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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音乐家》的总策划和出品人，

多年来沈健在圈中更为知名的身份是央视

电影频道栏目《世界电影之旅》的制片人。今

年5月以来，《音乐家》作为“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首部中哈合拍片在全国院线公映，并先

后在北京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影展上

获得殊荣，“电影人”沈健也因此从幕后走向

台前。《音乐家》讲述了《黄河大合唱》作曲者

冼星海人生最后5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革命

经历。影片开拍于中哈建交25周年，而种子

则埋藏于2013年乃至更早。

沈健与电影结缘始于上世纪90年代，

彼时在美国旧金山南湾硅谷做访问研究的

他，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

和“资深”电影爱好者，他亦最早接触到奥斯

卡，了解了好莱坞对世界电影的深刻影响。

于是几年后，他回国自筹经费创办了后来响

誉海内外的经典电视栏目《世界电影之旅》，

并在其后近20年的时间里，带领团队走访

了全球 108 个国家和地区，制作播出了

4500多期专题节目，不仅为中国与世界电

影的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深入而有益的探

索，也同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

许多国家的电影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并以

此为基础，于近年来先后发起了“一带一

路”合拍计划，出品完成了首部中印、中哈

电影合拍片项目。在当下的电影市场背景

下，“一带一路”电影合拍有何特点与意义？

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有哪些启示？近日，沈健

从电影《音乐家》谈起，并就相关问题接受

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 者：2016 年，您从熟悉的电视节目

制作领域转而开始关注电影制作并成立了

专门的影业公司，电影《音乐家》成为继《功

夫瑜珈》后您投拍的第二部影片，亦是第二

部“一带一路”合拍片，为何首次触“电”就选

择了难度较大的合拍项目？

沈 健：2016年闪亮影业成立的契机

就是为了促成首部中印合拍片《功夫瑜珈》

项目的落实。这个合拍计划实际诞生于

2014年。当时中印两国刚签署了一个电影

合作协议却没有项目。于是在印访问期间，

我去了趟孟买，一家家上门去找，一共找了

11家规模较大的印度影视公司，直到离开印

度的前一天，我邀请这11家公司的11位制

片人一起吃了一顿中餐，饭桌上大家无意间

聊起了两国人对印度瑜珈和中国功夫的误

解，这才有了《功夫瑜珈》这个项目的诞生。

为这次合作我几乎跑遍了印度的宝莱

坞公司，并与他们做了深入的交谈和铺垫，

后来《功夫瑜珈》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给

印度电影界带来了信心与激励。印度电影曾

经在中国也有不少观众，后来随着进口大片

的大量涌入，它才同许多别国电影一样，慢

慢淡出了国人视线。这次合拍成功，最重要

的是启动了印度电影重返中国电影市场的

历史进程，也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功夫瑜珈》项目与《音乐家》项目几乎

是同时进行的，前者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全力

投入到了对冼星海故事的挖掘中。这个电影

最初的灵感来自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一带

一路”首倡演讲。我非常了解中哈关系的重

要性以及在哈萨克斯坦发表这篇首倡演讲

的意义，并萌发了通过电影合拍合作来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以增进两国人民“民心相

通”的念头。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拓荒意义

的全新领域。总书记讲述的冼星海在哈的

经历就是一个能促进并传承中哈友谊的好

故事，我希望以这部电影来缅怀属于我们

共同的英雄冼星海。

由于受到题材的限制和一些历史因素

的影响，《音乐家》的筹拍过程确实十分艰

难。除人物资料数量少、获取难、线索分散

外，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习惯也为这个

项目带来很大的合作风险。因此，当我们最

终决定启动这个项目时，哈萨克斯坦的同行

特别高兴，他们说等待这次合拍已等了整整

20年，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也曾屡屡尝试，

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成功。2005年中国电

影百年时，我们向世界展示出的巨大成就深

深吸引着哈萨克斯坦电影人，他们想同中国

合作并学习我们的经验，“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大大加速了这种合作，不仅为哈萨克斯

坦也为中亚其他国家的电影带去了触动与

转变。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公司的副总

裁谢里克就曾对我说：“合拍带来的电影理

念和制作技术足以使哈萨克斯坦电影业的

发展水平向前提速至少20年。”

记 者：与常见的中外合拍片多选取商

业大片不同，这次两国电影人的通力合作使

这部合拍片充满了史诗化、诗意化的艺术色

彩。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意义？

沈 健：对于“60后”来说，电影曾是我

们了解外部世界几乎唯一的窗口。在我小的

时候，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罗

马尼亚等国的电影都曾为我们单调贫瘠的

童年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精神补充，所

以至今我仍对这些给予我们温暖和慰藉的

外国电影心存感激。如果说创办《世界电影

之旅》是一种想要重返精神原乡的情结，那

么将我们多年的积淀与培养的国际视野

融铸到一部表现我们民族自己英雄的电

影中去并展示给世界，这也是一种情结。

电影是要传达理念和精神的，我们以合

拍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永不屈

服的热血以及超越民族界限的宽广胸怀，

在我看来，这是以实际行动去探索一条艺

术新路的艺术实验。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定要清醒地知道自

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跟世界的

关系。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电

影是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在《音乐家》的创

作中，我们想办法让电影充满一种感动，我

们想让观众知道，我们缅怀的不只是冼星

海、拜卡达莫夫，还有一批那个年代在阿拉

木图、在全世界战争阴影下流离失所的音乐

家群体。在曾经无数次的剧本调研和采访

中，哈萨克斯坦的同事和我们一起哭一起

笑，与我们分享着同样深沉的民族情感。在

后期拍摄中，现场时常会因从中亚各国前来

观摩的电影同行太多而不得不中断，从而变

成了一个学习交流的课堂。我们比一般的剧

组花去了更多时间用于各种交流，中文、英

文、俄文、哈萨克文……不同语种间都需要

互译，因此我们为剧组配备了很多翻译。我

跟我们的团队讲，“外事无小事”，宁可耽误

工期也要满足中亚朋友们的好奇心，这同样

是一种价值。合拍的过程首先应该是电影人

心心相通的过程，只有电影人之间赢得相互

的理解与尊重，两国观众才能心心相通，文

化交流才能沁入心灵，使我们真正向世界传

递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普世情感。

记 者：4年前您还创办了专门的基金

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拍计划，从世界

电影文化的推广者到促进中外电影生产

合作的推动者，您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有何

期许？

沈 健：2006年我曾受当时的联合国

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与全球20多位专

家在伊斯坦布尔共同商讨建立一个对话机

制即后来成立的“联合国文明联盟”来应对

此况。一同受邀的还有卡塔尔王后谢赫·莫

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南非大主教图图等，

联合国决心以建立这种高规格的文明对话

机制来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很受鼓

舞，也更坚信了我们以传播电影多元文化的

方式来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做法是非

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整个社

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明正从一路向东的开

放开始转向重视向西开放，重视与陆地文明

的沟通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之时，我们究竟又

能为世界提供什么？这是近年来我作为一个

电影人考虑最多的问题。中华文明可以

5000年绵延不绝的根本，在我看来就在于

我们有着“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与

文化，而这也是我们可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

冲突而贡献的中国智慧。目前，我们手头有

七八个国际合拍项目正在同步开发中，未来

我希望中国电影人能为世界提供出能真正

体现中华文化、中国情怀，能让世界爱上中

国的电影。在我看来，赢得尊敬，中国电影才

能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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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中央苏区根据地的赣南

总人口约240万，其中有33万人参加了

红军，60余万人支援前线。参加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的8.6万人中就有赣南子弟5

万多人，他们绝大多数牺牲在漫漫长征

路上。寸寸红土地，殷殷战士血。“八子参

军”的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具有奠基意

义的当年苏区闹红、扩红的故事。1934

年5月苏区《红色中华》报刊载了瑞金一

个叫杨荣显的老汉，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把8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8个儿子先

后牺牲。老人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的愿

望没能够实现。这个红色故事的“硬核”

是苏区人民的牺牲奉献。80余年来，这

个故事广为流传，被赋予多种戏剧舞台

艺术形式。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导

演高希希据此改编成电影《八子》，完成

了在现实语境下对红色资源的一次全新

开掘。

影片的可贵首先在于主创对那一段

红色历史的敬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创世神话”。“八子参军”便是共产党领

导人民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一个

“创世神话”。影片的努力在于让今天的

观众感受到当年战争的残酷。获得这种

感受，离不开主创对“创世神话”全新的、

年轻化的视角呈现：枪战、兄弟、亲情

等。第五次反“围剿”是一场真正

的“绝命之战”。由于错误路线的

指挥，红军作战已经没有了往日

的优势，失去了稳固的后方，只能

连续奔袭作战。影片中战争场面

占到80%的篇幅，好莱坞级爆破

师制造的4500个炸点形成战争

大片的宏阔场面。以红军题材而

言，这部电影本算不上是宏大叙

事，它是一部小人物的命运史。之

所以它能够成为史诗级大片，离

不开将历史细节放大形成的“战

壕真实”。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塔

奇曼曾说，他“信奉以盎司计算历

史，不相信用一加仑水壶端上的历史”。第五次反

“围剿”，红白厮杀的战场犹如绞肉机。红军战士头

上是盘旋轰炸的敌机，身旁是横飞的子弹、爆炸、

肉搏，被炮火熏黑的一张张战士的面孔，割麦子般

牺牲倒下的场面。唯其如此，“八子”中的六子才会

一个个倒下，最后仅剩下大哥杨大牛和小弟满崽。

这既是战场的缩影也是战争的逻辑，同时它还构

建起红军战士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成长为英雄的典

型环境。影片一开始就是满崽与野猪遭遇了一场

生死肉搏，紧接下来便随大哥投入到泥地枪战、丛

林肉搏、炸炮兵阵地、炸吊桥等一个个寡不敌众的

生死决战，阵地上，已经担任了红军排长的大哥杨

大牛吃力地将中弹的老五拉进战壕，敌机来了，老

五把大牛扑倒，老五牺牲了。激战结束后，影片让

大牛无言、无助地把弟弟离家时母亲给他缝的红

肚兜紧紧抱在胸口，他用匕首在臂上又划出一道

口子。那里已经有五道伤口——每一道伤口都是

一个牺牲的弟弟，这个细节震憾人心。影片最后，

大牛中弹倒在桥上，命令满崽炸桥以阻止敌人前

进，弟弟拉响了手榴弹却冲上桥背起了重伤的哥

哥，“轰”的一声，银幕上两条红肚兜飘起。影片《八

子》中，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给观众带来战

争大片的节奏、震撼与视觉和心灵的双重冲击，这

是一种符合当下观影审美的选择。

《八子》出色的红色叙事在战争场面的“刚”、

手足兄弟的“暖”、母盼子归的“亲”三个维度上体

现。优秀的艺术家总是深谙艺术辩证法的。《八子》

战场超“燃”，快节奏、高冲击，但到了情感戏的展

开，却是动中取静的。“八子参军”在叙事

策略上排斥徐徐道来，重头戏只放在老

大、老八的浴血战场，其余六子的牺牲进

程浓缩为老五的中弹和大牛手臂上一道

道结痂的刀口，这既保持了“八子”故事

的完整性又突出了“硬”桥段。影片将真

实故事中八子的父亲改为母亲则更便于

情感叙事。影片通过闪回、补叙等镜头，

将满崽的成长、战争的悲壮残酷与血肉

相连的母子情、荡气回肠的兄弟情、生死

与共的战友情有机勾连，使战事线、情感

线环环相扣。影片中“兄弟情”是一个亮

点。血肉横飞的战场对于“老兵”杨大牛

早已习以为常，但对于最小的弟弟满崽

来说则需要适应。当大牛一度错以为满

崽要当逃兵，朝他举起枪时，他对弟弟

说，没有穿军装时你是我兄弟，我愿意你

活着，我不想你死，但是穿上军装你就成

了一个战士，所以你敢跑我就一枪打死

你。然而他们又是亲兄弟，当大牛和满崽

要在战场上分头行动时，弟弟最后一次跃

上了大哥的背，就像小时候一样，大哥疼

爱地背着弟弟过了河……炮火连天、血肉

横飞之后是出奇的宁静。剧情在8个高高

飞舞的红肚兜，以及母亲望着远方空无一

人的那条回家之路的镜头中达到高潮。

此时，观众早已泪目。康德在美学史上的

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美感和快感作出区别。这对

今天的战争片创作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美学

问题。

作为一部震憾人心的弘扬主旋律作品，《八

子》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英雄群像方面可圈

可点。“八子”的英雄群像烘托出影片鲜明的风格

和主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

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片中杨家几代遭受地

主的剥削，共产党和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穷

人才翻身做了主人。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杨家兄弟

八人舍小家，顾大家，谁为老百姓谋幸福，谁就会

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便是历史的逻辑。

红色历史题材电影在艺术和思想层面所能达

到的高度，往往取决于是否能独具慧眼地发掘出

最能触动当代观众情愫、最能震憾当代观众心灵

的叙事时空。影片《八子》具有两个时空：一个有形

的时空是炮火硝烟的战场，还有一个无形的时空

是母亲苦苦盼望儿子归来。他们的“时空对话”将

战争与情感交融在一起，让观众真正感受到了故

事内核中的撼人力量。在杨家八子前赴后继走向

革命、走向牺牲的历程中，八子们为了让妈妈“过

上好日子”的承诺，化为革命者穿越时空、永葆人

间的浩然正气，表现出苏区百姓一心跟定为人民

谋解放、谋幸福的共产党朴素坚定的理想信念，并

将此作为贯穿影片的主线。历史不仅仅是用来怀

旧的，红色电影创作的成功与否，需要寻求对应当

代观众新的“价值发现”。人们欣喜地看到，影片

《八子》做到了。

赢得赢得尊敬尊敬，，
中国电影才能赢得未来中国电影才能赢得未来

————访电影制片人沈访电影制片人沈健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路斐斐路斐斐

评 点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把

这光吸引进来的不是别人，是一往无前的乐

观精神和越挫越勇的韧劲。正在湖南卫视热

播的现实主义青春剧《流淌的美好时光》就展

现了新时代青年健康成长、积极进步的精神风

貌。剧中的男女主角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始终

保持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他们散发的青春力量彰显了这个时代的精

神气质，为社会的美好和谐注入强大力量。

心向阳光，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寒冷；手

捧玫瑰，走到哪里都能散播芬芳。这是男主

角齐铭的真实写照。他学习成绩优秀，阳光、

开朗，尊敬师长爱护同学，是学生会主席，是

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是同学眼中的校草，是

家长挂在嘴边的“别人家的孩子”。幸运如

他，家庭条件优渥却不放纵，成绩优异也懂得

约束自己，同学易遥被欺负时他默默挺身而

出，面对母亲的严格要求他温和以待，他像一

束永不熄灭的光源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这

样一位优秀青年，对受到伤害的易遥照顾倍

至，他会每天给易遥带牛奶，给易遥过专属生

日，无论关于易遥的谣言多么绘声绘影，他都

斩钉截铁地站在守护易遥的阵线上，他是易

遥生命中的缕缕暖阳，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发

挥避风港的作用，照亮易遥心里的灰暗。

一帆风顺的人生固然精彩，在

曲折中活出尊严更加有意义。相比

齐铭来说，易遥是不幸的，她没有

一个幸福的原生家庭，父亲再婚有

了自己的家庭，母亲以卖酒为生却

终日沉溺于醉梦之中，但她没有自

暴自弃，帮母亲卖酒的同时做几份兼职维持生

计。面对母亲每日的苛责与无理取闹，易遥默

不作声、不离不弃。面对困难，易遥选择努力生

活，如仙人掌般与困境抗争。她顽强的意志、自

强不息的生活态度让人尊敬，她之所以能够获

得齐铭的守护，能够遇见愿意陪伴她、支持她

的郝湉、顾森西、方侃，也正因如此。

“每一个生命，都像是一颗饱满而甜美的

果实，只是有些生命被太早的耗损，露出里面

皱而坚硬的果核，尽管悲伤，但这就是真实的

回忆，真实的生活”。美好时光注定充满坎

坷，如何面对现实，进而拥抱现实，这是《流淌

的美好时光》引申出的一个讨论主题。原生

家庭的不幸，造成易遥性格上的缺失，她渴望

父爱，渴望被保护，却只能靠自己，她像个刺

猬般浑身布满刺，以倔强坚强来抵抗自己内

心的脆弱和孤单。

“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易

遥的生活态度。齐铭固然是她成长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一束光芒，可最重要的是她自身的

不屈与倔强。甚至到后来观众发现，在朋友

的陪伴和支持下，易遥变得更加开朗、爱笑，

那是她内心充满阳光、不妥协于命运的真实

写照。倔强的，顽强的，勇敢的，那是剧中人

坚持不懈的样子，也是《流淌的美好时光》希

望观众成为的样子。

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

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

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

颂。无论是校园生活还是职场新人面临的各

类挑战，《流淌的美好时光》都没有逃避现实

生活的纠结与慌乱，反而是在幽微处发现美

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在青春岁月里，或许

你会遇到齐铭这样的“光源男孩”，又或许你

遇到的是易遥这样的“向阳力”女孩，他们在

展现自身积极乐观正能量生活态度的同时，

也给予每个人光亮和温暖，不负年华，青春向

前，这是对青春剧的一个新注脚。

6月 24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指

导、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麦香》专家研评

会在京举行。该剧讲述了“最美军属”麦香不爱名

利、不惧万难，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赢得属于自己的

“军功章”的故事。专家表示，该剧作为一部集聚时

代特点和个性风格的农村题材作品，既勾勒了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巨大变化的宏伟时代画卷，又细腻描

摹了军烈属麦香和退伍军人云宽等人艰难而又精

彩的创业历程，对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

了有益探索。

文艺评论家李准谈到，该剧能在类型上超越一

般的家庭伦理剧、农村改革题材剧和励志剧的固有

模式，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其创作来源于生活。作品

聚焦中国普通妇女的奋斗，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和浙江文化的优秀传统融汇进“麦香”这一当代人

物的形象塑造上，剧作对革命传统中军烈属荣誉感

的揭示不啻为一种现代发现。专家认为，该剧生活

气息浓厚，以独特的视角、扎实的创作写出了中国

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农村历史面貌的革新与农民心

灵的变迁及精神成长，将时代与人、命运与人、人与

人的关系做了全新的诠释，写出了人情之美、人性

之美，并重新呼唤了尊严和荣誉高于生命的时代价

值观，是一部充满正能量和美好情感，聚焦现实、讴

歌英雄的佳作。 （路斐斐）

由中宣部重点扶持，中央电视台，中共江西省

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江西

广播电视台，艺海纳川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五

好青年影业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等出品的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于7月4日晚在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先后被列入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重点项目、中央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广电总局2018—

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由吴子牛担任导演，张

强担任总编剧，林江国、缪婷茹、唐国强、张歌、印小

天等倾情演绎。

《可爱的中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及红

十军的创建人方志敏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发

动农民暴动，组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建设“苏

维埃模范省”，在危难面前忠诚于党，为掩护中央红

军战略转移向敌人统治腹地进军，不幸被俘后，又

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开展狱中抗争，并写下《可爱的

中国》等不朽篇章，最终从容就义的光辉一生。该

剧塑造了一代伟人方志敏的光辉形象，凸显了以

“爱国、清贫、创造、奉献”为主要内核的方志敏革命

精神。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方志敏同志诞

辰120周年，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的播出，与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高度契合，对

于传承红色基因，彰显方志敏精神新的时代价值，

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许 莹）

《《流淌的美好时光流淌的美好时光》：》：

万物皆有裂痕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刘百合

电视剧《麦香》书写军属的崇高荣誉感

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央一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