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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导演宁海强写的一篇文章《清新的
记忆》，来记述其半生军旅生涯与身为一名军旅
导演的炽热情怀。文中他忆起七八岁时在父亲的
军港看过的电影《海鹰》，谈及了十七八岁时随军
区慰问团在边防哨所观看的露天电影《闪闪的红
星》，还有当年二十五六岁时，他初到八一厂，在
《大决战之淮海战役》的片场实习时，背包上贴的
那颗闪光的五星，从那时及更早的时候起，八一
厂那熟悉的片头旋律和闪光的五星厂徽，便成
为了影响他一生的启明红星。自16岁入伍至
今，成为军人、成为演员、成为导演，又成为编
剧，乃至深扎多年成为军事影视领域里的专
家，宁海强最爱的还是他的导演身份。几十年
来，他用影视作品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
史，除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外，他还用
自己的创作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走遍中国的
版图，凡是有部队驻扎戍边的地方，他就想去
拍一部影视剧；二是用自己的影视作品拍遍解
放军所有兵种，为那些不同军装下的普通士兵
们立传，发掘与弘扬他们身上流淌与充盈的，自
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等战争时期起，先辈们用热血与忠诚铸就的中
华民族不屈的伟大精神。

“抗战与长征是我国
军事题材影视创作的两大主题”

记 者：201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时，中外银幕曾上映了一批抗战“大片”。其
中由您执导的《百团大战》以全新的人物塑造，正
面描述了那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历
时数月全面发起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战役，
在今天看来，片中展现的中国军人的血性与敢打
敢拼、敢于亮剑的精神依然令人振奋感动。

宁海强：2015年，我很荣幸能以电影的形式，
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来庆祝抗战胜
利7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想展现的就是整个中
华民族的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拍《百团大
战》，我们整个创作团队、摄制组也在打一场硬仗，
当时创作时间非常紧张，要在前后几个月的时间
里尽量真实、客观、全面地还原好70年前的那场
战争，难度很大。如何拍好，一是需要我们对这段

历史的熟知，二是需要我们对战争氛围和战争拍
摄的方法有新的思考。最后，我们选了娘子关、关
家垴等战役，这些大仗把过去我们在抗战题材中
常见的很多面对扫荡、反击侵略时所采取的战略、
战术与行动，如端炮楼、反扫荡、扒铁路等都集中
在了一个大的氛围中进行了典型呈现，可以说影
片中囊括了很多当年我们和日本鬼子在太行山地
区交战中常见的战术打法。

对于《百团大战》来说，我们今天如何综合性
地表现好这场战争？这样的思考在影片中也是有
所反映的。我记得当时军事作战专家前来审片，
看后说了一句话：这仗打得还是很专业的。在每
一战中，观众都能看出仗是怎么打的，每一场战
役中真实包含的战争元素反映得也很全面，比如
战略及作战方式的确定，比如情报工作的开展，
还有对战争场面的营造：真实的战争场面不能只
是“炮火连天”，对于战争戏来说，真正的“代入
感”不是靠烟火表演来完成的，我们想拍的是战
场中的“人”，想拍出他们在残酷战争中的勇敢精
神。“百团大战”的提法本身就有“豪气”的一面，
它更多体现出的是我们有这样一种敢打敢拼的
胆量。“百团大战”中我们用小米加步枪，靠着一
股血性、一种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取得了胜利，
这对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望历史、不忘初心，
起到了影视作品很好的引领作用。

记 者：在2015年的《百团大战》之前，您已
成功拍摄了《新四军》（2003）、《中国兄弟连》
（2008）等抗战题材电视剧，《百团大战》之后，
2016年又上映了由您执导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的影片《勇士》，多年来，您深耕军事题材
影视剧的拍摄，对这两个重要主题有何思考？

宁海强：对我来说，《新四军》是引领我在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走向一个新起点的重
要作品。当初我接到的原始剧本可以说是一本厚
厚的“大事记”，正是这个剧本帮助我用两三个月
的时间，通读了一遍整个新四军的历史，在此基
础上，我们对剧本做了影视化的改编，充分体现
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的创作原则，将很多真实的故事编织、凝聚到
项英与叶挺等这些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主要人物
身上，作品播出后获得了很好的收视与口碑。这

对我后来相关题材的创作也有很大帮助。那之
后，我又拍了反映国共两党共同抗战、抵御侵略
的抗战剧《中国兄弟连》，也拍过反映红军长征的
影片《勇士》等，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共鸣，也让
我愈发感到，除现代军事题材外，站在反映中国
军队近现代史的角度，抗战和长征题材作为军事
题材的两大分支在我们中国的影视剧创作中依
然是永恒表现的主题。像长征中的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这些战役，多年来就是写入教科书，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的典范。抗战题材也是一
样，长征也好、抗战也好，从主题立意上来讲，都
脱不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面对危难时，我们
如何去坚强抗争这个底色。我们中国共产党员、
中国军队的坚强意志品质，那种为整个民族而战
的精神信念是永不衰竭的。如何把这些精神通过
影视剧表现出来并传承下去，作为导演是有两种
责任与使命的，一是要把电影做得更好看、更吸
引人、更有代入感，一是要更好地弘扬精神，这种
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倡
导华夏民族共同振兴中华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的
心理基础。

“我要创造一个士兵的辉煌”

记 者：1995 年，由您执导的电影《弹道无
痕》一举囊括了那一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
处女作奖、国家政府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解
放军艺术大奖、第三届大学生电影节特别奖等。
从16岁您被特招入伍，作为一名导演，一路走来
您是如何坚守军事题材创作的？

宁海强：上世纪50年代末，我出生在山东海
岛的一个军营里，16岁参军到了新疆军区，跟随
文工团慰问演出的足迹，我走遍了那里所有的边
防哨所。后来我有幸进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
学院学习（现已改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毕业后又分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做导演，一干就
是几十年。可以说，我骨子里流淌着的就是军人
的血液。因为我有生活，有源源不断的来自亲历
与亲见的军旅生活的经验与感受，而“军艺”又教
给了我把生活转化为舞台表演和影视创作的那
把钥匙，所以从那时起，我就逐渐坚定了自己想
当导演的想法，因为我想表达，想把我半生已融

入血液的那些真实的故事与情感表达出来。导演
在我看来是一个最好的桥梁。

记 者：从上世纪90年代起至新世纪初，您
通过影视剧，陆续为中国银幕和荧屏塑造了很多
新的军人形象，如《壮志凌云》《最后的骑兵》《海
天之恋》《歼十出击》《中国蓝盔》等，您是如何把
握这些不同题材的创作的？

宁海强：上世纪90年代，徐贵祥的中篇小说
《弹道无痕》反响很大，我拿到改编的剧本后，初
出茅庐的我在做导演阐述时讲了一个故事，我提
到有一年我随两级军区慰问团前往昆仑山脉的
哨所慰问演出，那里海拔5380多米，极度缺氧，
是全军海拔最高的边防哨所，然而就在那个寸草
不生的地方，我听到了一名普通的士兵说过的一
句话，至今让我难忘，他说：“只要我们天天守在
这儿，中国版图上的这只‘鸡’就不会缺胳膊断
腿。”这句话深深戳中了我们所有人的心。我不知
道那位士兵的名字，也不知道后来他复员去向何
方，但他的形象永远树立在我脑海里，我想用这
部电影去塑造像他那样的士兵，创造一个士兵的
辉煌。

因为这个故事后来我就成为了影片《弹道无
痕》的导演。电影公映后获得了社会方方面面的
肯定。我也从那时起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作为一
名军人和导演的使命与情怀。我也一直记得徐怀
中前辈当年看过影片后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说他有个心愿，希望将来能看到一个八一厂的
导演，可以拍遍整个人民解放军的所有兵种，如
果他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一个最优秀的导演。这
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成为我导演生涯中的一个
重要追求，我不断追随着这个目标，到今天，我已
经拍遍了祖国版图的大江南北，拍下了那些有军
队驻扎的最边远的地方，我到了最西边的昆仑山
脉、冈底斯山脉拍了《昆仑女神》，还拍了最西面
最北面的《大漠丰碑》，拍了中蒙边界的8000里
边防线，也拍下了东北最冷的《雪太阳》，拍到了
那些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黑河、漠河地区的边
防哨所，还有最南边的西沙，甚至我还拍了300
年前的《施琅大将军》，当年他横渡台湾海峡，一
举收复失地统一了祖国版图。我用我的作品再现
这些历史与现实，重塑了那些英雄形象，我不断

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在此过程中见证了我们整个
人民军队和国家独立富强的发展之路。

“军事题材影视
是一个永远也拍不完的富矿”

记 者：多年来您扎根军事题材影视创作，
那些不同经历为您赋予了怎样的视角？

宁海强：这些年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军
事题材影视是一个富矿”，值得我们永远探索深
挖，所以我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戮力前行。记得
有一年我在“军艺”给同学们上课，在讲到军事题
材的特殊性时谈到了很多原因，其中大都与军人
的职业特点相关，与军队、战争、牺牲这些字眼紧
密相联，反映到军事题材的创作中，最为特殊的
则是对战争中人与人独特的情感的展现，那是我
们这一代人都曾见证、亲历过太多的：比如突然
的消失、突然的重逢、突然的相识、突然的离别等
等，这些东西里既有战争的残酷，也有战争中人
与人之间浓烈、特殊的情感的包蕴，这些情感与
我们每个人的家国情怀紧密相融，并深深注入了
每位军人的心灵。所以尽管一年又一年我们还在
拍战争、拍军旅，看起来题材相同，但当你真正深
入面对那些鲜活的人和事时，你会知道，那里有
我们永远也拍不完、塑造不完的一座影视艺术的
富矿。

记 者：近10年来，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
拍摄方面您陆续拿出了很多成果，比如去年上映
的《决胜时刻》，从中也可看出您近年来在相关题
材影视剧创作中的一些新的思考。

宁海强：我们始终清楚，战争的模式不一样，
我们需要拍出中国人自己的打法与精神来，如果
要借鉴他人的桥段，那也必须先搞清楚是什么样
的战争、什么样的人促成了那样一个桥段，我们
给观众提供的不只是一个热闹、一个震撼，而是
要拍出“持久性”。所谓持久性，我认为就是要通
过真实可信的塑造，一要拍出战争的年代感、历
史感，战争影像的真实质感，二要拍出电影的民
族性，拍出战争的悲壮和悲情，在今天，让一代
又一代年轻人在认识历史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
意识，并深刻体味到，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是
多么来之不易。与其他类型片不同，军事题材在
新中国的屏幕上乃至世界的屏幕上都从未消沉
过。它永远是时代关注的焦点，永远尝试用最新
的视角来表现不同时代下的战争与和平、个人
与国家命运的起伏跌宕。这些作品帮助我们不
断去重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也重新认识我们
自己。小到一个士兵、大到一个将军，他们都跟
我们国家的版图、跟我们民族的精神乃至其他
方方面面紧密相联，我们军队的根与中华民族
的根紧紧相系，所以你只要去写他们、塑造他
们，就是在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所以作
为一个导演我总是感到很不满足，比起我们已
经创作出来的，我感到我们能为时代留下的经
典还是太少了。我还要继续努力地拍下去。在我
的脑海里时常有那样一片麦田，在一望无际的
金色麦浪里我身穿一身迷彩，脚踏着祖国的大
地，守望着那一片蔚蓝的天空。我还要继续不
断地求索，因为是祖国和人民在养育着我们，我
们也要努力地为祖国和人民讴歌。

宁海强：
铸造人民英雄的辉煌

□本报记者 路斐斐

北京作为古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有现代性文
化中的古典遗存，又有古典文化的现代性传承，既有南来
北往文化杂交的多样性，又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
师特色。北京像一个大熔炉，将五颜六色土融进，经过相
互影响、彼此牵制的冶炼与提升过程，使得人与京城的精
神联系、人的文化体验、人对于京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和
表现形式等形成了与京城文化相关的“京味”文化。

京味是一种风格现象，是由京城文化长久以来凝聚
成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味道。在人和城市的相互依存中，
京味是京城文化的表现与风格现象，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
形式，除了包含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元素之外，京城文化
和北京精神仍有其独特的元素，如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包
容精神,精益求精、自我超越的创新精神,见多识广、胸怀
天下的文化韵味,稳中求进、服从大局的政治意识等。

文艺，是城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载体。自徽班进京
后，京剧作为北京的地方戏，无疑也具备京城文化的这
些特性，业内常常以“国剧”论之，强调其雍容大度的风
范、广为传播的影响力。京剧的历史、现状、未来与北京
的文化传统、现代社会的关系密切，京剧艺术本体自始
至终受北京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京剧与京城文化的渊源
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西方人把“京剧”译为“Peking opera”。京剧的发
生和形成就是全国各地方剧种不断融合的结果，因而，包
容和融合也是京剧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正因为它能像京
城文化一样博采众长、集各剧种之精华，集各艺术之大
成，成就了京剧成为中国戏曲历史上发展的最晚近、最成
熟的形态，也是中国戏曲的最典型的形态。

康熙末至道光末（约1700年~1850年）的150年间，
中国戏曲进入“乱弹”时期，主要标志是梆子、皮簧两大声
腔体系的崛起，与原来的昆腔、弋阳腔两大声腔体系构成
互相竞争、互相吸收的局面，尤其是京剧形成初期，北京
文化对于徽班、昆班、梆子班、京腔班的影响与改造，最终
导致了京剧的形成。

京剧在北京孕育成熟，是京城文化结出的美丽之果。
地方剧种来到京城，与昆曲经过“花雅之争”，与北京各路
剧种，它们之间经过相互影响、彼此牵制的冶炼过程，再
加上宫廷文化、府邸文化的熏陶、提升，在语言艺术、表演
艺术、塑造人物等方面均打上了京城文化的烙印。

京剧艺术，反过来又反哺和回馈京城文化。京剧步
入鼎盛时期，尤其在谭鑫培、萧长华时代，一批杰出的表
演艺术家成为京城文化的弄潮儿，把京剧艺术推进到登
峰造极的阶段。当时，京剧成为那个时代上至皇宫九族，
下至黎民百姓的文化生活的主要代表样式。

京剧是中国2000年以来舞台艺术的高级形式，从舞
台形式和艺术手法方面集中国戏曲艺术发展之大成。京
剧的程式较其他地方剧种更加严谨和规范，这也是受北
京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决定的。设计程式是为了便
于表演类型化的人物，程式的变化则需服从于具体的人
物塑造。基本功和基本程式具体到行当内部不同的类别
中，有不同的表演变化，存在这样那样的表演差异，但是
离开这些程式，就不是京剧了。

受北京正统文化的影响，京剧的旦角表演艺术，以梅
兰芳为例，淡化绰态柔情，以“大方沉着、端庄雅正”为美
学追求，讲究身体的重度，强调刚柔相济、外圆内方、内敛

深沉，藏在内里的秀气，表演追求大气。丑角的程式以做、
表为主，总体来讲是追求“小开门、小动作”，舞姿动作小
于生、净，要圆，要扣，举手投足要灵动多变。如果说武生、
武净的一招一式横平竖直，注重的是架子和身段，而武丑
注重的是速度，动作要收、紧、轻、脆。“程式中的灵活，规
范中的自由”，京剧的表演也受到剧种、文化等的限制。

“灵活中见程式，自由中见规范”是京剧崇尚的表演境界。
京剧虽然是一种大众化民间化的艺术样式，然而京

城文化中的宫廷文化对京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清朝
统治者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过京剧的创作。宫廷演出
的内容和形式虽然也存在很大的娱乐性、消遣性，但主要
取决于宫廷仪典的需要，戏曲在宫廷生活中参与和担任
了祭祀、庆贺、娱乐的多重功能。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京剧时装戏为标志的京剧
改良推动了京剧行当艺术的革新。尤其是京剧艺术的革新，

“念多唱少”，少用中州韵而用京白与地方白，身段动作写实
化为表演灵活自由的表演风格发展奠定了基础。京剧常用
的念白包括京白、韵白、方言白等各种形式。京白，是以北京
语音为基础，根据普通话凝练而成的艺术语言，从“京白”的
名称上就能看出，京腔京韵的北京话是最典型的京味。幽默
性、调侃性、爱用比喻、谐音，大量的歇后语，说话自作聪明、
儿化韵等，是老北京人的语言特色。

北京的文化大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牵制京剧艺
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京剧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成熟甚
至式微与京城文化等外部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它也受
到现代北京文明的冲击。随着对京剧艺术认识上的偏
见，保留下来的剧目越来越少，演员的数量、质量也亟须

提高，眼下的剧团水平不能代表京剧的整体水准。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如何激扬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如何面对京剧与京城文化的当下现实和未来
发展，是摆在每个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新使命。

京剧精神始终是北京多极美丽精神中的重要一极。
京腔京韵，京味文化，对于建设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
北京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当下的，二者
看似相悖，其实二者始终没有分开过，京剧在北京的地位
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京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最贴近
京城的。在当下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和谐魅力的北京人
文的语境下，呼吁文学、艺术能够主动加入时代变化和城
市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去热情反映这个时代，反映新北京
的变化，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中，京剧又往往是京城文化的一
张名片。它远远不只是一个符号、一张名片，还是一个窗
口，透过这个窗口，窗外有无限延展的空间。1930年，作
为京剧的海外传播先行者，梅兰芳的访美出演获得成功，
向世界展示了京剧的魅力，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了极大的
轰动。2010年,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是世界文化对京剧艺术的极高肯定。国际化视野中的京
剧传播给北京文化带来的影响更不可小视。京剧作为京
城文化的代言，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与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同时，世界文化又反作用于京剧和京城文化。从这个角
度来说,京剧的跨文化传播必将为把北京建设成国际化
大都市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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