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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向来不缺乏现实主义传统，从刚

刚被发现并荣归故里的1920年代电影《风雨之

夜》，到1930年代的《神女》《渔光曲》《马路天

使》，19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

火》《乌鸦与麻雀》，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

展现社会现实的电影《女篮五号》《大李老李和

小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新局长到来之前》

等等，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第四代、第五代和第

六代中国导演创作出的大量观照社会现实的电

影作品。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现实主

义不仅仅作为一种艺术范式和美学观念，更是

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

然而，面对不断升级的中国电影市场和产

业化进程，近些年大部分现实主义国产影片始

终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无法在商业电

影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相应的价值认同，比如《一

九四二》《钢的琴》《山河故人》《推拿》《我不是潘

金莲》《路过未来》等等。与此同时，在

故事结构、视觉效果和叙事方式上直

接模仿或拷贝国外经典商业类型电影

模式，甚至直接购买故事版权进行所

谓中国化改编的国产影片却在市场上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国产电影市场的

主流形态被爆笑喜剧、悬疑推理、神

奇魔幻等类型所占据，而对于中国当

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却置若罔

闻或视而不见，原创性匮乏，跟风现

象严重。因此，《我不是药神》在口碑

与票房上的双重成功，标志着现实主

义国产影片面对电影市场化和产业

化的进程，完成了一次自觉而主动的

自我救赎。

其实，《我不是药神》就是一个救

赎、被救赎和自我救赎的故事。交不起房租的神

油店老板程勇，自暴自弃地挥霍着自己的油腻

中年。面对准备带着儿子移民的前妻，他无力

挽回孩子的抚养权，甚至连给儿子买双运动鞋

都囊中羞涩。而父亲突如其来的脑梗，使程勇

不得不重新面对窘迫的现实——没有钱给父

亲做手术。正在此时，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人吕

受益留下的字条拯救了他。程勇开始走私贩卖

印度仿制的白血病专用药“格列宁”，他通过吕

受益结识了为了给女儿治病每天晚上去夜店

跳钢管舞的单亲妈妈刘思慧、沉默寡言但有情

有义的农民工彭浩和精通英文又心怀善意的

刘牧师。除了程勇，其他三个人和刘思慧的女

儿都是慢粒白血病的病友，他们帮助程勇一起

打开了印度仿制“格列宁”的销路。在这个过程

中，程勇有了钱给父亲治病，其他四个人也都

得到了救命的药和钱。整部影片的叙事动机表

面上看是围绕着治病救命的“药”，而实际上缺

药的根本原因就是缺钱：徐勇缺钱交房租，缺

钱给父亲治病，也缺钱留住要被前妻带走移民

的儿子；吕受益缺钱买药延长自己的生命，陪

伴他刚出生的孩子长大；单亲妈妈刘思慧也是

因为缺钱给女儿治病才去夜店跳钢管舞。影片

中有一幕，在夜店里程勇将大把的钞票甩在桌

上，让夜店男经理去跳脱衣舞。金钱至上的价

值观扭曲了人性，但却让他们找回了做人的尊

严。程勇的救赎，是通过救赎他人完成自我救

赎的。如果说第一次救赎的动机是金钱利益的

捆绑，那第二次则是吕受益对于生命的绝望唤

醒了程勇人性善的一面，“缺钱”的被救赎升华

为人性的自我救赎。

影片中所有的角色设置都基于人性本善的

前提，每一个角色都没有表现出贪婪和欲望，而

是因为生命所迫才跟随程勇走私印度仿制药。

性善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人性即仁义礼智，这些都不是后天习得，而是天

生就有。正如《孟子·告子上》中所言：“恻隐之

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我不是药神》

没有让观众去直面现实中的残酷不堪与人性扭

曲，而是讲述了一个人性本善的温暖童话。在

“义”与“利”之间，“性本善”的程勇选择了“义”，

这样才有了之后开服装厂赚了钱还要铤而走

险、以成本价走私药品的行为，才有了印度药厂

被政府关闭程勇继续贴钱走私的动机。金钱成

为了彰显人性光辉的载体，这对于当下经济全

球化和商业社会所秉持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价值导向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观照社会现实的同时，影片在剧作结构、角

色塑造、叙事节奏、视觉风格上充分融入了中国

传统哲学观念，力图获得观众更为广泛的心理

认同和情感共鸣。首先，程勇在影片前半段的角

色塑造中表现出了普通人性的真实状态，既有

善也有恶，让人又爱又恨，十分生动。在中国哲

学系统里，人的命运都是祸福相依的，正所谓乐

极生悲、否极泰来，程勇在影片中的遭遇也恰恰

证明了这一点。其次，这是一部中国式的悲喜

剧。当人情与伦理甚至法理产生冲突时，究竟是

应该“法不容情”还是“法不外乎人情”？这一命

题在影片中自始至终都被暧昧的悬隔着，警察

曹斌最终选择了逃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也无

法甚至无力作出明确的判断。这正形成中国式

悲喜剧的内在张力，情与理在对立、渗透、转化

和和谐中寻找平衡。最后，在叙事节奏、影像语

言和视听风格方面，导演文牧野非常克制和冷

静，每个场景在叙事上绝不拖泥带水，没有在不

必要的细节上纠缠，更没有在情绪上做过多的

渲染，一切都在观众心中慢慢积蓄,然后漾开,

心领神会。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观照现实的文化艺术

载体，国产电影所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感不能

丢。希望《我不是药神》不是现实主义国产电影

一次单枪匹马式的自我救赎，而是唤醒现实主

义精神传统真正回归的契机。

关 注

电视剧《灵与肉》研讨会在京召开

电视剧《太行赤子》是主创团队创作弘扬主旋律英模剧的诚意

之作。在当下电视剧的语境中，选择英模剧无疑是一种情怀。因为受

“实名制”制约，需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英模剧自由想象的空间受到

一定程度的制约，而李保国的事迹又属于平凡中见伟大的故事，缺

少情节性很强的电视剧叙事元素，弄不好就会陷入缺少“看点”、吃

力不讨好或者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在我看来，《太行赤子》创作

团队的诚意和用心，就在于以现实主义精神努力把局限化为可能，遵循“剧”的规律，在忠

实还原英模人物的同时达到了艺术的提升与超越。

《太行赤子》从李保国读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直到在教职上去世，反映了他35年

选择林业作为毕生事业，并且以专业知识为太行山区扶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故事。李

保国的生命价值，是一种无价之宝的价值。剧作在立意开掘上，牢扣共产党员的初心、知

识报国的情怀以及农民儿子的本色，融入了对生命意义和金钱的理解，从而能够站在时

代高度还原英模本色。

《太行赤子》对李保国精神的三重开掘，不仅决定了剧的正能量品相，也和当下市场

经济下的现实形成互动，极具思辨性。电视剧的主要画面，都是李保国带着课题组辗转

在太行山的几个村子里，这位教授不仅在课堂上传业授道，更注重在扶贫实践中，将知

识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他也丰富着自己的书本知识。这一点开掘得十分独到。常年在山

间地头，他的皮肤被晒得黢黑，分不清是教授还是农民。而他的“金句”就是：让人觉得

我是农民正是我的心愿。他患有糖尿病、心脏病，为了丢不下的工作，他不肯手术。有几

场戏写他和妻子的争辩十分感人。他说：如果让我治好了病就躺着养着，那有什么意

义？他最终在果林里犯病倒下，实现了生命的最大值。他的金钱观更是直逼当下。他的

专业知识已经转化为了生产力，受他帮助的无论是个体农民还是企业都富了，有的企

业要拿200万元人民币聘请他，有的要给他报酬，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说，我有工

资，做项目还有课题费。这也切中了当下的课题费之殇，极具针对性。他是一个专家，而

他首先是一个“好人”。在个人修为上，他工作时是那样的拼命，对待他人、家人、原来的

同事皆真心实意。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该剧感情戏十分饱满。一直支持他的妻子说，

我们有三个家：一个在保定，那是因为李宝国在那儿给学校的学生上课；还有一个家在黄

石岗、在帛山，那是李保国科技扶贫的地方；还有一个家在车上，观众会看到电视画面里

有很多李保国开车行驶在山区的镜头。浓烈的情感力度使得荧屏上的李保国形象有高

度、有温度、接地气，这样的教授形象是一个创新的形象。

除了主题、人物、故事，这部剧在风格的追求方面也可圈可点。首先，李保国这个大学

教授和别的教授不一样，他很像农民。甚至也可以将这部剧定义为一部农村剧。整体风格

朴实无华甚或“土得掉渣”。演员表演不矫情造作，场景选择，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

表面色彩。黄土岭、果园树林、农舍、村道乡道以及李保国的旧桑塔纳轿车，既反映了太行

山区的落后面貌，同时也展现出朴实的风格。风格是什么呢？布封讲“风格即人”，《太行赤

子》中，人和景整体和谐，反映出制作的用心，这是优质剧不可缺少的一面。

《太行赤子》作为一部优秀的英模人物题材剧，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

示：不回避社会矛盾，在矛盾中开掘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光彩的人物。该剧由生活真实的此

岸达到了艺术真实的彼岸，人物关系也从现实逻辑进入到艺术逻辑。李保国的人物形象

是一个创新的荧屏形象，一个既有人格魅力又有情感光彩、一个有力度有温度、真实可感

的永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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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我不是药神》：》：
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

□陈 刚

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影视作

品，大都涵盖了三层境界：第一层是

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二层是感人至

深的情感；第三层是激荡人心的精

神境界。剧作家朱秀海曾言：“故事

好编，掌握住‘上接天光，下接地气，

动人情感，理想主义’四句技巧，基

本就成功了。但真正考验作品的还

是精神层面的境界。”

日前，由朱秀海创作，路奇执

导，孟凡耀担任总制片人，张博、童

瑶、潘虹、乔欣等主演的电视剧《诚

忠堂》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该

剧立意高远，将晋商的发展历程融

入到中国历史变迁中，彰显出以乔

映霁为代表的一代晋商为国家存亡

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气概，拔高了人

物，也让故事意味无穷。

《诚忠堂》讲述的是祁县乔家第

五代传人乔映霁的故事。乔映霁原

型乔映霞是最早的中国同盟会会

员，一生秉持、践行着“以商救国”的

宏远志向。正是被以乔映霞为代表

的晋商之家国情怀所震撼，朱秀海

创作了《诚忠堂》，以历史为蓝本，再

现了一代晋商乔映霞以商救国、利

归黎民的传奇故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乔映霁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中，以先

进思想清醒地认知到：“如果不革命，

中国就没有希望，乔家更没有希望。”

于是，他亲上战场，为推翻帝制浴血

奋战，又毁家纾难，倾尽一己之力推

动民族金融资本向现代金融资本转

型，以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之路。

《诚忠堂》对“商战剧”进行了推

进，它不拘泥于传统商战中以利为准

绳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激战刻画，而

是以晋商心怀天下、心系黎民的大义

为剧情基调，阐释了“商运兴就是国

运兴，商运衰就是国运衰”的道理。

然而，“士农工商”，中国的历史

文化中，商是四民之末。在重农抑商

的大环境中，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

十分艰难，商鞅的《商君书》中表示

“一民”，即指黎民百姓只需“耕

战”——领土内为耕，领土外为战。

而到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在《盛世危

言》中提出百姓另一种生存之道，他

认为“商战重于兵战”，这与《诚忠

堂》中乔映霁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故事伊始，乔映霁就亲赴战火纷飞

的武昌，为义军捐献了至关重要的

军饷，直接参与并影响了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

命的序幕。

从重农抑商到以商救国，中国

商人上下求索，探求出中国富强的

另一条道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

兼济天下”，历史可鉴，经商济世是

破而后立的智慧之举。破的既有阻

碍国家发展的落后思想，也有自身

已享有的财富与地位；立的既是国

家更富更强的经济发展新道路，也

是自身的新高度新境界。乔映霁祖

父乔致庸开辟茶路，养活居民十几

万人，乔映霁则用自家票号助力革

命，为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之路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几代晋商用不同于

农耕的方式解决了自己及其他民众

的生存问题，更推动了历史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诚忠堂》中，乔

致庸倾力开拓的茶路已荒无人烟，百

姓生活再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乔映

霁得知后，立志重开万里茶路，更以

非凡的视野与气概，将其拓展成中国

到蒙古的茶路，走出了国门，向国人

证明了坚持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

路的正确性，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商人

的经商智慧与济世精神。百年前，乔

映霁以“万里茶路”为救国济民的远

大志向提供了强力支撑，百年后，中

国以“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全球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彰显出国家强大的国际影

响力、感召力和引领力。

《《诚忠堂诚忠堂》：》：破而后立的晋商气概破而后立的晋商气概
□海 涛

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爱国者》专家研

讨会7月6日在京举行。该剧以14年抗战为背景，讲述了

地下党人宋烟桥寻找传奇英雄颜红光，并最终成长为“颜红

光”，带领各路爱国者奋勇抗敌的故事。与会专家分别从该

剧的创作初衷、价值导向、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剖析解

读，认为该剧较好地展现了东北抗联精神。

《爱国者》播出以来，观众纷纷对剧中人物原型作出猜

想。有专家谈到，该剧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史实与虚构之间

作出的大胆尝试，例如宋烟桥这一人物形象，便是以重要历

史节点、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迹为依托，但同时又有升

华与创新。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主人公对颜红光精神的追寻

不是喊口号式的，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吸引着为自由而战

的人们寻光而来。这种精神之气在表现形式上处处散发着

诗意，无论是文学化的台词、抒情性的镜头，还是个性化的配

乐，以及千米海拔、-40℃的凤凰山取景，都为该剧注入了诗

化品格。该剧编剧汪海林在会上谈到，在创作剧中人物时，

他力图在文学上寻找某种深度，在哲学上寻找某种高度。他

发现许多革命者不仅是理想主义者的化身，同时他们也是诗

人。这种诗性的品格是很多革命者身上所共同具备的。有

专家同时指出，该剧虽画面精美，但多处与人物所处环境、故

事氛围有相违和的问题，还应让这种精神上的理想主义更扎

根、更写实。 （许 莹）

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灵与肉》专家研讨会7月1日在京召开。42集

电视剧《灵与肉》改编自张贤亮的同名小说，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献礼剧，该剧讲述了以许灵均为代表的一代支边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中坚守

梦想、扎根边疆的感人故事。会上，专家们就该剧创作历程、艺术风格和社会

效应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为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提供了良好借鉴。

小说《灵与肉》犹如一座灯塔，为一代知识青年点亮生命的阶梯。1982

年，导演谢晋将其改编成电影《牧马人》；2014年，张贤亮亲自将小说《灵与肉》

的电视剧改编权无偿授予宁夏电影集团。有专家谈到，该剧让人回想起上世

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现实主义复苏大潮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受。剧中以

主人公许灵均为代表的年轻人都没有在时代的悲剧中沉沦，而是在情感的温

暖中奋力成长，生活越向下，精神就越向上。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真实反映出

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变迁，在表现灵与肉撕扯的同时，描绘出

个人与家国的悲欢；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加入了作家张贤亮的人生经历。电

视剧《灵与肉》通过苦难叙事展现美好人性，将苦难升华为一种推进社会前进

的力量，赋予了经典原作新的艺术生命和时代内涵。有专家指出，该剧在改

革开放之后的表述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的苦难叙事而言，感染力有所下降，

而这也是众多年代剧、历史剧的通病，写好当下是避免剧情虎头蛇尾的关键

一环。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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