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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先后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影视作品亮相，比如电影《金刚
川》、电视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纪录片《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以及正在拍摄的电影《长津湖》
等。这些作品或以抗美援朝战争的局部作为素材，或以珍贵
的历史影像资料进行汇编，让我们在70年后再一次近距离
地感受那场战争，意义重大。但若要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
度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无疑具有较高分量，堪称一
次历史与现实风云的激荡对话。

抗美援朝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改变中国命
运、改变世界格局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抗美援朝战争的伟
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
大深远的意义。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出现无疑填补了70
年的荧屏空白，用40集的体量全方位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
足见诚意，引导观众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全面、客观地认识
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为什么要打？该不该打？《跨过鸭绿江》对
于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做出了详细而有力的展现。该剧从
国际形势、国内情况、敌我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对比等各方面
做了客观公正的利弊分析，其中不乏不同意见的表达。关于
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辨抉择不仅不可缺失，还尤为重要。这是
全剧的核心和前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打得一拳开，免
得百拳来。正因全国上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统
一，才有力凸显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鲜明展
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以及邓
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
家的崇高风范，讴歌以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志愿
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
不怕难、不信邪、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

中朝军队对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东西两线、5次
战役，30多场荡气回肠的战斗，防御战、突袭战、阵地战、坑道
战……《跨过鸭绿江》不乏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5次战役串
起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整部剧主题明确，脉络清晰，从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决策层、以彭德怀为核心的志愿军司令
部指挥层、普通志愿军战士的前线战斗层三个层面，鲜明展
现了抗美援朝这场仗怎么打，如何赢，更让观者如临历史现
场，清晰地见证了战争的态势是如何演变的。

面对敌人飞机坦克的重火力轰炸进攻，面对“饥无食，寒
无衣”的艰难困境，《跨过鸭绿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反对霸
权欺凌、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
组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坚守飞虎山、激战黄草岭、血
战松骨峰、寒战长津湖、铁原阻击战、上甘岭战役 ……《跨过

鸭绿江》真实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就连
新生的我人民空军，也敢在万里长空与美军飞机“拼刺刀”，
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空战奇迹，打出了志愿军的英
雄气概，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跨过鸭绿江》塑造出可
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致敬最可爱的人，向世界展现
了中国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
磅礴、节奏紧凑，还从生活化的角度叙事，充满浓郁的人文情
怀。以毛泽东、斯大林、杜鲁门三大巨头出场为例，毛泽东结束
访问，坐在从苏联考察回国的专列上，厨师送来饭菜，毛主席称
赞厨师做的湘味鱼好，而后吟诵几句诗，问厨师听没听过，厨
师憨然一笑说自己没文化只知道做鱼，毛主席笑称其“一招
鲜吃遍天”。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下属前来汇报时，正趴在地
上找丢失的扣子。相比之下，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则是烟斗
堵了，在下属汇报前淡定地坐在那儿掏弄着烟斗。几个看似
不经意的细节桥段，让三个巨头的形象、性格瞬间鲜活起来。

更值得称道的是，该剧依靠真实动人的故事，演员细腻
的人物塑造，成功实现了史实与艺术的平衡，做到了以细节
打动人心。抗美援朝战争有多艰苦卓绝，抗美援朝运动有多
轰轰烈烈？在《跨过鸭绿江》中，这不再是个抽象、模糊的概
念，而是一场场具体的、悲壮的、甚至惨烈的战斗，一个个全
民炒面、踊跃捐物、甚至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之举。在人物
塑造上，《跨过鸭绿江》不仅以纪实风格，全面、真实地展现了
我方从中央领导层到指挥将领，再到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
等志愿军指战员的精神风貌，还精准展现了美方杜鲁门、麦

克阿瑟、李奇微的形象。其中，尤以精明谨慎、军事才能杰出
的李奇微的形象刻画最为成功，堪称给彭德怀制造最多难题
的最强对手。此外，剧中的数个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
得益彰。侦察兵郑锐，狙击手陆乘风，汽车兵马金虎，战地医
护金医生、王珍珠，战地宣传李干事，战地文工团演员郑双雪
以及郑锐的母亲等都有自身代表性，这些小人物贯穿整个故
事，通过“吃饺子”“合影”等象征性日常活动首尾呼应，从普
通人的视角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揭示出“铭记历史，致敬英
雄、珍爱和平”的价值内核。

此外，该剧演员的精彩表演也为《跨过鸭绿江》增色不
少。演员唐国强曾在众多剧中饰演毛泽东，但像《跨过鸭绿
江》中专门诠释抗美援朝时期的主席形象，他还是第一次。
剧中，毛泽东刚柔并济，与儿子毛岸英交流，生活化地展现了
一位父亲应有的慈祥，其中还夹杂着父子之间的轻松、默契
以及“子孝父慈”的温馨。而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毛主
席又显得霸气自信，展现了一种运筹帷幄、从容不迫、稳如泰
山的状态。相比之下，丁勇岱饰演的彭德怀更是精彩至极。
尽管丁勇岱在外型上和彭老总有些许差距，但他很好地诠释
了彭德怀威武坦荡、谨慎果断的性格。《跨过鸭绿江》中，毛主
席让彭老总挂帅，彭老总率直地说给自己思考一天的时间不
够，主席说只给你一晚上时间。为此，彭老总晚上辗转反侧
睡不着，索性将行李铺在地上打起行军床，仍旧无眠后，干脆
让服务员送来了朝鲜地图，仔细研究。剧中还有一个细节处
理得非常好。彭老总挂帅后，第一次会见四个军的军长和政
委。这时剧情并未侧重上级与下属例行公事般的寒暄，而是

真实再现了老战友多年未见、再次相聚时的激动之情。彭老
总见到梁兴初，甚至直接叫他“梁大牙”，这种真实纪录的风
格很有人情味儿，让人格外温暖。

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剧中，无论是军事战斗还是
外交谈判，都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气魄和大无畏气概。抗美援
朝的伟大胜利不仅粉碎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感恩节
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的狂妄计划，也再次证明人类
历史不是大炮书写的。剧中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美军重新
占领汉城，却发现被他们炸毁的发电厂、自来水厂都恢复了
正常，连街道上坑坑洼洼的路面都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重新铺
平。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由衷感叹：“我们离开汉
城，留给对手的是武力。他们离开汉城，留给我们的是文
明。武力只能赢得战斗，文明才能赢得未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当《跨过鸭绿江》
片尾响起那首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人们的思绪不禁被歌
声带回那个战火纷飞却充满信仰的年代，内心的暖流和自豪
感喷涌而出。抗美援朝，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
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
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让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
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
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跨
过鸭绿江》历久弥坚的永恒价值，也是全世界、全人类和平发
展的永恒追求。

关 注

这些年来，工业题材电视剧不多见，一方
面是因为工业题材确实不好写，与冷冰冰的
机器打交道，能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呢？另一
方面，工业、工厂、工人、机器，这些元素都不
是“流量”元素，无法与时尚新潮的白领丽人
相比，不是媒体的宠儿，所以，工业题材电视
剧比较少。最近从北京卫视看到《山海蓝
图》，是少见的一部地地道道的工业题材电视
剧。该剧大胆聚焦一个钢铁公司的前世今
生。在计划经济年代、“以钢为纲”的时代，十
多万人的钢铁公司，大型国有企业，又地处北
京，该是多么风光，对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是一代人的骄傲，剧中丁志刚的爷爷、
父亲，他们获得的全国劳模奖章就是证明。
然而，这些辉煌只能说明过去。改革开放时
代来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的大
型国有企业，能适应市场机制吗？更何况，随
着首都功能的新定位，大型企业要迁出首都，
这样一个十几万人的重工业大企业，拖家带
口，又要搬迁，又要转型，这确实是一个关口，
能闯过去吗？实际上，这是一次严峻考验，无
异于“二次创业”。该剧就从搬迁写起，带着
沉重的包袱，带着几代工人的情感，开始了新
的征程。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
活下来，取决于产品的竞争力。只有不断更
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向高端迈进，才不会
被市场淘汰。“北钢”的搬迁，不仅仅是搬迁，
而且是一次技术升级的历史机遇，更新换代
的重生机遇。老厂长高富民带领老北钢人从
首都来到渤海边，规划蓝图，建造新厂，引进
全新的现代化生产线，更重要的是，让新一代钢铁人丁志刚、柳
云龙、陆凡、柳多多等锻炼成长起来，他们具有世界眼光，吸收先
进的管理经验，瞄准世界前沿技术，炼出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特
殊钢材，尤其是承担国家可燃冰钻井平台所需特种钢材的冶炼，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保证了可燃冰钻井平台的如期建设。这个
老企业焕发出了新时代的青春，依然是国家建设的顶梁柱。一
路走来，这就是第二次创业，经过了艰难的阵痛，实现了自我蜕
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然挺立潮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山海蓝图》通过几个家庭、几代人对这个企业的感情，生动
地谱写了他们与企业的共同命运，不忘初心，不离不弃，新一代
接过老一代的接力棒，用自己的青春铸就了新的辉煌。面对困
难，是退却还是迎难而上？是逃避还是勇于担当？这个时候，考
验的是企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
没有灵魂”。优秀的企业总有一种能凝神聚气的企业精神，团结
奋进，共克时艰。《山海蓝图》浓墨重彩表现北钢人的痴情与忠
诚，担当与进取，传统的奉献精神和劳模精神转化为一种社会责
任和国家使命，再融入时代的创新精神，通过几代人共同铸就的
北钢企业精神从而折射出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
精神，是中国精神赋予企业的灵魂。有灵魂的企业，必然会凝聚
能量，再展宏图。这是该剧三代北钢人接力奋斗带给我们的重

要启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山海蓝图》所展示的“北钢”的凤凰涅

盘，实际上是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成功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为
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大企业进行改革升级，这本来是工
业题材影视剧的丰富矿藏，但影视艺术的镜头很少聚焦于此，

《山海蓝图》可以说是先行一步，深思一层，虽然该剧在艺术上有
些拘泥于某个特定企业原型的影子而没有完全放开艺术想象，
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创作上的一个启示，这就是要用艺术的方式
展示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华民族
要实现伟大复兴，就不可能永远停留于低端制造业，满足于“世
界加工厂”这样的产业“分工”，相反，必须进行产业升级，逐步走
向高端制造业，依靠创新驱动，创造出更多富有高科技含量的世
界领先的高精尖产品，才会完成习总书记提出的宏伟蓝图，为人
类作出中国贡献。这也是当下中国故事的魅力所在。如何讲好
中国故事，传达中国价值，传播中国精神，工业题材正当其时。
但遗憾的是，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付出的艰辛努
力、做出的巨大成绩，影视艺术对此有隔膜，不甚了解或不屑于
表现中国人的这种创新奋斗精神。近两年来，大家都看到了美
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封杀，力度之大，前
所未有，其目的就是要击溃“中国制造2025”，遏制中国的产业
升级。怎么办？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停留于低端制造业，还
是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很显然，中国必
须完成产业升级，必须走向产业链的高端。这就不仅需要科技
创新、企业创新，同时需要影视艺术从国家战略、核心利益的政
治高度对中国工业战线、产业大军表现出的这种创新实践予以
热情关注、对中华民族伟大的创新精神给予传神的艺术表达，豪
情满怀地去书写伟大新时代的“山海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
强调，“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
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
德。”《山海蓝图》成功拍摄的经验所在，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烛照下，立足于中国现实，植根于中国
大地，较好地阐释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是一个
创新的时代，是产业链高端激烈竞争的时代，工业题材电视剧天
地广阔、大有可为。

2020年12月29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
视剧《天钟计划》剧本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
电视艺委会秘书长易凯主持。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捷
报频传，北斗三号完成全国组网、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
嫦娥五号圆满完成登月任务，然而这份耀眼成绩单的背
后却充满了曲折和艰辛，电视剧《天钟计划》正取材于
此。本剧聚焦新时期科技新动向、新矛盾，以航天科技幕
后英雄为主角，集中表现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几代航天人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打破西方科技封
锁，胜利完成航天开发任务的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争端

不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创作这部聚焦新时期科技新动
向、新矛盾，反映我国一线科技工作人员冲破重重难关，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创造科技奇迹的作品，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

有专家谈到，该剧能提炼出“我有国士，天下无双，
中华脊梁，所至无双”16个字实为不易，好的行业剧都
是超越行业自身的，具有表现时代整体面貌的作用和功
能。与会专家肯定了《天钟计划》的题材选择，建议在后
续创作中将科学与艺术交融互补的时代大背景做进一
步展现，并应着力解决好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攻
克难关历程的难题。 （艺 讯）

2020年12月24日，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金
色索玛花》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该剧以海拔3000多米
的谷克德村为背景，讲述了万月等扶贫干部带领村民摆
脱贫困、走向乡村振兴的故事。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党委副书记夏晓辉、四川凉山州人民
政府副州长肖春、该剧导演欧阳奋强等出品方、主创方
代表首先介绍了该剧策划、创作和播出等相关情况。凉
山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凉山州布拖
县帮扶队员曹宇等基层工作者代表也结合各自的生活
工作实际表达了观剧感受。随后，与会专家围绕该剧的
时代意义、叙事主线、人物刻画等进行了研讨。中国文联
党组成员胡孝汉出席会议，中国视协副秘书长范宗钗主
持研讨会。

专家们认为，《金色索玛花》以女性为主要视角讲述
了扶贫经验和脱贫历程，以女性为主要人物搭建起以五
朵金索玛为核心的人物关系。该剧真实表现了脱贫攻坚
背景下，第一书记下乡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深刻变化，以

及彝族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过程。作品坚持现实主
义精神，用剧情化的故事承载了时代的宏大主题，用审
美化的方式展现了我国精准扶贫过程中集体脱贫、扶贫
先扶志的感人事迹。多位专家指出，剧中地域民俗特色
鲜明，彝族的音乐、服饰和独特的造型表现，彰显了彝族
同胞的智慧和勤劳。有专家谈到，《金色索玛花》的一个
独特贡献还在于真实反映了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的艰难。
例如剧中万月主动改善医疗条件为大家治病，可村民们
相信的却是祭师毕摩；村里最穷的阿呷有钱后，她做的
第一件事不是改变生活面貌，而是按照婆婆的要求大搞
排场做毕积福，彝族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成为主人公所要
克服的巨大阻力。有专家建议，五朵金花的形象区别还
应更加鲜明，在借助台词进行思想表达时还应更加含
蓄。此外，全剧直到最后一集才解开古达老人愁眉不展
的真正原因，有专家认为应将这一桥段提前，从而为塑
造好古达这一人物形象提供更多的空间。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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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电视剧《金色索玛花》

电视剧《天钟计划》剧本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1月8日，湖南卫视全民音乐综艺互动节目
《嗨唱转起来2》即将迎来收官之夜。节目第二季
于去年10月2日开播以来，不仅聚焦音乐文化传
播与艺术交流，还深耕舞台之外的生活百态，更加
关注各行各业与音乐之间的内在联系。首期节目
播出时，就曾加入有关“各行各业的歌单”的街头
采访视频，用“歌单”积极拓宽大众表达的渠道，为
平凡人的音乐态度、生活态度提供展示空间。在
《嗨唱转起来2》的舞台上，不乏大放异彩的普通
人身影，他们中既有擅长复古唱跳的服装厂厂长，
也有将歌舞融入手艺的木匠，更有一心助农的“大
棚哥”。他们的职业身份虽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热
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

据悉，收官之夜星素结合，孙楠、黄绮珊将共
同唱响经典之声，第一季中出现的素人也将在当晚回归
现场，全家欢氛围将再度升级，带来更多惊喜、更多感

动。1月8日晚，湖南卫视《嗨唱转起来2》，将用歌声唱
出百姓风采，唱出时代情怀。 （慧 言）

音乐综艺节目《嗨唱转起来2》即将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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