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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焕章简介

惠焕章，出生于渭南市华州区，毕
业于西安陆军学院，后转业至西安市
委宣传部。1991 年在陕西工人报社
任编辑、记者、广告部主 任 等 职 。
2007年响应国家号召，停薪留职，成
立陕西美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
事图书编辑出版发行工作。2010 年
进入影视界，先后在陕西广播电视
台创办《安全生产》《明日之星》两档

栏目，开始创作拍摄第一部纪录片
《关中记忆》。截至目前，共拍摄制
作播出电视节目900多期，拍摄制作
专题片、宣传片、汇报片、微电影、
MV上千部。创作摄制了电影三部，
分别是《男二本色》《任性的硬币》

《我们是认真的》。创作摄制大型纪
录片两部，分别是 52 集《关中记忆》
和即将播出的68集《解秘秦腔》。

电影《男二本色》，入围 2016 第
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
和2019巫山艺术电影周评选单元。

纪录片《关中记忆》，先后获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
农业频道 2017 优秀对农电视作品
一等奖、2018 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
周二等奖和 2018 哈尔滨中国纪录
片国际选片会二等奖。

微电影《使命》（原三原县安监局
出品）获 2018 陕西省安全微电影微

视频比赛一等奖。
微电影《抉择》（商洛军分区出

品）获 2018 全军第三届微电影创作
比赛二等奖。

微电影《24 小时》（陕建二建集
团出品）参加 2019 年全国总工会微
电影征集活动，入选前 50 部全国巡
展作品名单。

微电影《秦春日记》（陕北矿业张
家峁矿出品）获 2021 陕北矿业公司
微电影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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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纪录片《解秘秦腔》编剧导演惠焕章
近日，在 68 集纪录片

《解秘秦腔》第一季开播之
际，本报记者对该纪录片
编剧导演、陕西工人报社
原编辑记者惠焕章进行了
专访。

记者：首先对《解秘秦
腔》第一季即将开播表示
祝贺！你拍摄该片的初衷
是什么？

惠焕章：《解秘秦腔》
剧 本 创 作 开 始 于 2013
年。当时，我们正在拍摄
纪录片《关中记忆》和皮影

戏资料片《碗碗腔》，让我有
机会接近和研究秦腔。我
发现，秦腔不只是一个地方
戏曲种类，而是一个贯穿整
个中国戏曲史，对中国所有
戏曲产生直接而深刻影响
的基因性戏曲，是整个中国

戏曲的精髓和中华文明中最
闪亮的组成部分。

人们对秦腔之所以不够
重视，主要是基于明清以来，
秦腔被称为民间的花腔，和

被称为宫廷雅戏的昆曲在花雅
之争中，受到了官方忽视。人们
无视在民间的花雅之争中秦腔
完胜于昆曲的事实，以及几千年

来秦腔对中国戏曲的主导作用，最
终将昆曲定义为中国戏曲的鼻

祖。2001 年，昆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而秦腔则被正式定义为地方
性戏曲种类。为了让人们全面深入了
解秦腔，以及真实客观了解中国戏

曲，于是我的脑海中便产生了撰写秦腔
纪录片的念头。

记者：听完介绍，感觉秦腔真的不只
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戏曲种类，它的内含
非常丰富。那么，这部纪录片将会告诉观
众什么呢？

惠焕章：撰稿之初，我一直在问自己这
样的问题。这部纪录片究竟应该让观众
看什么？是让观众看戏，看演员，还是看

它幕后的综合历史文化现象。深思熟虑
后，我选择了后者。

因为纪录片是面对大众的，不是所
有人都喜欢看戏。而对于秦腔戏迷来
说，他们并不缺少看戏的机会。对秦腔
历史及文化现象的了解，不仅是每个戏
迷的需要，更是每一个关注秦腔乃至关
注整个中国戏曲历史文化的人都需要了
解的盲区。于是我决定从秦腔的源头入
手，从秦腔的起源发展、历史传承、演出
场所、观演习俗、演出班社、角色行当、服
装化妆、舞台美术、砌末道具、剧本音乐、
分支流播等各个方面，对秦腔乃至中国
戏曲，进行了深度解剖和全面透视，在全
面学习研究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完成
了该片的剧本创作工作。

记者：听说这部纪录片拍了 7 年，为什
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听说运营工
作也十分艰难，你们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惠焕章：《解秘秦腔》剧本字数超过
11 万字，影片时长 612 分钟，也就是 10
个小时以上，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工
程，需要的资金也是巨大的。而当时，
我们的纪录片《关中记忆》还在拍摄制
作中，为了减少运营冲突，所以《解秘秦
腔》的剧本创作完成后，拍摄制作工作
并没有展开。

幸运的是，2015 年我们参与了文化
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抢救性记录项目的标段竞争，我们中了
陕西区第一标。由于我们此前对秦腔
已有研究，所以不仅成功完成了拍摄
任务，而且制作的纪录综述片，被文化
部作为样片，成为全国各省所有标段参
照的样板。

这次拍摄，让我们有机会拍摄了多名
秦腔传承人，掌握了大量有关秦腔的第一
手视听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对于工程浩大
的《解秘秦腔》来说，仍显得微不足道。

2017 年，我们历时 8 年拍摄制作的 52
集纪录片《关中记忆》终于完成，首次在陕
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播放。从台里及
观众反馈的信息看，收视率和观众评价都
非常高。不仅如此，该片还荣获多个大
奖。这些意想不到的荣誉，给我们拍摄

《解秘秦腔》带来了信心。
2017 年底，《解秘秦腔》拍摄制作工

作正式开始。但紧接着，随着全国性的
经济政策特别是宣传政策调整，致使此
前《关中记忆》合作的很多客户，无法再
进行新的合作。《解秘秦腔》的拍摄制作
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但是在非常艰难
的困境中，大家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相
信，秦腔及整个中国传统戏曲，是在我们
这一代人的眼前消失的，把这些人类重
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下来，是我们
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的坚持得到了一些新老客户和
有识之士的认可，给我们雪中送炭，提供
了资金支持。正是在这些客户和有识之
士的支持帮助下，我们靠着坚定的信念
一路坚持下来。

目前，我们基本完成了《解秘秦腔》
的拍摄制作工作，近期实现第一季首播，
第二季也有望在今年内全部完成。虽然
从最后的成片看，其技术水平和影片质
量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我
们靠着坚定执着的努力，用微薄的投入，
完成了如此巨大的超级工程，这本身就
是一个奇迹。

记者：这部纪录片取得了哪些成就？
惠焕章：《解秘秦腔》是我们继《关中

记忆》后，又一次刷新了陕西历史上最长
纪录片纪录，同时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
界戏曲主题最长纪录片纪录。

记者：你 们 未 来 还 有 哪 些 超 级 工
程，能向观众透露一下吗？

惠焕章：我们的第三部纪录片《讲述
长安建都史》，共 88 集，已于 2019 年正式
进入拍摄制作阶段，目前仍在推进中。

另外，我们的第一部纪录电影《走
近易经》的拍摄制作工作已基本完成，
即将上报省电影局和国家电影局进入
审片程序。我们还有多个大型影视项
目正在或即将启动，欢迎大家关注。

最后，也借此机会，再次感谢省总领
导、陕工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栽培和
支持！也再次感谢一直以来对我关心支
持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广大读者和观
众！谢谢大家！

一部深度解析秦腔全面文化现象的史诗纪录巨制，一部全面审视
秦腔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视频版百科全书，创造陕西最长纪录片和中
国戏曲主题最长纪录片之最——

陕西省传统文化发展促进会、陕西工人报社、陕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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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陕西省传统文化发
展促进会、陕西工人报社、陕西广播
电视台影视频道为指导单位，陕西
美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历时 7 年鼎
力打造的 68集纪录片《解秘秦腔》第
一季，将于 10 月 16 日在陕西广播电
视台影视频道首播。

《解秘秦腔》从秦腔源头入手，从
历史发展、分支流派、传承流播、角色
行当、舞美服化、剧本音乐、观演习俗
等多角度，对秦腔进行全面解剖和透

视。该纪录片是介绍秦腔以及中国传
统戏曲的视频版百科全书，是弥足珍
贵的历史史料和农耕文明时代留给
后世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解秘秦腔》由陕西工人报社原编
辑记者惠焕章担任编剧导演。他所编
剧导演的 52集纪录片《关中记忆》，曾
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及中央电视台
农业频道 2017优秀对农电视作品一
等奖，在 2018 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
周、2018哈尔滨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

会荣获大奖。
《解秘秦腔》每集 9分钟，总片长

612分钟，是陕西美图文化公司继52集
纪录片《关中记忆》之后，再次刷新陕西
历史上最长纪录片纪录，创造中国乃至
世界戏曲主题最长纪录片的新纪录。

据悉，《解秘秦腔》第一季 10月 16
日开始，在陕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播出，每天一集，持续播出 32天。同
时在爱奇艺平台同步上线。第二季有
望于今年内制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