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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站在历史

和现实的交汇点，由中宣部指导、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作的两集

文献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5月3日至6日分

别在中央电视台综合、纪录、科教、新闻频道播

出，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在中央召开的纪

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时代沿着马克思主

义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这部纪录

片为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提供了一部影视化学习辅导教材。

马克思是一位“千年思想家”，马克思的一

生波澜壮阔。如何在两集100分钟的篇幅里讲

述马克思生平与思想，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时

代性世界性，对我们创作团队是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我们力图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为观

众呈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使之达

到学术、艺术和技术表达的高度统一。全片以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为主要线索，沿着马

克思的人生足迹，实地拍摄马克思工作、生活的

场景，以及手稿文献等珍贵文物，刻画马克思的

性格、形象，讲述马克思的生活故事，体现马克

思的伟大精神。上集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核

心内容，重点讲述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讲述马克

思主义诞生；下集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

程为重点，全面论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形成，马

克思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不断攀登，终于达到

了光辉的顶点。

为了电视表达生动鲜活，我们摄制组先后

赶赴德国、法国、英国等6个国家，实景拍摄了

近30处马克思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为了保证

拍摄精准，撰稿组从文献资料中梳理出详细的

行程图，其中很多地址都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书信中找到的，具体到了每个门牌号。100

多年过去了，很多地方物是人非，我们以科学的

态度一一进行了辨认、考证和拍摄。我们在片

中展示的60多件马克思手稿文献，有许多都是

珍稀资料。如马克思签名的德文版《资本论》是

首次影视披露，而片头艺术化呈现的“Karl

Marx（卡尔 马克思）”，也是源自这个亲笔签

名。片中还披露了恩格斯1893年在德国讲演

的镜头，这是恩格斯生前留下的惟一一段影像

资料。这就使全片具有了更强的文献性。

该片力图使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从马克

思的生平与思想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益。马

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

他热爱生活，真诚朴实，重情重义，有着高尚的

情操和伟大的人格。片中向观众展示了马克思

的中学毕业考试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

虑》。当时的马克思仅有17岁，就确立了“为人

类而工作”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

产党宣言》的时候都不到30岁。该片在描绘马

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的“历史性会面”时写道：

“这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优秀的青年的会面。”这

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表达，相信对当代青年也会

有所触动。马克思一生经历种种苦难，长期流

亡，居无定所，四个孩子先后夭折，但他没有向

苦难的生活低头，“目标始终如一”。纪录片着

力讲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情，马克思与燕

妮的爱情。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情，基础

是他们共同的信仰与追求；燕妮喜欢马克思，倾

慕的是他的品格、才华和胸怀，他们不仅是夫

妻，也是战友。这些都能使观众走近马克思，使

他们得到深刻的启示和心灵的净化。

该片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革命的

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收入关于中

国问题的17篇论文，这些文章写作的年代，正

值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正在遭受西方

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愤

怒声讨了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暴行，热情赞扬了

中国人民保卫家园的英勇行动，并且预言中华

民族必将重新崛起，成为“亚洲新纪元的曙

光”。这使中国人民尤感亲切。历史充分说明：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

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

正确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

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当代跨越时空。片

中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

候，镜头立即切换到当代中国。2018年4月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

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话中强调，《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

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片中

还特别说明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

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

海，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宣誓新一届党中央

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一大纪念馆中陈列

着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

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

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电视还以画面呈

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一版在中国收藏分

布图。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

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

葆生机活力的原因所在。片中说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体现着技术的突破

和创新。以前拍纪录片，视觉呈现手段相对比

较单一。而如今，不仅要实拍，技术创新无疑为

创造力插上了翅膀。尽管今天导演讲故事的能

力、镜头的质量、剪辑的水准依然是衡量一部好

片的根本，但新技术的引入，无疑让更多有灵性

的创意得以实现。与很多同类纪录片一样，缺

少影像资料是拍摄《不朽的马克思》的一大难

题。这次，我们没有用演员情景再现，也没有用

口述体，而是以新的方式、技术和手段，努力还

原真实的历史，引领观众走进马克思的时代。

摄制组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实景拍摄，以4K超高

清技术和环绕全景声方式再现历史，给观众带

来身临其境之感。全片100分钟，三维动画就

有40多分钟，占总时长的三分之一。对中外名

家画作，使用三维动画表达，复现了当时的场

景。片头的马克思巨幅画像，是特别邀请画家

为片子量身定制的。镜头从马克思瞳孔处拉

开，折射出200年的时间跨度，寓意着对马克思

从思想到形象的认知。我们还在深入理解文献

的基础上，以高科技还原马克思的书房。现实

和历史场景之间的无缝串联，镜头蒙太奇行云

流水，让观众情绪也跟随人物情感流动起来。

氛围对了，才会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让纪录

片呈现一种精致和大气的风格。这就为重大题

材文献纪录片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艺术追求永无止境。我首次承担的重大题

材文献纪录片是1998年拍摄制作纪念《共产党

宣言》发表150周年的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20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还承担了多项重大题

材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任务。经过不断努力和探

索，逐步形成了文献纪录片比较成熟的创作模

式，搭建起“国家影像工程”的基本框架，实现了

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汇。这次纪录片《不朽的

马克思》创作，是在以往基础上向前迈出的新的

一步。创作和突破永远在路上。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特殊日子

里，一部由德国、法国

和比利时联合拍摄的传

记片《青年马克思》上

映。这部带有现实主义

色彩的电影，讲述了

1843 年马克思大学毕

业后在《莱茵报》从事

评论工作，到1848年

与恩格斯一起受“正义

者同盟”委托写作《共

产主义宣言》的人生故

事，是一部比较忠实于

马克思本人经历的电

影，也是少有的以马克

思为题材的电影。在大

银幕上遭遇教科书中的

马克思，不仅是接受形

象版的理论教育，更是

为了深刻理解青年马克

思的“初心”，即他是如

何一步步走向反抗资本

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

的伟大道路的。这部电

影给笔者的感受，一是

表现历史人物有真实感

和时代感，没有过度传

奇化和戏剧化，二是有

强烈的理论色彩，这也

吻合马克思作为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身份。

电影中的马克思有两种形象，一是工

作上的马克思，与欧洲君主专制作斗争、到

处被驱逐；二是生活中的马克思，与妻子燕

妮在贫困中相濡以沫、艰难度日。影片一

开始就采用平行蒙太奇手法，一边是阴冷

的森林中战战兢兢地捡拾林木的贫民们受

到警察的驱赶和追捕，另一边则是因发表

为盗木者辩护文章的马克思在《莱茵报》编

辑部遭到警察的逮捕。这是刚刚拿到法学

博士学位的马克思，从新闻事件中分析出

看似合情合理的“林木盗窃法”，其实是维

护林木占有者利益、剥夺了贫困群众使用

林木的合理需求的法律。从德国逃亡到巴

黎的马克思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编辑《德法

年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他需要更多的钱养活一家人，妻子燕妮没

有抱怨丈夫。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出身贵

族的燕妮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放弃衣食无

忧的上流生活情愿跟随一个贫穷的知识分

子过颠沛流离的日子。电影里的燕妮并非

只是照顾孩子、做饭的家庭妇女，而是与马

克思讨论理论问题的知音。尽管马克思时

常为无法按时收到稿费而陷入生活的窘

迫，但年轻的夫妻却始终共同面对物质生

活和警察迫害的压力。

相比马克思一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

活，在英国帮助资本家父亲管理纺织工厂

的恩格斯则利用“老板的儿子”的身份，偷

偷进行工人阶级的调查研究。电影呈现了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所遭受的悲

惨命运。其中有一个场景是纺纱厂工人与

管理者、恩格斯的父亲之间的冲突，面对工

人割断手指的工伤事故，管理者和恩格斯

的父亲不仅不赔偿，反而责怪工人损坏了

价格昂贵的机器，一位工厂女工为受伤的

姐妹讨说法，却被恩格斯的父亲毫不留情

地解雇。这充分呈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人在雇佣劳动中

被奴役的命运。目睹此景的恩格斯同情工

人的境遇，他跟随被父亲开除的纱厂女工，

来到遭受民族歧视的爱尔兰工人所生活的

贫民窟。一开始，工人们不相信“富家公

子”恩格斯会真正关心他们，后来恩格斯取

得了工人的信任，收集了大量工人在工厂

和城市生活的第一手素材，他也爱上了那

位与父亲顶撞的女工，并娶她为妻。后来，

恩格斯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英国工业发展和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书。可以

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燕妮一样背叛了自己

从属的“阶级”，走向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受

苦的工人阶级服务的道路。

该片紧紧扣合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

演进。电影的名字“青年马克思”有两个含

义，一是指年龄，确实是30岁左右的马克

思，二是理论上的“青年”。19世纪40年代

确实也是马克思摆脱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影

响，从对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研究转变

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

段。在这种思想上从青年到成熟的过程

中，恩格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第二

次偶遇，电影用大量的细节展现了两位青

年人从误解到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的

过程。一开始是单人对切镜头，后来是双

人中景镜头，代表两个人结成了深厚的友

谊。马克思一改对恩格斯作为资本家儿子

的偏见，恩格斯也建议马克思多读一些英

国经济学家的书，两人一起在街上逃离巴

黎警察的身份检查，并在酒吧里一边喝酒，

一边交流思想，像很多青春期的、关心政治

和社会的青年人一样一醉方休。马克思认

识到“哲学家们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解释世

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结论，两个人

约好一起对当时占据德国哲学主流的费尔

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唯心主义进行“批

判的批判”。在这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初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哲学方法。随后，电影进入高潮阶段，恩

格斯的妻子将马克思、恩格斯介绍给“正义

者同盟”，刚刚30岁的马克思和不到30岁

的恩格斯完成了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

性文件《共产主义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场马

克思与同时代理论家的政治辩论。比如马

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加入“正义者同盟”时对

资深工人领袖魏特林的批评。魏特琳主张

用“仁慈”、“博爱”和“人人皆兄弟”的观点来

改善工人的境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强调工

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并提议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取代

“人人皆兄弟”的口号。这些政治辩论无疑

增加了这部人物传记片的思想含量。

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人类

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列宁领导的

“十月革命”的示范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领导人民从旧中国到

新中国、从贫穷落后向富裕文明的现代化强

国迈进的历史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

放不懈奋斗的一生”，青年马克思也是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以《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汉宫秋》等为

代表的元杂剧，不仅是中国戏曲艺术走向成熟的标

志，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如何在新时

代把元杂剧传承好、推广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更多人所认知。业内人士一直在不断地思考着、探索

着。日前，由中北大学立项、完成的2017年度国家艺

术基金传播推广项目“元杂剧数字微视频传播平台

建设”，就以元杂剧为突破口，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该项目

依托中北大学的学科优势和技术优势，将元杂剧与

互联网、微视频等数字手段相结合，在实现元杂剧数

字化的同时，打造“元杂剧+”的互动新模式，进一步

彰显了元杂剧的文化价值、时代价值。

近年来，“互联网+”的理念带动了不少传统产业

的发展，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信息交流、日常生活和

工作出行方式。传统戏曲也在“互联网+”的跨界合作

中获益颇多，很多剧种因为互联网的介入而拓展了新

的生存发展空间。元杂剧数字微视频传播平台也是戏

曲与互联网结合的产物，但这种结合并非简单地让戏

曲“上线”，即实现元杂剧相关资料的数字化存储、展

示，而是要“下线”，即依托互联网的平台效应，采取多

种线下途径宣传、推广元杂剧，让更多的人走进元杂

剧的历史和文化。毕竟，元杂剧自身包含着丰厚的人

文价值，其中流传下来的剧本、散落在各地的文物、元

杂剧的演出视频等都是值得利用和传承的。如果仅仅

依靠“互联网+”的思维，元杂剧可能会流于技术的层

面，而忽视了其自身的丰富性。该项目的创新之处就

在于，没有一味地仰仗互联网的技术硬件，而是深挖

元杂剧这一文化富矿，在实现方式、内容建设上探索

了“元杂剧+”这一全新的传播方式。

“元杂剧+”的特色，首先体现在与互联网的结合

上，这也是这一平台建设的基础环节。为此，该项目建

立了包括电脑界面版本、手机界面版本、手机APP和微

信版本在内的元杂剧互联网专题平台，平台的主要功

能除了20部元杂剧的微视频展示外，还包括元杂剧历

史知识、业内动态、观众交流互动、微视频下载、实时发

布相关信息等，体现了学术的权威性和内容的专业性。

其次体现在与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播、推广相结合上。互

联网专题平台是元杂剧“线上”相关信息的展示平台，

更是这一文化资源“线下”传播、推广的载体。以这个平

台为基础，未来平台将通过组织相关教学实践、名家讲

坛、演出评论、戏曲进校园等活动，促进国内外戏剧文

化交流，不断推动元杂剧的普及和研究，让元杂剧从书

斋、舞台，走向大众、走出国门。再次，体现在与学科建

设、学术研究的结合上。该项目将整合目前关于元杂剧

的各类研究，持续进行元杂剧的资料整理归类工作，建

立元杂剧完整的资料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元杂剧数

据库，持续扩大元杂剧数字微视频传播平台的内容建

设。同时，进一步强化应用研究，提取并激活元杂剧中

的优秀文化基因，使其具有现实意义与当下指向，并通

过互联网、数字化方式再生与复活。

如今，“元杂剧数字微视频传播平台建设”已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受到了业内高度评价，但是如何

让元杂剧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现代科技手段的保障

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特色项目、文化项目，未来

还需做更多扎实、具体的工作。希望“元杂剧+”带来

的中国戏曲“新面孔”能为戏曲艺术的跨界传播积累

更多新鲜的经验。

艺 谭

“元杂剧＋”：传统戏曲的“新面孔”
□徐 健

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老男孩》专家研

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该剧以都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了桀

骜不驯的老男孩吴争，人至不惑之年经历的爱与成长

的故事。与会专家认为，这部描写“70后”男孩成长为

男人的电视剧，以现实主义为艺术准则，反映出都市社

会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传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寄予与期盼。

《老男孩》制片人、好剧影视总经理苏降雨介绍，该

剧的想法萌生于2014年。“近几年电视荧屏上女性视

角题材的作品较多，男性层面的作品寥寥可数。在题材

上我们希望能够寻找突破和创新。成长是文艺作品的

永恒话题之一，希望通过这一话题引发观众思考。”事

实上，现实生活中往往不乏“老男孩”，许多成熟男人的

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男孩，他们爱自由、不拘小节、

充满幻想。

《老男孩》编剧高蓉蓉表示，前段时间网络的一段

评论令她记忆犹新。该评论称，现在的都市剧里几乎看

不到穷人了。电视剧里的穷人过得像富人，富人基本上

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真正的穷人已经彻底在荧屏中

消失了。“我觉得这是提醒我们创作者必须要警惕，要

扎根现实，抓住真实人物的喜怒哀乐。”高蓉蓉在回忆

整个创作过程时表示，该剧的创作历时两年多，充足的

时长得以让“笨功夫”派上用场。“各个行业的独特质

感，只有大量掌握一手资料才能表现出来。剧本创作期

间对飞行员职业做的大量采访研究确保了真实性。此

外，创作者要扎根现实，关注真实人物的喜怒哀乐，而

不仅仅只是眼前咖啡杯里的小小风波。”

对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而言，扎根现实远远不够，

关键还在于通过内置的剧情向观众传递能量，起到积

极的引导作用。有专家谈到，看完《老男孩》的最大感受

就是该剧突出了道德色彩，人物主次和道德高度呈正

比。对观众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老男孩》以较为开

阔的视野，透露出了当前社会中日常延伸状况的缺失，

也像镜子似的反映了新时代中国人在新生活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可以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和反思我们

今天的现实生活。表面看起来，《老男孩》是一部都市情

感剧，但事实上它却成功地在情感结构中表现出丰富

的都市文化感。 （任晶晶）

电视剧《老男孩》：表现丰富的都市文化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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