的电视纪录片才

能够赢取更多的受众，引发大家的共鸣；第二，要在今后的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过

程中分析研究成功的电视纪录片案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结构模板和创

作理念融汇到国产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当中，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观赏心理，根据

市场的需要进行艺术创作；第三，在电视纪录片的制作方面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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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先进的拍摄技术和后期剪辑技术，不断提高国产纪录片的整体质量水平，实现

其从小众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第四，要对我国的纪录片产业进行重新定位，

分析其生存环境及需求，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纪录片产业链的运作机制。同

时要将我们的视野迈向世界、走出国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化、商业化的电

视纪录片，不断发挥现代媒介传播的优势功能，不断扩大国产纪录片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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