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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很多年来，一提起我们念念不忘的艺术形

象如林则徐，我们会立即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已

经载入中国电影史的艺术大家赵丹。而一提近

年来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我们也同样必谈的

一个艺术家便是唐国强，他塑造的毛泽东受到

社会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最具毛泽东气质的演

员。如果提到关于周恩来的银屏形象塑造，从改

革开放以来王铁成算是第一个，到今天为止，已

经有多个艺术家再现这样一个伟人的形象。但

是这十多年来，一位以出色扮演周恩来而被社

会特别关注并予以高度评价的艺术家，那就是

军人艺术家刘劲。

近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正在播出他和

黄薇出演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电视剧《永远的战

友》，同时由他主演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也于

本月15日开始在全国公映。有人说，今年是刘

劲创作的丰收年。从电视剧到电影同时开花，实

属难得。刘劲用他出色的表演迎来了作为特型

演员的创作高峰期。特别是电影《周恩来回延

安》，他不仅出演主角周恩来，而且第一次作为

导演执导了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导演

电影，是他艺术践的第一次尝试，他不仅赢得了

社会的普遍赞誉，而且赢得了专业领域的肯定，

被认为是刘劲出手不凡的一次成功尝试。在这

部作品中，刘劲把周恩来与延安人民的那种特

殊情感演绎得出神入化，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了

一个极富人民情怀的伟人周恩来那种悲悯情怀

和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有论者评价，演绎周恩来形象的文艺作品

已经很多，但是，《周恩来回延安》却别具风格，

在延安发生的故事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作品

却把伟人周恩来与普通百姓的炽热情感、乃至

他代表的政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表现得淋漓尽

致，许多地方催人泪下。

《周恩来回延安》以1973年 6月周恩来在

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肩负历史使命和老一

辈革命家对延安人民的深切关怀，在阔别数十

年后回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真实历史为叙事中

心，讲述了周恩来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应该说，这是一部以小博大的电影作品。

这样一部作品的推出，让人们看到，所谓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未必就一定是大背景、大场面、大

事件，如周恩来回延安这样一些平凡故事，也同

样可以写得荡气回肠，同样可以写出激荡人心

的大作力作，同样也可以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力

作呈现给我们的社会。

《周恩来回延安》靠什么引发社会轰动？靠

什么打动千万观众的心？我认为，靠的是那些

让人过目难忘的情节细节。在当下已经有很多

以周恩来为题材作品的背景下，写出一个不同

的周恩来，展现这个历史伟人更加丰富的情感

世界，靠的是叙事中的大量细节故事。这部作

品之所以以独具一格的特色成为近年电影市场

的翘楚之作，被认为是时下为中国电影探索了

一条塑造人物的新路径，其中写好人物和追求

细节是最为重要的经验。当然表现细节，刻画

细节，作为一个特型演员和艺术家来说，这也是

最为重要的艺术修炼。

应该承认，领袖人物的塑造必然有其特殊

性，首先领袖是万众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次在人

民心中，领袖人物有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这

些因素存在，无形之中便给演员塑造领袖形象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比如电影《周恩来》在表现

周恩来赴邢台地震灾区慰问时有这样一个经典

的感人镜头，晚上与灾区百姓一起吃饭，当他喝

完最后一口汤后又掰下来一小块窝头在碗里仔

细揩了一遍，然后把它放在嘴里吃掉，表现出不

浪费一丁点粮食的好品德。这样一场戏没有一

句台词，甚至连习惯用的音乐效果也没有，但无

声成为烘托周恩来形象的最佳选择。这个艺术

细节对刘劲影响极大。他深深感到，没有细节

就没有完整的艺术形象，真实的细节是塑造人

物，达到典型化的重要手段。这也成为他艺术

创作中着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在刘劲创作周恩来这一系列艺术形象时，

对细节的表现成为他特别追求的一种目标。在

他看来，无论编剧或者导演，能给予你的都是基

本结构和脚本，如何把这个脚本用艺术手段逼

真地表现出来，要靠演员自己对角色的把握和

综合的历史、哲学和艺术等多方面的修养。人

物内心世界的展示和外化要靠感人的细节，而

很多这样的细节要靠演职员自己去品味和理

解，这是剧本很少给你提供的。

比如，他出演电影《八月一日》中的周恩来，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临赴南昌去领导起义前

夕，邓颖超手里握着在广州因难产而失去的儿

子的红兜兜，年轻的周恩来从邓颖超手里轻轻

取出叠好放在怀里，就在他即将离别的时刻，邓

颖超从身后哭着抱住了他，他转身紧紧抱住邓

颖超说：“我们还年轻，还会有孩子的。”邓颖超

抬起泪眼告诉他，医生说我们不会再有孩子

了。周恩来瞬间明白这个红兜兜意味着什么，

他紧紧抱住邓颖超坚定而悲痛地说：“只要革命

有后，你我无后又何妨？”这样一些动作细节的

表现，剧本能够提供的就是一两句台词，怎么表

现，全靠演员的发挥。而正是这样的一些临场

表现，把作品中的人物演绎得分外感人，成为剧

作中让人过目难忘的部分。

同样，在这部由刘劲执导的电影《周恩来回

延安》中，对细节的追求依然是他最重要的艺术

追求。很多情节的表现都是他临场的灵机一动。

比如一到延安，有一场周恩来请老乡们见面吃

饭的戏。几十年不见的乡亲们，面目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工作人员准备向周恩来一一介绍老乡

的名字。还没等陪同者开口，周恩来挡住说：“你

先别说。我说，这是郝大哥。”一转身，略一停顿

说：“这是花子大哥。”再回头看见略微年轻些的

一人说，“这是延强兄弟。”这些极其感人的语言

和表情，都产生了特别感人的艺术效果。他拿起

小米饭闻一闻，就像闻一坛老酒，那种陶醉和快

意，把周恩来对延安的情感跃然银幕。

此时，周恩来看着老乡们狼吞虎咽的吃饭

动作，便忙着给他们夹菜。几个老乡一边大碗

吃饭，一边说，要是娃也能吃上就好了。周恩来

的表情这时忍着，但转脸之间，眼泪刷的一下出

来了。这种情感是那样自如那样逼真。因为他

知道，人民还吃不饱饭，百姓的温饱还没有解

决。吃完饭，周恩来让工作人员拿来饭盒，让每

位乡亲又给家人带回一碗。这样一些感情的冲

击点，一下子把本没有多少故事的作品带向了

高潮。

在延河河滩，周恩来的车陷进了泥淖。乡

亲们闻讯前来抬起了周恩来的吉普车。他站在

吉普车的踏板上那番讲话，荡人情怀，他说：是

延安的小米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毛主席当

年对延安人民的许诺，我们没有忘啊！说到此，

周恩来一下哽咽了，演员刘劲已经无法说下去

了。但作品一下子却把剧情推向了高潮。这样

的情节细节，需要的是演员表达真情实感，如果

没有对一代伟人周恩来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思

念，仅凭对剧本的演绎，绝对不会达到这样一种

艺术效果的。许许多多的细节，靠的是艺术家

思想的艺术的修炼。

刘劲曾经这样表述，周恩来几十年没有到

延安，回到延安的心情该是怎样的急迫和激动，

这是常人不可理解的。刘劲认为，周恩来虽然

已到晚年，但是，他一到延安，本来是有人开门

搀扶下车的，但是刘劲完全摈弃了剧本本来的

阐述，车门一开，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几乎是

跳下车来的。这样一个动作，一下子把周恩来

那种急切思念和喜悦等等多种情愫完整地表现

出来了。作为共和国总理，他那种难以尽述的

内心世界一下子外化出来了。周恩来在延安，

没有忘记看看百姓缸里的小米有多少，没有忘

记那个当年救过他的曹奶奶身体怎样。当他接

过曹奶奶纫了半天纫不上的针，不仅帮助曹奶

奶纫上，又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曹奶奶，这些动

作极为逼真的描述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把共

产党与人民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劲作为一个演了20年周恩来的特型演

员，他深知扮演周恩来这样的领袖，不能仅仅追

求外表上像，更要在日常做人做事上学习周恩

来的革命品格，让观众看到一个丰富、细腻、广

博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如此，他一有时间就研

究关于周恩来的相关史料。收听收看关于周恩

来的音频，让自己的内心世界长期浸润在领袖

的精神世界里。在他看来，如果一个演员在台

上扮演的是领袖的典范，生活中却是唯利是图、

甚至在许多方面是低俗的追求，那是不可能演

好领袖形象的，也不可能为广大观众所接受。

22年扮演周恩来，出演了60多部周恩来各个时

期的形象，是目前为止出演周恩来作品最多的

演员。潜移默化中，伟人的品格、精神、情怀都

在不断地影响着刘劲的人生。他说，自己再现

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在不断塑造自己的人生，周

恩来使自己获得诸多的荣誉和地位，也使他塑

造着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世界。演好周恩来，关

键是要传播一代伟人的大德和精神。

如今，刘劲对周恩来的研究和再现，已经到

了细致入微的境界。他讲过周恩来无数相忍为

党的故事，也受到这些故事的巨大影响。在革

命的重要时期，作为领袖人物，有时候忍让表现

的是一个人的高尚品格。周恩来的回忆录中曾

经讲过这样一件事，井冈山斗争时期，顾问李德

因为战士路边做饭起火，把战士的锅掀了，刘伯

承闻之愤怒，替战士们讲理，李德立即宣布，马

上撤刘伯承的职。这事让周恩来处理。特殊时

期，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恩来对刘伯

承说，去一军团任参谋长。让刘伯承由总部去

军团任职，无疑是一种处罚。这时恰逢一军团

参谋长陈毅受了重伤。但是，周恩来在宣布命

令的同时，用一种莫名奇妙的声音大喊道：一定

要接陈毅同志回来养伤。这表达了对李德粗暴

态度的极度不满，但是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又

无法违抗，只有借题发挥，转移情绪。而刘伯承

听懂了，立即向周恩来敬礼回答：我执行命令。

说完转身去了一军团。这样相忍为党的故事，

几乎充满了周恩来的人生。而刘劲正是通过对

周恩来这样细致入微的研究，已经成为他塑造

周恩来形象的源头活水。哪怕一个故事、一个

表情、一个眼神，都充满领袖人物浓郁的生活韵

味。因此，他塑造的周恩来，不仅是形似，更主

要的是神似。很多观众说，正是通过由刘劲塑

造的周恩来形象，更加崇敬和认识了这个伟大

的政治家和一代伟人。

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扮演周恩来的

形象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青年周恩来、比如如

何在现有基础上对周恩来形象更加深化。如何

把这样一个领袖和伟人的形象以更多艺术作品

呈现给我们的社会，这是这个时代赋予刘劲的

更加光荣的使命，刘劲在不断学习，也不断向自

己提出更大的挑战。我们也期待他不负观众，

不负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留下更多的堪称黄钟

大吕的精品力作，留下周恩来这个一代伟人的

不朽雕像。

用一腔崇敬和热爱演好伟人周恩来用一腔崇敬和热爱演好伟人周恩来
————从从《《周恩来回延安周恩来回延安》》谈谈演员刘劲谈谈演员刘劲 □□陈先义陈先义

4月 22日，五洲传播中心与国家信息中心在

京联合举办了《丝路微纪录》第二季全球上线首

映礼。

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指导，五洲传播中心制作

的全球首部4k拍摄的“一带一路”主题新媒体系列

短片《丝路微纪录》，讲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新丝路故事，该系列片第一

季已于2017年播出，海内外反响热烈。《丝路微纪

录》第二季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召开前夕，在中国“一带一路”官网和人民视频首发

上线，同时还在学习强国平台和共青团中央各新媒

体平台推出，之后会陆续在Youtube、Facebook、

国新网、腾讯视频、爱奇艺、哔哩哔哩弹幕网等海内

外新媒体平台上线。

缅甸的世界地质公园、北极圈的液化天然气项

目、约旦荒漠中的油页岩电站、巴西的足球教练、阿

富汗的珍贵文物、加纳的港口建设、来自世界各国的

国际出版人、加纳流行的“中国智造”、南亚第一高

塔、阿拉伯地区爆红的阿语直播平台、E时代的胡杨

林修复计划……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元素因为一个

关键词——“一带一路”被串联在了一起。《丝路微纪

录》第二季摄制组的足迹遍布三大洲12座城市，从

人文交流、生态环境保护、物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切入，记录了精彩动人的新丝路故事。

（许 莹）

《丝路微纪录》第二季
全球首发上线

电视剧《因法之名》在北京卫视播出

后，不仅取得了收视佳绩，也获得了不少

赞誉，在近日由中国视协举办的该剧研

讨会上，很少在自己担任编剧的研讨会

上露面的赵冬苓，克服了“五一”假期前

夕买不到票的困难，执意赴京参加研讨

会，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太看重这部《因

法之名》了。

谈起创作初衷，赵冬苓介绍说：一开

始制片方拿了几个选题找到我，其中有

一些商业性很强的选题，但是我挑选了

这个纠正冤假错案的选题。一方面是我

兴趣所在，我对法律、法治题材非常感兴

趣。另外基于我对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未

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中国一定要走法治

道路，中国一定会走向法治国家的道路。

我觉得这样一个选题非常有社会价值，就做了。

在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说，好吃的肉都被挑的差不

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赵冬苓挑到的是一块极

其难啃的骨头。她说：我在接这个选题时，就知道它的

难度。我做编剧30多年了，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希望

在自己写作的舒适圈里创作，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是

一种快销品，一次性的市场消费。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应

该对社会现实发声，应该对国家进步、社会进步起一点

作用。我希望作品能够留得下来，所以最后还是知难而

上了。

针对观众提出的一些问题，赵冬苓阐明这部电视

剧不是一部涉案刑侦剧。“我看很多观众忙于猜凶手是

谁，我写的不是一个破案剧，凶手是谁我不关心，我关

注的是一个错案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一个错案的产生

会给周围的人，给社会，包括给公检法与法治建设带来

哪些伤害，一代一代法律界人士是怎样艰难推动中国

法治进步的。这才是《因法之名》这部剧所关心的，也是

我创作的初衷。

赵冬苓在分享其创作经验时说，我力求通过一个

错案从造成到最后纠正整个过程，来反映中国法治的

进步历程。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观众从剧中

能看出来，反映法治的进步是我从构思到最后表现出

来的一个强烈心理动机。今年在北京开两会期间，我抓

紧会议休息的时间，又到最高检找到我采访过的检察

官，了解一些新的案情、新的素材。他非常热情地接待

了我。通过我和检察官的几次接触，我从他们身上感受

到中国真正的法律精英该有的样子。最早我和检察官

交谈的时候，无意当中谈到了案件当中的孩子，他说一

个错案发生了，就苦了孩子。这个剧本的产生就是因为

他的一句话，我当时就觉得电闪雷鸣一样，刚开始真不

知道电视剧从哪里落笔，他这一句话点醒了我，当时我

决定一定要从第二代落笔，现在故事里的许子蒙，观众

虽然吐槽他的感情线，但这个人物不可少。该剧第一个

出现的形象就是许子蒙，经历了父亲蒙冤入狱，导致他

一生的性格变化，家庭、爱情、婚姻一系列都发生了改

变。我就是要通过父子两代遇到几乎相同的案件，用对

比看到进步。我特别感谢最高检，采纳了我希望的许子

蒙最后走到法庭上，由法庭来宣告他疑罪从无的情节。

谈到现实主义创作时，赵冬苓认为现在号召作

家、艺术家写现实的氛围很好，但她个人认为，写现实的

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只有真正直面社会的完美和不完

美，从中找出社会前进发展的内在规律并真实呈现，这

才叫现实主义。赵冬苓自信地说：《因法之名》就是这样

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很多不完美，特别是有一些

编剧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的不完美，甚至引发一些观众吐

槽，但是我觉得它仍旧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对

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我是有名的写作快手，一年

写两到三部电视剧是正常的速度，但是写这部作品光大

纲就写了14稿，中间几次写到自己崩溃，完全没有自

信。我已经到了见一个人就跟人家说“我给你讲一个故

事，听听这个故事有意思吗”的地步。还好，所有听过的

人都说挺有意思，最终我鼓足勇气写出来了。虽然不完

美，但是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是特别令我骄傲的一部

作品。 （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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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与电影业界专家共同研发的中小学生“电影研

学”课程体系，近日在“2019首届电影研学高峰

论坛”暨“同道电影坊”揭牌仪式中发布。来自全

国学术界、教育界、电影界专家和教育综合实践

基地的成员到场参与，活动由河北省秦皇岛市教

育局、北戴河区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

共同主办。

作为2018年由教育部评定公布的“全国中

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中的首个电影研学基

地，早在2011年，同道电影坊即以教学实验的形

式，邀请业界专家担任导师，组织儿童电影特训

营，引导孩子们从看电影、学电影到演电影、拍电

影，在寻找自我、展现自我的过程中提升与他人

和世界对话交流的能力，积累了丰厚经验。本次

论坛的召开除经验推广与交流外，也试图共邀相

关领域专家针对当前研学旅行、研学教育热中存

在的过度逐利、缺乏创新等诸问题展开充分讨

论。与会专家认为，研学教育在世界有着悠久历

史，发挥着传统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影研学

通过知行合一的教学实践，拓宽了教育的方式。

电影里有文化、有故事、有悲伤、有呐喊，是可以

改变人一生的艺术。电影坊创始人张同道表示，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与伟大发明，应该回归

大众。同道电影研学课程针对少年儿童发展的

内在秩序、方向和智慧制定了科学的研学效果评估体系，

力图以趣味性、体验性和互动性激发不同年龄段少年儿

童的创造力、行动力和合作力，并从情感、态度、价值观、

综合实践能力等方面的提高来实现教育伴随成长、艺术

改变生命的教育理念。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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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军、袁泉、阿鲁赞、迪纳茨等主演，讲述人民音乐

家冼星海生命中最后几年在异国他乡度过的鲜为人知的

革命经历的电影《音乐家》，5月13日在京首映。作为受

“一带一路”思路启发投拍的首部中哈合拍电影，该剧凝

聚了两国主创人员的大量心血。首映礼当天，影片出品

人沈健、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等幕后主创与观众分享了

影片的创作历程。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作品，电影《音乐家》在

展映期间已凭其独特的题材、精良的制作和感人至深的

家国情怀与对人类共通的情感的抒写与表达，受到了业

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影片以艺术电影的品质表现了一

个属于中国，亦属于世界的英雄的故事。摄制组在拍摄

期间辗转中哈俄三地，前后历时近5年，先后投入两万人

参与其中，以热烈而又节制的艺术呈现将真实的家国情

感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首映礼现场，冼星海的女儿冼

妮娜与他当年在阿拉木图视若亲人的小姑娘卡利娅，时

隔20年后再次相聚，共同表达了对“冼星海爸爸”的怀念

与追思。有观众表示，影片最后一幕，已病体难支的冼星

海鼓足最后气力，指挥奏响新修后的《黄河大合唱》，“那

一刻，我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这是一个讲述冼星

海人生经历的动情故事。”

谈及该片的创作初衷，沈健说，在波兰，所有人都知道肖

邦，在中国，我们也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我希望在我们的银

幕上能以中国英雄的传说传承不朽的民族精神。（路斐斐）

电影《音乐家》在京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