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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时空美学叙事，主要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时间和空间观念的
遵从和超越。对中国传统时间美学的遵从，彰显在食物的生长、制作与食用阶段都必须遵循季节时序。对
中国传统空间美学的遵从，则表现为导演将土地空间作为影像表达的核心，展现出强烈的都市空间缺省意
识。同时，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拍摄中，也无意间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时空美学的现代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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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 ( 以下简称
《舌尖》系列纪录片) ，是央视纪录片频道近年来推
出的优秀美食类纪录片。2012 年《舌尖》第一季在
央视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收视热潮，在社会上引起巨
大反响。2014年和 2018 年，《舌尖》团队又相继制
作了该系列的第二季和第三季，一时间“舌尖热”
不仅成为饮食界的热点，更是在社会其他领域产生
了一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舌尖效应”。

这部以美食为表达核心的纪录片引发的收视热
潮与文化效应，除了得益于其国际化的制作水准
外，该片主创在片中对时间与空间的独特美学表达
也成为该片取得口碑与收视双丰收的关键。如第一
季的主创便规定 “分集要兼顾中国时令季节等时
间因素的描写，比如大暑，冬至”，同时 “每集要
有 8—10 个不同地点的故事，在地域上有差距”。①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几乎没有研究者对 《舌尖》
系列纪录片中独特的时空叙事美学进行过专题研
究。而《舌尖》系列纪录片的成功，恰恰是由于
剧组在文案创作和具体拍摄中紧扣时间与空间美
学，才使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由实用层次上升到文
化审美范畴，并在洋溢着食物芬芳的时空美学叙事
中，彰显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
与独特意蕴。

一、时间美学下的味觉叙事
时间是丈量万物运动过程的尺度，它的基本存

在形式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西方历史上，存在
过以“自然思辨为特征的时间理论，以绝对时间
为特征的时间理论，以相对论为特征的时间理
论”。②这些体现着理性之光的时间理论，是一种线
性的时间观念，其充满着对时间不可逆与万物终将

随时间而凋零的悲哀情调。而中国古代先民通过观
察自然与物候变化，在花开花落以及草木荣枯的轮
回中发现了时间的循环性。这种根植于中国古代的
东方时间哲学，对整个东亚国家都产生过深远影
响。在这种时间轮回观下，万物在自然规律的指引
下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循环往复，时间呈现出一种圆
环式的闭合状态。在这一时间哲学里，“事物的运
动和变化，是在 ‘盈不可久’和 ‘物极必反’规
律支配下的、在阴阳两极之间的永恒的往复活
动”。③回环往复的时间观成为中国先民认识世间万
物和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哲学观照。而这种
基于季节轮回的循环时间观，又与中国的农耕文化
语境不可分割。因为自农耕文化诞生起，中国古人
便将时间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年复一年
的春种秋收、夏耘冬藏中，掌握了遵从时间与顺应
季节的农事法则。而这种诞生于土地与农事生产的
时间法又逐渐超越了农事本身，内化为一种具有民
族性的内在哲学逻辑与时间美学规范。

在《舌尖》系列纪录片里，主创与导演将这
种基于农事生产的时间观作为叙事的内核，在对时
间的尊崇和对季节的顺应中，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
味觉故事。片中，食物的制作处处体现出对时间的
深沉依赖。实际上，片中许多食物都是依靠时间的
魔力才得以制作出来。如 《舌尖》第一季的第四
集《时间的味道》中，导演专门阐释了时间在食
物的腌制和发酵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无论是金顺姬
在老家东北呼兰河畔腌制的辣白菜，还是南方腌制
和发酵的腊肉腊肠、腌鱼、火腿、酸笋等食物，都
有严格的腌制天数和对时间的精准掌握。这些依靠
时间制作并被保存下来的美味食物，是一种遵从时
间的美学体现。在第一季的 《自然的馈赠》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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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物对时间的依赖更是促使导演将时间指涉和
象征为食物最重要的调料———盐。在大理的山区，
老黄和他的儿子树江依旧保持着每年搭土灶熬盐的
传统，这种历经辛苦熬制出来的诺邓井盐，则成为
腌制火腿的核心。仅仅是依靠盐 ( 时间 ) 这一
“调料”，火腿便成为餐桌上美味的食物，成为一
种得以品味的时间味道。

《舌尖》系列纪录片里的时间，还常常表征为
对时令食物的喜爱。在古代，许多食物都必须在特
定季节才能品尝。但在工业化大生产的今天，随着
技术的进步，作物的生长早已超脱了时间的限制，
温室大棚和无土栽培使人们随时都能品尝到一年四
季的食物。但《舌尖》的主创和导演完全摒弃了
温室大棚，将食物的生长与采摘还原到真实时间的
原生序列中。春分时节的天目山，雷笋在春雷之声
的呼唤下破土而出，高宝良开始收获他的第一批
“雷笋”; 春天，鄱阳湖水畔的野芹菜和藜蒿、燕
山农村的香椿成为当地食客最爱的春之味道; 在芜
湖，只有等到夏日水温超过 18 摄氏度时，青虾才
能繁殖，并成为芜湖人餐桌上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美食代表; 秋天才长到 “肥美”这一标准的千岛
湖家鱼和秋雨后才散发芬芳的吴江桂花，则成为秋
天最香浓的韵味。

《舌尖》主创对中国传统时间观的另一阐释，
体现在顺应天时以及对 “天人合一”哲学的观照
上。实际上，整个古代中国的漫长历史都遵循着这
种顺应时间的逻辑思维与文化范式，官方更是将这
一时间美学以历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国古代历法
原本的作用是服务与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但随着
时代的发展，古代历法逐渐演变为历代统治者统治
权威的象征以及道德礼仪和生活日常的规范。如
《礼记》中的月令部分就记载了一年中每月上至帝
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的政治与生活行为准则。如果
天子违背了天时，在当月做了不应做的事情，则会
造成自然的异常，“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
木蚤落，国时有恐”。④

在《舌尖》系列纪录片中，堡乡农民沈敦树
为了在插秧季节及时完成任务，特地将在省城工作
的女儿叫回家帮忙; 每年 11 月，尼西乡的农人们
都要在 1 月之内完成给青稞施肥的任务，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邻居们都会互相帮忙; 方兴玉不会在湿
热的夏天做毛豆腐，因为那样的天气不能控制豆腐
的发酵过程; 台湾兰屿岛的达悟族将捕飞鱼的季节
定到每年 3 月到 6 月，因为这是祖先依循时序定下
的古老传统。

如果说《舌尖》系列纪录片里所展现的对季

节时序的遵从源自中国古典美学和时间哲学，那么
片中对屏幕时间的膨胀、省略和复原，则是导演将
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影像美学实践的结果。这里的时
间膨胀指的是屏幕的叙事时间大于事件实际时间的
情况。限于纪录片的写实性与片长限制， 《舌尖》
导演在片中对时间的膨胀往往着墨不多，其更多表
现为对一个具体事件中最有感染力时间段落的着力
书写，并以此来达到对整个事件的完整展现和意义
升华。如第二季的 《心传》一集，为展现徽州古
老的传统榨油过程，导演运用高速摄影和特写镜头
的方式对工人榨油的动作、工人身上的汗水，以及
油滴落的过程进行了特写，在缓慢流逝的时间中，
将这古老的技艺充分展现给观众。此外， 《舌尖》
中时间的膨胀还表现为某个富有意义的 “意义时
间”段落挤占了时间段落。如在卓玛和母亲采松
茸的故事中，卓玛母亲采松茸的时间在整个故事的
时间长度中占据了很大分量。

与时间的膨胀相反，时间的省略是一种屏幕时
间小于事件实际时间的时间叙事方式。实际上，对
屏幕时间进行压缩和省略，一直是纪录片导演们惯
常的手法。在 《舌尖》系列纪录片中，食物发酵
的时间、食物采摘与制作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同
样，在第二季的 《脚步》一集中，白马花 3 小时
爬树摘蜂蜜的画面也是时间被明显压缩省略的例
子。而诸如那些笋子破土而出的镜头，季节与昼夜
变换交替的画面，更是时间压缩在镜头语言上的体
现。在《舌尖》第三季中，导演从 “器”的层面
对中国饮食文化进行阐释，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导
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介绍了中国饮食器物几千年的
制作和使用历史。在王立芳锻造铁锅的故事中，导
演将铁锅几千年的铸造与使用历史融入到王立芳数
十年的工匠岁月里，使王立芳的工匠精神与数千年
的历史人文形成了一种时空对读。

对时间的复原，则是指将屏幕时间与故事的真实
时间进行一一对应的情况。纪录片的真实原则要求导
演尽量使用原生记录的长镜头进行叙事，使观众在观
看过程中能感受到相对完整的时间逻辑。如在卓玛采
松茸的故事中，除了着重呈现卓玛和母亲在原始森林
中采摘松茸的“时间主线”，还将卓玛和母亲采松茸
前后的“支线时间”进行呈现，使整个故事的叙事时
间拥有了一个连贯的逻辑链条，从而给予观众真实的
时间体验感，也使故事更加生动鲜活。

二、记录镜头下的空间美学
空间观念在近代西方已经被列斐伏尔、杰姆

逊、福柯等众多学者所强调，在这些学者的思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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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下，“空间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仅仅
供主体侧身其间的无生命存在，而更是一种汇聚了
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
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
识的复杂体”。⑤而在我国，土地上所衍生的空间美
学，成为反映中国人地关系与美学范式的基础。《舌
尖》系列纪录片的主创和导演用富有诗意的镜头语
言，将美食所蕴含的空间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对边缘空间的青睐和对都市空间的缺
省。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是根据农耕文明对土地的
依赖而形成的。中原地区优越的农耕条件造就了其
地理空间的中心地位，并以此形成了地理版图的中
心与边缘观念。在这一观念下，蛮荒的边缘地区成
为一种远方的审美想象，被赋予神秘感与自然原生
态性。在当代社会，古代的地理中心概念与边缘概
念已经被异化为以都市为核心的中心空间和以乡村
城镇为核心的边缘空间概念。在 《舌尖》系列纪
录片里，导演对乡村边缘空间的青睐以及对都市空
间的缺省，赋予了味觉叙事新的空间美学内涵。在
《舌尖》第一季中，出现了近三十个具体的城市与
乡村空间，其中城市空间只有不到十个，大都市则
只出现了北京、香港、上海。这种对边缘乡村的青
睐及对都市空间的缺省主要源于食物的生长采摘大
多集中在广大乡村地区。至于食物的制作，虽然城
市有着众多出色的厨师，但乡村在食物的制作中呈
现出的简单性与生态美，使这一烹饪方式拥有了相
异于城市烹饪的别样魅力。就像 《舌尖》系列第
一季那句经典解说所提到的那样，高端的食材往往
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舌尖》系列纪录片除了对都市空间与乡村空
间的中心性与边缘性进行呈现外，还对都市空间内
部分化出的中心空间与边缘空间进行了阐释。列斐
伏尔曾在 《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对都市空间的中
心与边缘性进行过探讨: “都市均质化的空间被分
割，商业中心构成了都市新的中心，而棚户区、贫
民窟和居住区很快就变成了边缘性的居住区。”⑥在
《舌尖》系列纪录片中，导演也常常通过展示小镇
与城市棚户区等都市内部边缘空间，使味觉叙事呈
现出一种原生态的审美想象，因为这些从都市内部
分化出来的边缘空间与都市繁华的商业中心分离，
舍弃了都市中心空间娱乐化的、非实用功能的装
饰，保留了空间的原生态性。在 《舌尖》系列纪
录片中，闽东古老的县城霞浦、云南古老的建水城
和上海浦东的三林塘都是原生态城镇的影像呈现。
在《舌尖》第二季第五集 《家常》中，5 年前从
河南来到上海求学的子钰与母亲租住在学校附近一

个 15 平米的小房中。虽然居住条件艰苦，但母亲
总能在棚户区的菜市场买到新鲜食材，为女儿做出
她最喜欢的饭菜。在中国，像子钰这样住在繁华都
市棚户区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简朴的居住空间与繁
华的都市空间呈现出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对照。但正
是这种边缘的空间，生发出了一种原生态的空间美
以及“家”的味道。

此外，《舌尖》系列纪录片中，导演展现出对
中国传统土地空间的依赖与超越。对土地的依赖来
自于近年来文化回归中对 “土地语境”的重构。
自晚清西学东渐起，在 “欧风美雨”的影响下，
中国学者开始系统接受来自西方的哲学与美学思
潮，并开始用西方哲学视野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但
相较于欧洲建立在海洋文明与城邦制上的哲学与文
化，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文化更像一个
“他者”的存在。这种“他者”性的产生，从根本
上看是东方农耕文明在西方文化中的话语缺失。

农耕文明话语的缺失，使近代中国式美学的建
构往往陷入无的放矢的境地。实际上，要谈所谓的
中国式美学，就不得不立足中国哲学语境，这一语
境便是土地。冯友兰先生曾专门提到中国古代农耕
文明下产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他提到，中
国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在农业国家，土地是
财富的根本基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思想、政策都
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进行的。⑦

“农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土地不仅决
定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形态，还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美和艺术的属性。”⑧因此，古老中国的文
化语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一种由土地生发与建
构出来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语境。 《舌尖》
系列纪录片的创作团队始终将土地作为该系列纪录
片的核心主题，虽然从表面上看“《舌尖》按照西
方美食学的分类来重新搭建了分集架构，但从自然
资源到主食、到食物制作的种种过程，最终又回归
田野主题”。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人的
观念里，食物是土地的直接衍生物，饮食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论基于现实逻
辑还是文化考量，饮食都对土地这一空间保持着深
沉依赖。中国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塑造了
多样化的空间生态，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域饮食
风俗与文化。《舌尖》中的众多美食都带着浓厚的
地域痕迹，无论是香格里拉的松茸、宁波的年糕、
兰州的牛肉面，还是重庆的火锅，都洋溢着鲜明的
地域特色，成为地域文化的符码象征。如在贵州省
从江县，依靠着高山梯田所提供的糯稻，人们形成
了以糯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 獐子岛因为海参、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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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海胆而闻名四方; 在江苏兴化，夏俊台和王元
凤则将芋头当成兴化这片土地最好的馈赠。即使是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人们也依然能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贫瘠土地上获得土地恩赐的食物。

在古代中国，土地还往往被指涉为相异于海洋
的内陆地理空间。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哲学简史》
中专门对中国古代大陆空间与海洋空间的相异性进
行过阐发。大陆国家往往将国家地理空间的 “天
下”置于“四海之内”，而海洋空间则成为土地空
间的一种附属与屏障。在中国古代，不论是哲学家
还是文学家，都很少提及海洋这一空间。而 《舌
尖》系列纪录片的主创则将海洋空间提到了与土
地空间等同的位置。南海大澳，千岛湖，黄海北部
獐子岛，台湾云林县口湖乡和兰屿，粤东海边，辽
东湾，渔山岛…… 《舌尖》系列纪录片导演热衷
于将海洋空间出产的美食与内陆土地空间生长的食
物进行对照，海洋空间由此获得了与内陆土地空间
等同的地位，也无意间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土地中心
观的一次空间超越。

此外，《舌尖》系列纪录片中空间的交错与叠
印还营造了一种含混美学。空间的交错与叠印，是
指不同类型的空间相互交错、叠印而形成一种独特
的空间指涉与含混审美。在 《舌尖》系列纪录片
里，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内地与边疆、土地
与海洋、都市与乡村、草原与山地等地理空间呈现
出叠加与交错的状态。在第一季第一集 《自然的
馈赠》中，卓玛的香格里拉与老包的浙江构成了
一种西部与东部的空间对照; 云南红河建水古城与
乌珠穆沁草原形成一种南与北的地理空间比较; 云
南大理北部山区与湖北的嘉鱼县建构起内地与边疆
的空间想象; 贵州省从江县山区与黄海北部的獐子
岛形成了一种内陆与海洋的空间关照; 古老的北京
城与内蒙古达里诺尔则是都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相
互交错。此外，《舌尖》系列纪录片里除了地理空
间的交错与叠印外，还有宏观空间与微观空间、现
实空间与心灵空间的交错、叠印，从而使纪录片呈
现出一种含混的空间审美意蕴。

结语
《舌尖》系列纪录片中，时间与空间不仅是两

个核心的叙事手段，更是建构起属于东方人文精神
和美学主题的意象所在。一方面，食物的种植、采
摘、制作和食用在时间的变换和空间的腾挪中，实

现了新的意象时空重构与阐释，并在兼具情感、意
蕴和哲思的影像叙事中，将时空内化为纪录片拍摄
的内在叙事逻辑与美学自觉。另一方面， 《舌尖》
系列纪录片在时空的美学建构中，坚持从美学的审
美主体出发，时刻彰显 “人学”，将人的情感融入
时空叙事之中，并通过个体动人的故事启示我们:
人只有在亲历生命的生老病死和体验自然万物的生
长衰败后才能领悟时间的哲学，也只有通过情感，
才能将冰冷的物质世界内化为我们栖居的诗意空
间。而这些，都是这个数千年扎根在厚实土地上的
民族，在读懂时间与空间后生发出的美学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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