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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
作品创作展播活动”重点剧目《我们的新时
代》于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爱奇艺、腾讯视
频、优酷播出。该剧共分为《美丽的你》《腾
飞》《排爆精英》《幸福的处方》《因为有家》
《紧急营救》六个单元，分别以真实人物原
型为素材，讲述了不同地区的青年共产党
员在各自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的故事。在
《排爆精英》编剧、导演张挺看来，六个单元
聚焦的也是六种职业，有医生、志愿者、救
援队员、航天人等等。“《我们的新时代》最
难能可贵之处是将镜头对准基层，这些基
层故事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作为该剧主
创之一，此次他以杜富国、王铭、王京等多
位排爆手的感人事迹为素材，向观众展现
了排爆精英不为人知的一面。

原始森林里，打草机辟出一条路

在张挺过往的从业经验中，他深入过海
洋、高山、草原拍戏，却是第一次在原始森林
里架起摄影机。说起拍摄《排爆精英》的这段
经历，张挺坦言这是自己拍过最苦的戏。

剧情开篇，一组空镜交代了故事的发
生地，只见七八十度的悬崖峭壁耸入云霄，
山坡植被茂密。中越边境广西段属亚热带
丛林地区，为真实还原排爆场景，张挺率主
创团队，取景广西原始森林进行拍摄。“那
里随便一个山坡都七八十度，我爬上去还
好，摄影、灯光等其他主创成员扛着机器，
要翻过近乎与地面垂直的山坡，很不容
易。”越过山丘，在距离原始森林还有四五
十里的地方，提醒行人的警示牌上赫然写
道：前方为原始森林，有毒蛇猛兽出没。

现在回想起来，张挺仍心有余悸，“从去
年2月份开机到今年春节前杀青，《排爆精
英》的实际拍摄时间只有一个月。这期间的
苦，主要来自对环境的克服，大家伙只能硬
着头皮往原始森林里扎。”广西毒蛇种类繁
多，幸好是冬天，没有跑出来打扰拍摄，不过
全组200多位演职人员面对原始森林里齐
胸高的野草，也是举步维艰。白天，剧组人员
硬是用打草机从原始森林里辟出了一条路；
晚上，三台大吊灯、三台起重机同时工作，大
家齐心协力完成了所有夜戏。

剧中饰演排爆手刘夕石的演员窦骁，
将人物身上木讷少言、善良勇敢的特点展
现得淋漓尽致。张挺说，“当初制片人试图

请流量演员来演这部戏，但没有一个流量
演员接，嫌脏嫌累，不想把头发剪短，都想
穿着美美的衣服去谈恋爱。窦骁爱戏，这个

‘傻子’留了下来。我愿意和这样敬业的演
员合作，拍出让大家值得看的作品。”

步步惊心，边境排爆首度亮相荧屏

前期筹拍过程中，张挺同主创团队曾
深入中越边境广西段雷场。中越战争在此
遗留下大量绊发雷、连环雷、诡雷等。和平
年代，两国边境不计其数的地雷严重威胁
着边区民众的生命，与越南接壤的云南、广
西两地甚至存在着许多“地雷村”，张挺也
在剧中将地雷村搬上荧屏，当长相甜美的
刮风寨乡村女教师说出“刮风寨缺腿，十个
人只有九条腿”时，不少观众在弹幕上留下
唏嘘的感慨。

雷场有多吓人？张挺喜欢用略带喜剧
色彩的语言来讲述刻骨铭心的故事，剧中
如是，采访亦然。“在中越边境考察的时候，
制片主任忽然内急想上厕所。一线之隔，对
面就是越南边境，他不小心尿到了越南。领
队的排长说，越南那边一颗雷都没排呢，制
片主任第二次吓尿了。”不到现场，很难有
人对这种恐怖感同身受。“比起地雷，眼镜
王蛇、毒蚂蟥等都是小意思，步兵雷的爆炸
覆盖面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跑都跑不掉。
那种恐怖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令人汗毛

倒竖。”
如果不是这部剧，很多观众都对排爆

这份职业没有太多了解，那些二三十岁的
孩子就这样默默牺牲了。张挺还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刚到广西当地时，一位荣获二等
功战士的故事：有百姓报警，说雨水把山上
的一颗长约1.6米的航空炸弹冲进了家。那
炸弹是中越战争时越南人丢的，它的爆炸
威力，足以使方圆两公里之内没有任何生
命迹象。警察一看处理不了，把军队的人叫
了过来。军队一看是一颗航弹，引信已经触
发，军队领导命令小刘留下来处理，其他人
撤退。小刘拿出烟盒，把锡纸那面翻过来给
未婚妻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大意是说，自
己奉命处理一个航弹问题，如果自己牺牲
了，两年之内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
母。遗书下面还写下了留给家人的银行卡
号和密码。小刘把棉被铺在皮卡车上，独自
把炸弹抱到车上，外面用被子扎紧，当地交
警和军队维持秩序以确保车辆行驶过程中
两公里内没有人烟。小刘驾车行驶在空无
一人的路上，一气儿开到了爆炸场。到了之
后，他挖了一个很深的爆炸坑，又独自一人
将航弹抱到坑里接上线，拉了将近两公里
长后，他跳进隐蔽坑给未婚妻打了一个电
话，他说微信上还有些钱，并把微信支付密
码告诉了未婚妻。交代完，小刘按下了爆炸
键，他的鼻子、耳朵、嘴巴、眼睛都震出了

血。后来部队给他立了一个二等功。张挺最
深刻的感受就是：主创必经深入生活，才能
拍出真情实感。

《排爆精英》的前期采访过程让张挺对
英雄有了更深的理解，“什么是英雄？就是
在需要你的那一刻你顶上去，不但顶上去，
而且是毫无怨言地上去了，平平凡凡地退
下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希望《排爆
精英》里的人物，能够和观众同呼吸、心连
心，让大家产生共情共鸣。”

电影质感，时空压缩高速摄影

张挺于中戏毕业后创作了许多电影，
如《看车人的七月》《花儿》《斗爱》等。如何
在相对较短的中篇电视剧篇幅中，对排爆
行业与排爆英雄进行完整、准确的展现，讲
述扣人心弦、高潮不断的故事，成为张挺此
次创作中着重思考的问题，过往拍摄电影
的经历给予他很多宝贵经验。

在叙事方面，张挺对时空进行压缩，让
回忆时空与当下时空并行呈现，且两个时
空之间交相呼应，产生密切的内在联系。张
挺认为，线性叙事更适合长篇电视剧，而跳
跃、压缩时空的叙事方式在电影中较为常
见，这种方式会大大提高信息交代、故事推
进的效率，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场景的单一化，不同时空为观众带来更
具新鲜感的场景。

在拍摄过程中，张挺大量使用到了微
距镜头。“保险丝比针还细。”

剧组还专门租了1000倍的高速机来
进行拍摄，普通高速机也就是 100-200
倍。而只有用1000倍的高速机，观众才能
清楚地看到爆炸时的先后顺序，如果用普
通的高速机，只是火光一闪罢了。

排爆精英是刀尖中的刀尖，但张挺在
剧中对人物的刻画却非蛮力为之，不刻意
夸大、炫耀，而是举重若轻地展现出人物活
生生的一面。比如剧中排爆手的平日训练
竟是10秒内穿6根针、机械臂夹西红柿以
及挖坑数黄豆，这种倒置常引得观众忍俊
不禁；再如排爆手刘夕石身上具有的人物
弧光，他觉得排爆服帅而执意学习排爆，没
想到经过后天的学习训练，大家都认为他
是学排爆的天才。张挺反对口号式的展现
与人物过分拔高，“生若直木,不语斧凿”，
这既是编剧眼中有人的素养，也是笔下有
情的修行。

7月1日，我置身于天安门广场，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热血沸腾，神思飞越。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
在，中国共产党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的赶考
之路。 在这个伟大而庄严的时刻，我不能不思考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我国文艺事业的深刻指
导意义，不能不思考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的
历史使命，不能不思考站在新的一百年的起点上，
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才能不负伟大时代？

在这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连
续讲了9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开创未来，一定始终不离这个基点。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充满激情地说：“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
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
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
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
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这段讲话如同洪钟
大吕，宣示着党的根本宗旨。人民至上，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在其走过的百年峥嵘历程中，始
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关注、领导着文艺事业
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党的文艺政策，也
是革命文艺事业的美学原则。从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
文代会上的祝词，再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
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
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
针，成为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
的根本文艺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提出文艺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文艺从
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把文艺同政治的关
系提升到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的高
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突
出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且
揭示了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与是否为人民抒写的
内在关系：“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
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
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
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
求和人民心声。”以史为鉴，这里的观点是为中国
几千年以来的文学史、艺术史所深刻证明的。

在笔者看来，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活动，创作无
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涉及审美观的问题。翻过来看，人民的审
美观，往往是凝缩在有着“民胞物与”情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
作观念和实践之中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抑或是
现当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其把握世界、观照世界的审美过程中，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民的审美观内化于心。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对大自然“万物一体”的热爱依恋、对丑恶事物的鄙视
与嘲讽、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切感怀、对历史发展和事物规律的
深刻洞察，在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传世作品中都得到活生生的、不
断生发新意的艺术表现。而文学家艺术家是在与社会、与人民的
广泛交融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人民的审美观，并以之观察世道
人心，以之亲近自然，以之判断美丑好恶。当然，这些都要内化于
文学家艺术家的内在世界中去。《诗经》中的《女曰鸡鸣》以何等生
动的笔致，描写了恩爱夫妻的情感。屈原的《橘颂》以比兴手法将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坚贞高洁品格，凝结成橘的经典意象。
杜甫的《春望》将战乱之中人民的情感世界，写得何等真切。元散
曲中的《高祖还乡》则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形象，以嬉笑怒
骂的笔法，写得入木三分。《聊斋世异》中的短篇小说《席方平》是
将人民对社会的黑暗，作了奇特的揭露。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经
典之作，也是以人民的审美观来体验生活、创造艺术形象的产
物。少年时读《林海雪原》《红旗谱》《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
会为那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所深深感动。这些年来的《平凡的世
界》《鸡毛飞上天》《马上天下》《装台》等，也都深切地体现了人民
的审美观。

清代诗论家叶燮力主诗人的“胸襟”，其谓“诗之基，其人之
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
遇发生，随生即盛”（《原诗》）。他说的“胸襟”，是包含了审美观
在其中的。而杜甫的胸襟是其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所在。叶燮
又说：“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
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
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答情，
因情敷句，皆因甫有胸襟以为基。”杜甫的这种包含着审美观的

“胸襟”，是与人民的审美观息息相关的。没有这种“胸襟”，当然
不能成就伟大的杜甫。

为何本文将“人民的审美观”作为一个命题提出？人民的审
美观意义何在？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客观价值的命题，也
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
要人民。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
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
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文艺创作
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
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总书记在这里的论述，可谓
不易之论！人民既是文艺创造的主体，也是文艺鉴赏的主体，同
时，人民又是文艺审美的评判主体。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有将人民
的审美观化为自己的审美观，才能创作出真正不负时代的优秀作
品。价值观和世界观容易得到抽象的表述，而审美观则是超越于
抽象的逻辑思维，以形象的方式存在的。而人民的审美观，是要
内化于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式之中，并且凝练为艺术
个性及独特的艺术语言，才能产生优秀作品。伟大时代是人民创
造的，作家艺术家只有和人民同频共振，并以人民的审美观把握
世界，优秀作品才有可能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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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治山医心，让排爆精英的身影再现荧屏
——访编剧、导演张挺 □本报记者 许 莹

人 物

7月22日，由中国影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文
联电影艺术中心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电影研讨
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胡孝汉出席会
议并发表讲话。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出席会议并致辞。与会专家学者从
主题立意、艺术特质、创作突破、类型创新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电影的风格与特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研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
电影现象，为中国电影事业和中国电影产业助力。研讨会由中国影协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主持。

在全国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一批展现建党
历程和各时期党员风采的国产新片在大银幕上陆续公映。其中，既有
以青春视角重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历史的
《革命者》《1921》《红船》，也有讲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领导人创
立崭新治军方略的《三湾改编》；既有以创新视角重述“焦裕禄精神”
的《我的父亲焦裕禄》，也有反映著名作家柳青扎根农村创作《创业
史》感人历程的《柳青》；既有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感人故事
的《中国医生》，也有取材于“人民楷模”王继才真实故事的《守岛
人》……一部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的优秀献礼片，
题材丰富、类型多样、风格各异，通过跨越时空的银幕光影故事，生动
鲜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奇迹的百年之路，
堪称一堂堂意义重大的党史教育课。

胡孝汉指出，这些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电影，时代背景宏大，立
意站位高远。更为可贵的是，人物刻画鲜活生动，把大时代背景下个
人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奉献与付出的主基调表现得
精准细致、到位细腻，让观众感受到伟大来自平凡，榜样就在身边，他
们的事迹可学可做，精神可追可及，让作品和观众在思想上形成了共
通、在情感上形成了共振、在认知上达成了共识。广大电影人落实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精三有”价值导向，在电影创作中讲人物更
讲思想，重宣传更重制作。张宏认为，中国电影人始终把自己的创作
和党的要求、时代的方向、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影片演
绎了共产党人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光辉历史和现实，做到了对人
物的艺术化呈现。徐粤春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电影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和
源源不断的素材，建党百年之际，一批优秀的建党主题电影持续热
映，且具有满足文化需求与增强精神力量高度统一、宏大主题与微观
视角巧妙结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融合等三个共同特点。

与会专家认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电影，把近
20年来的艺术探索经验、成功方法、商业活力、表演积累、视觉经验
等，集中应用到此次主题创作中来，大幅度提升了主题创作的质量、
影响力和成就。这些电影创作在主题立意、商业类型、文艺情怀等方
面做了很好的融合，在深度开掘史实的基础上，用艺术的浪漫现实主
义替代了以往的生活现实主义。与此同时，现代电影的叙事策略与爱
国主义、家国情怀的融合叠加，进一步推动了主题电影创作在审美创
新层面的嬗变。大家表示，和平时期的电影人更需要从党的历史、革
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中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砥砺，为时代
精神赋形，为时代新人立传，谱写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史诗。（许 莹）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电影：

事迹可学可做 精神可追可及

由浩瀚娱乐打造，瀚怡影视、朝五晚九联合出品
的都市情感剧《我是真的爱你》7月19日登陆北京卫
视、东方卫视、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该剧由刘韬担任出
品人，吕行执导，丁丁、王宛平编剧，虞怡担任制片人，
刘涛、杜淳、李念、王媛可、袁文康、王天辰、代旭、隋兰
主演。该剧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母婴行业为故事背景，
描绘了三名“80后”都市育龄女性，各自为生活、为工
作拼搏奋斗，互相扶持帮助的人生故事。剧中刘涛饰
演的萧嫣是一个事业型独立女性，潇洒干练，坚毅果
决；李念饰演的尤雅是一个全职太太，拥有甜蜜的家
庭，正准备迎接第二胎，但丈夫的公司遭遇危机，婚姻

中矛盾不断；王媛可饰演的陈娇蕊，与杜淳饰演的莫
铭本来是一对迎接宝宝出生的幸福夫妻，却因为事业
心和职场压力导致产后抑郁，婚姻产生裂痕。

《我是真的爱你》对职场女性步入婚姻以及成为
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变化进行深度挖掘与探寻，展
现了当代女性独立自主的强大精神和积极乐观从容
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借此呼吁整个社会对母婴族群
给予高度关注和爱护，给予育龄女性更多关心和支
持。该剧已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每晚两集连播，爱
奇艺、腾讯视频每晚跟播。

（小 宇）

电视剧《我是真的爱你》近期开播

从女性视角探讨职场婚育

专家研讨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

打造崭新、丰满的焦裕禄形象
7 月 16 日，由中国影协指

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
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电影《我
的父亲焦裕禄》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
影协副主席尹鸿等十余位专家学
者及《我的父亲焦裕禄》总监制焦
守云、导演范元等主创代表参加
了此次研讨会。专家们一致认为，
该片对焦裕禄英雄形象的透视加
入了家庭与个人维度，细致还原
了焦裕禄生活、工作的历史语境，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
有血有肉、崭新丰满的人物形象，
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1990年版的《焦裕禄》是中
国电影史中的一部经典优秀影
片，饰演焦裕禄角色的李雪健贡献了精彩表演。在第
十一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的一
段获奖感言传为佳话：苦和累都让好人焦裕禄受了，
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珠玉在前，如何拍出
新意、再次打动观众，这对于主创而言无疑是巨大挑
战。焦守云表示，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中的女儿视
角都来自个人的真实经历。“父亲焦裕禄是一个聪明
又刻苦的人，有很多兴趣爱好，对生活也充满热情，
把这样的焦裕禄呈现出来，以及把当时历史中的真
实故事表现出来，是这部影片的目标。”与会专家认
为，如果说老版影片中的焦裕禄是一名无坚不摧的
党员和人民公仆，《我的父亲焦裕禄》则让观众看到

了焦裕禄作为父亲、丈夫、儿子的一面，在平凡中书
写不凡，也充分体现了支撑焦裕禄个人气质的山东
文化底色。片中郭晓冬的表演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
定，认为其表演体现出焦裕禄朴实中蕴含的力量。有
专家具体谈到，影片披露了有关焦裕禄的一些鲜为
人知的细节，例如焦裕禄拥有工学教育背景，这些经
历与其科学求实精神的养成息息相关，片中焦裕禄
带领工作人员在盐碱地考察的段落正是其科学求实
精神的体现。此外，在影像表达方面，专家认为主创
构思可圈可点，特别是焦裕禄回到山东大雪纷飞的
壮美镜头和此前朴实的影像风格形成鲜明反差，突
出了对焦裕禄精神来源之地的礼赞。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