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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中国电视艺委会

主办的电视剧《共和国血脉》专家研评会在京举行。该剧

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老一辈石油人战天斗地、

不畏险阻，力摘中国“贫油国”帽子的全过程。与会专家认

为，作为一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剧，该剧坚

持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再现了一段艰苦卓绝

的峥嵘岁月，展现了共和国的精神血脉，是近年来难得的

具有史诗品格的重工业题材电视剧。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次石

油会战，将镜头聚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57师转职而成

的石油工程第一师的近20年奋斗历程，有力歌颂了石

油师指战员及石油工人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大情、大

义、大爱，彰显了不朽的石油精神、铁人精神，不屈不挠

的钢刀精神以及善于调查、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科学

精神，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剧展现的既是新中国

石油工业的创业史，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的成

长史，剧中塑造的石兴国、许茹等主人公，团结各方力

量、力克时艰开发油田，凸显了石油人的坚定信念和浪

漫豪情。也有专家谈到，作为一部工业史诗剧，该剧在

石油工业化的呈现方面还存在表达不足、用力不够等

问题，剧中较多的情感纠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线

情节发展的力量感。但总体而言，该剧不失为一部提

振民族精神、表现家国情怀的中国式大剧。

（路斐斐）

电视剧《共和国血脉》谱写新中国石油工业创业史

7月23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国电视艺

委会主办的电视剧《少年派》专家研评会在京举行。该剧

讲述了高中生林妙妙、钱三一、江天昊、邓小琪与他们的

家庭成员一同迎击风雨，最终收获成长的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以轻喜剧的方式，真实、考究地

描摹了高中生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堪称当代高中生

活的小百科全书。这部作品未将孩子们简化成只有冲动

和叛逆的脸谱人物，而将他们打造成更具独立意识、渴望

话语权的时代新人。作品基于两代人的视角，充分表现了

亲子沟通时存在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揭开了诸多当下的

社会痛点，同时它还是一面折射现实的多棱镜，反映了不

同的人生故事和价值选择。该剧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可

引发各年龄段人士的审美共情，是一部具有真实质感、生

活厚度和精神高度的现实主义佳作。有专家谈到，创作者

并不着眼于强情节的构建，而是在尽量保留生活原貌的

基础上，对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物进行深入挖掘，有

独特的审美发现和审美表达。作品既有引导广大观众直

面高考生活的朝气和正能量，也有对高考问题颇具深度

的思考，其彰显的主流价值不言而喻。也有专家认为，该

剧的思想穿透力和哲学意识观照的高度有所欠缺，创作

者虽然将大量社会热点融入剧中，却未站在更为广阔的

视野中审视社会问题，家国情怀的渗透也稍显不足。这部

剧还需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现实。

（吕漪萌）

电视剧《少年派》细刻高中生活新图景

由陈力执导，八一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

片厂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出品，反映我党建党

建军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召开

历史及背景的影片《古田军号》于8月1日同全

国观众见面。作为一部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纪念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影片，该片创作历时8年沉淀，以尊重历

史、大胆创新的创作态度，以重思想性与艺术性

的创作智慧，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探索初期的

艰难曲折与红色情怀，通过具有创新意味的叙

事策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以呈现，为同类题

材影视剧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日前，由中国电

影家协会主办、福建电影制片厂和电影艺术杂

志社承办的该片专家观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结合此片创作中体现出的政治智慧、艺术智慧

等，就如何以思想创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开辟新路发表了各自见解。

以政治智慧把握重大历史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看来，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如何处理矛盾是最大难

点，而回避矛盾则是常见问题。1927年国民革

命失败之后，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

及工农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在红四军党内特

别是高层中间就如何摆正党和军队的关系、克

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等方面产生

了认识分歧。面对特殊的国情党情，1929年12

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古田会议”恰

在此背景下，于重重矛盾的解决中开启了中国

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以探索中国

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专家表示，选择将这段历

史作为创作题材并直面矛盾进行艺术书写，首

先在题材选择的突破上体现出了创作者极大的

勇气。

同时，《古田军号》避开了宏大叙事的架构，

选择从一个小切口切入，以一个红军小号手的

独特视角阐释90年前的重要历史，既通过结构

的巧思对观众形成了强烈的代入感、亲切感和

认同感，也有效实现了当代思考与历史视野的

勾联衔接。特别是在对历史矛盾真实再现时，作

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把握与表达，将矛盾和斗

争、分歧和争论的意义置于共同信仰下共产党

人对中国革命和人民的忠诚中去读解，也更好

地让观众体会到了在人民军队生死存亡的紧急

关头党对革命道路进行艰难探索的历史意义。

此外，全片写“会议”却少见会议场景，而通过对

众多矛盾的不断铺垫、烘托与整理，使古田会议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历史脉络和政治意义

得以清晰呈现与自然彰显，也显示出本片深刻

的思想力、创作力。

以艺术智慧重塑独特形象

与会专家谈到，如何塑造人物是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的另一大难点，而人物形

象与艺术手法的“陈旧”则是常见问题。《古田军

号》中，影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追求艺术真

实、大胆创作，实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与突

破。片中选用青年演员饰演革命领袖，将艺术表

演与生命体验巧妙融合，很好地完成了对富有

新意、充满年轻朝气的领袖形象的塑造。此外，

该片一反“高大全”的形象塑造，于重重矛盾中

展现重要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及崭新一面亦是

影片一大特色。片中毛泽东、朱德、陈毅和刘安

恭四位主要人物在性格上各有锋芒与脾性，但

却能在对党忠诚的思想共性中达成同志间的紧

密团结，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外，该片的艺术智慧还表现在以从生活

中提炼创作的大量故事细节来展现人物精神世

界的细腻与深刻，综合运用多种蒙太奇手法来

表现不同性格的碰撞与不同人物的关系，利用

大量闪回追忆等手法使影片节奏更加紧凑、代

入感更强，实现了叙事形式上的创新及艺术内

涵的丰富，在烘托、渲染等多重手法的共同作用

下，使该片人物形象及影片整体都呈现出一种

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以红色情怀引领创作风尚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张宏在研讨会上表示，古田会议的选题不仅具

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

的十八大之后，军队开始深化改革，但古田会议

上明确的“党指挥枪”的建军根本原则依然是新

时代的建军之本。以艺术的形式去承载并传播

思想，是更为深刻的艺术。编剧赵葆华表示，观

众是需要引领的，特别是在当前影视剧创作两

极化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缺重口味、强刺激，

也不缺小儿女、小情怀，缺的恰恰是这种期待已

久的能坚定我们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与文化自信的史诗级叙事。胡智锋谈到，《古田

军号》中创作者娴熟地使用了艺术辩证法，使影

片避免出现在红色类型片中常见的一些通病，

通过情与理、悲与喜、大与小、虚与实等关系的

辩证转化，体现出了创作者深层次的用心、用情

和用功，是合乎时宜的亦是培根铸魂引领创作

风尚的。

对于曾执导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

湘江》等红色经典的导演陈力来说，《古田军号》

不仅集中体现了其多年来在“红色大片”探索历

史上的积累与思考，在如何为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剧的创作开辟新路并吸引更多年轻人认同方

面，本片又走出了具有突破性的一步。

关 注

专家热议电影专家热议电影《《古田军号古田军号》：》：

创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开辟新路创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开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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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上映的电影《烈火英雄》，讲述了沿海

油罐区发生火灾，消防队伍上下级团结一致，誓死抵抗，

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影片被网友誉

为暑期档最感人的好电影。除水火无情，洞晓利害外，交

织着烈火、汗水、伤痛和绝望的消防员的真实写照及其家

属的目送场景，让影院内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就在今年4月2日，一则关于四川凉山森林火灾牺

牲消防员“最后的朋友圈”的新闻引人关注。《烈火英雄》

生动再现了火灾现场撕心裂肺的一幕幕，记录了他们在

几昼夜间发出的恒久光芒。为了最大程度还原现实，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影片用了75%以上的真火，令观众

感受到火焰的压迫感与恐怖感。与此同时，该片主创前

期采访了100多名消防员，将90%以上的真实事迹放进

影片中，主创们下足工夫，让观众全情投入，体会惊心动

魄的救火全过程。

影片中还藏有许多令人感动的细节。例如观众原以

为是胆小鬼的郑志，用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大家的生命，在

生命最后一刻，把自己的帽子扔出去并大喊：“给我妈！”

其实，看似不起眼的消防员的帽子里却藏着大秘密，消防

员往往把家人的照片、最有价值的遗物等放进帽子里，一

旦意外发生，这是留给亲人们的最后一点念想。再如片

中马卫国的父亲是一名老军人，他原以为是因别人失误

才把队长头衔给了自己儿子。当得知儿子用生命保家卫

国坚持到最后时，马卫国的父亲向这些年轻军人深情敬

礼，这是一名老军人的最高礼赞。还有影片结尾，两天一

夜烧红的海面，终于在清晨又恢复了夕日的碧水蓝天，鸥

鸟云集，浪涛拍打礁石，激起白色的浪花朵朵。就在海的

另一面，悲壮的送葬队伍两侧围满了前来悼念消防烈士

的群众。此刻，“幸福生活”这四个字是多么沉重和来之

不易。中国消防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火墙，历经难以

想象的煎熬才得以保住石油罐区。消防队员把生命交给

使命，把忠诚交给人民，他们甘愿为一个个生龙活虎、花一般的灿烂年华提

前画上句号，在和平年代用最美逆行，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除此以外，剧本双线齐头并进，前方的火场紧急救援与大后方的城市撤

离形成对比。影片除展现火灾现场紧张的消防救援之外，更表现了火场外

医生、病人、孕妇、老人、孩子等处在不同位置上面对灾难的态度，呈现出五

味杂陈的众生百态。最后由消防员组成的敢死队群像，彰显出中国军人精

神世界的魂。

3年前，《湄公河行动》让观众看到了真实事件改编与类型化相结合的

潜力，也将缉毒警察这一默默无闻的群体呈现给观众。之后的《红海行动》

又将执行海外营救任务的中国海军搬上银幕。现今的《烈火英雄》则致力于

向消防员致敬。以上几部弘扬主旋律商业大片，在传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塑

造典型人物的同时，运用商业大片的形式包装，并借力现代电影技术，同步

实现了电影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

“你太不了解消防员了！”感谢这句话，更感谢这部电影，让观众刷新了

对消防员的认知，更让观众在缅怀消防英雄之余，反思日常行为，强化消防

安全意识。只有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才能避免牺牲，让消防员都能平

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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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重任在肩”，电视剧《版纳风云》以西双版

纳的解放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老州长”召存信的生平事

迹，并将个人抉择融于家国命运之中。在抗日战争刚刚胜

利之时，西双版纳各种力量间的较量错综复杂。云南勐捧

土司、车里宣慰司议事庭庭长召存信深知西双版纳不能延

续反动政策与腐败作风，于是投身革命斗争，带领版纳人

民反抗压迫，迎接解放军解放家乡。历经重重困难后，解

放军顺利解放西双版纳，版纳人民与解放军一起维护了国

家的安定统一。《版纳风云》凸显了民族自豪感，展现了建

立多民族空前团结的新中国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华各

族儿女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宏大主题的凸显，离不开鲜活人物的塑造。《版纳风

云》成功塑造了召存信、刀安贵、刀美英等众多性格鲜

明、拥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展现了以召存信为代表的

西双版纳人民毅然选择加强团结、维护统一、力行变革

的坚定革命意志。在剧中，因为对西双版纳的发展方向

拥有不同看法，原本惺惺相惜的革命派召存信与保守派

刀安贵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他们斗智斗勇的情景，让

《版纳风云》拥有了十足的戏剧张力。但当国家面临内

忧外患时，召存信与刀安贵又因共同的信念而团结一

致，坚守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该剧以丰满立体的人物，

展现了西双版纳人民的革命精神与民族大义，拥有着浓

烈的民族气息与深厚的爱国情怀。

《版纳风云》蕴含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其中对于民

族文化的呈现极具感染力。西双版纳拥有着极其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不可复制的生态环境与独具魅力的民族风

情。《版纳风云》以巧妙独特的视角探寻民族文化的特色，

呈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以此展现为国为民的情怀内

核。剧中，热情的傣家舞蹈、独特的泼水庆祝仪式，融入极

具特色的民族、民俗元素，将西双版纳的独特风光展现得

绚丽多姿、引人入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奇，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

壮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里，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洪流中，让自己

的命运同祖国、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民族危亡之

际，他们坚定地跟随共产党的领导，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他们从禁锢中走出，从迷茫中走出，一路走向光明与幸

福。他们以拳拳赤子之心与松柏般的坚韧，为后世带来了

和平与光明。《版纳风云》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呈

现了全国各族儿女努力为人民寻找出路的勇气与不懈的

奋斗精神。

“要爱民千寨，不要爱财千袋”，这是召存信的毕生信

仰。他用一生践行忠诚，用一生坚守家乡的热土。《版纳风

云》以真实的历史故事为基础，以戏剧化的艺术表达，谱写

了一曲赤胆忠心的感人篇章。为了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各

个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感人的

故事不断涌现，各族人民在神州大地上不断播撒爱的种

子，他们无言的大爱，将永远被历史与后世铭记。

《《版纳风云版纳风云》：》：巧妙视角展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巧妙视角展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于轶冬

7月10日，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研讨会在京举行。

该剧故事内容是根据全国人大代表、有

“中国保安第一人”之称的朱良玉及部分

保安员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剧中北京某

商场的一支保安队伍在一系列平凡而不

简单的任务中，演绎了一出出让人感动的

生活喜剧。他们抓小偷、斗人贩、帮扶邻

里、热心助人，同时也免不了承受各种各

样的委屈。正是在这样的摸爬滚打中，他

们渐渐成长，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与会专家认为，近些年电视剧不断

向大篇幅、多时长发展，《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围绕相对固定的场景与5个人

物生发出不同的故事，将情景喜剧这一

传统电视剧样式重新拉回到观众视野。

也正因相对封闭的空间和简单的人物，

导致很难产生强烈的矛盾冲突。该剧主

创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努力找

准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靠人物性格魅力

来打动观众。该剧通过保安在工作和生

活当中碰到各种难题，来表现劳动者的

生活与梦想，这一严肃主题的喜剧化表

达，跳出了同类作品中段子化、小品化的

窠臼，在艺术品位上有所提升。也有专家

指出，剧中队长常说的“小保安大出息”

欠妥，这句话作为核心口号贯穿全剧，此

话本意是想道出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平

凡岗位一样可以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但

是“小”字恰恰把职业分成了三六九等，

艺术作品应该对生活中错误的身份等级

观念加以纠正。 （视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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