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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诚如剧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

物》果然是一部以人物刻画为重心的作品，40集中有

名有姓的人物300多位，在1919年至1949年长达30

年时间跨度的叙事中，多达300多名历史人物的出

场，纷而不乱，章法有序，做到了以人带史、以史写情。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数风流人物》聚焦了党的一

大13位代表，以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革命的

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和牺牲的革命先驱，展现了从五四

运动、红船建党直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跨度的中国革

命史诗。该剧将历史的厚重与青春的理想信念相互交

融，年轻化的艺术叙事手法让观众在领略伟人风采与

革命先烈信仰坚定的同时，感受了历史脉动的温度，

激发了民族自信与爱国情怀。

电视剧《数风流人物》年轻化的叙事手法并非刻

意为之，剧中聚焦的13位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

最小的刘仁静只有19岁。所以该剧“书生意气、挥斥

方遒”的年轻化艺术呈现恰如其分。再有一首首毛泽

东大气磅礴的革命诗词间入剧中，让整部剧始终昂扬

着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激情与爱国赤子

情怀。正年轻不仅是年龄，更寓意了建党百年的共产

党，永远年轻的动力源泉就是不忘初心。

从1919到1949年三十年的重大革命历史，我们

早已耳熟能详。为避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落入类记

录体的窠臼，让革命历史红色血脉的传承更贴近时

代、更有温度，让革命先驱的形象更加鲜活丰满起来，

电视剧《数风流人物》主创面对创新难点，将重点落在

了刻画英烈人物上，以人物带历史、让历史有温度是

该剧最大的艺术特色。在艺术呈现上强调以我为主，

主线聚焦了以毛泽东在内的13位一大代表在三十年

革命历史的大浪淘沙中，面对信仰、道路抉择的心路

历程和人生命运。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军事才能、乐观

的革命主义精神贯穿了全剧。演员侯京健第一次挑起

整部剧的大梁，演技可圈可点。13位一大代表作为群

像人物主线，着力塑造了他们在革命洪流的时代背景

下，人生信仰的不同选择和命运结局。该剧辅线撷取

了为中国革命壮烈牺牲的数十万共产党员中的典型

英烈人物对其进行浓墨塑造，将群像人物刻画与革命

思想、路线、理论之争紧密勾连，表现了在历经革命低

谷、高潮转圜的跌宕起伏中，他们经历的血与火、生与

死的考验。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该剧出现频

次最多的镜头无疑是刑场，40集的电视剧几乎每一

集都有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镜头，每一场烈士牺牲的

场景，犹如用坚贞信仰演奏的一首首悲壮的交响曲。

剧中英烈们壮烈牺牲时的那一刻，深深撞击着观众的

内心。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妻子杨开慧、妻弟杨开民；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李大钊、赵世炎、

张太雷、李汉俊、罗亦农、夏明翰、向警予、蔡和森、瞿

秋白、邓恩铭、方志敏……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都正值

青春韶华，正如夏花怒放的生命，为了革命的胜利，他

们在人生最美的季节却要面对肃杀的刑场、暗黑的枪

口。剧中英烈的妻子几乎都出场了，但主创并没有用

过多的笔墨渲染他们的爱情，有的只是平淡如你我的

生活。他们在革命道路上是志同道合的夫妻，在生活

中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看着一个个英烈的妻子要坚

强面对爱人的永远离去，这样的情感张力，怎能不令

观众动容。生死爱是所有艺术永恒诠释的主题，对生

的热爱、对死的恐惧、对爱的渴望是人类最真实的情

感。《数风流人物》对英烈人物牺牲时刻的艺术呈现，

是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交融最强烈、最震撼的时

刻，这也是该剧最具张力的艺术感染点。

去年播出的广受好评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从

1915年写到1921年建党，剧中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

延年、陈乔年的塑造深深吸引了年轻观众，两位年轻

的革命者走向赴法留学的轮船与戴着手铐脚镣满身

伤痕走向刑场的镜头切换，这一留白的设计给观众留

下了想象的空间，留下了追问，两位如此年轻的革命

者留法归国后进行了哪些革命活动？是如何牺牲的？

《数风流人物》都做了弥补，完成了观众的观赏期待。

看到陈延年、陈乔年壮烈牺牲时，笔者如看《觉醒年

代》时又一次泪目。同样都是血肉之躯，为何共产党人

在生死面前，如此大义凛然，英烈们壮烈牺牲的情节

刻画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与一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对于革命历史人物

与虚构人物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不同，电视剧《数风流

人物》中的人物几乎全是历史真实人物，摒弃了虚构

人物的塑造，但这不意味不做艺术虚构，该剧采取了

较有难度的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艺术情节相结合方

式，为人物刻画注入了更多情感的力量。群像塑造、典

型人物刻画与虚构情境相结合的艺术呈现手法，非常

考验主创的艺术功底，做不好非但达不到艺术张力，

反而虚假。但该剧的情境情节虚构达到了艺术的合理

想象。剧中李大钊在慷慨就义前，当狱警问他最后有

什么要求，他提出要一盆清水、一把木梳。在阴暗的牢

房里，李大钊一边为妻子梳发洗头，一边诉说妻子为

他和家庭做出的牺牲，这个充满温情的类似蒙太奇的

艺术手法，将李大钊大写的革命人的信仰坚贞，与作

为丈夫对妻子难以割舍的深爱之情相融合，这种艺术

虚构的情境贴近人物、贴近真实情感，使观众深切感

受到人物给我们带来的质感与温度。

剧中对陈独秀的戏份从他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

一直写到离世，第一次较完整地塑造了这一历史人

物。陈独秀1936年出狱后断然拒绝蒋介石与汪伪政

权说客的拉拢，穷困潦倒的他除了接受北大同学会的

资助外，一概不接受他人接济帮助，甚至临死前，拿着

记账本嘱咐妻子哪些钱能要，哪些钱不能动。陈独秀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右倾投降主义，导致我党遭受重大

损失，但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陈

独秀始终深爱着国家和人民，对民族有担当，对推动

中国历史进步有重大贡献，他的人格魅力也一直感染

着和他曾经一起学习战斗过的同仁。该剧对于陈独秀

这种忠于史实，一分为二的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理念值

得称赞。在陈独秀死后，该剧虚构了张国焘、包惠僧、

李达、刘仁静来到他的墓前凭吊时有关信仰坚持与背

叛的对话，这种类舞台剧间离艺术手法的对话，虽然

不是跨越时空，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列举的这些

情节情境的虚构，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和思辨力

量，也强化了历史的逻辑性。

从《觉醒年代》到《数风流人物》，中国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已然从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

艺术重现，转变到对于党史和史料的深度挖掘，更加注

重革命历史人物的质感层面刻画，更加深入人物在思

想、理念与内心情感层面的细腻捕捉，在艺术呈现上，从

一味追求大制作、大场面，到追求镜头语言与人物情感

勾连的意境营造，这种贴合当下审美的艺术手法，让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越来越受到广泛观众的喜爱。

高尚的生活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评电视剧《数风流人物》 □高小立

风华正茂的年纪，她选择泥泞，告别繁华；青春正盛的

岁月，她扎根基层，反哺家乡。6月26日，以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而创作的电视剧《大山的女

儿》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该剧由雷献禾执导，杨蓉、刘

奕君、杜晓帆、涓子、李君峰、陆玲等主演，讲述了黄文秀从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

到生她养她的家乡，在革命老区百色市宣传部任职，为振兴

乡村贡献自己力量的故事。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开播当晚，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

百坭村村民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该剧的播出。“雨下

得太大了，快调头回去”，当看到剧中众人劝说冒雨驱车赶

往百坭村的黄文秀的情节时，村民们不禁想到2019年6月

16日的那个夜晚，黄文秀深夜冒雨奔向受灾群众，不幸遭

遇山洪，30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当剧中

印有“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红马甲再次出现，文秀书记帮大

家解决困难的一幕幕场景浮现，宛如昨日，她带领群众搞种

植，发展农产品电商，实现了贫困家庭户户有致富门路，村

集体经济项目收入翻倍的目标，村民们说：“真希望她能够

回来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

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在

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百色，主动投身扶贫一

线，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倾注了全部心血与汗水。她时刻牢

记党的嘱托，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铿

锵誓言。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装在心

间，推动实施百坭村村屯亮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

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黄文秀因公殉职后，她的

感人事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黄

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称赞她“用美好青春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此后，黄文秀被追授“时代楷

模”、“最美奋斗者”、“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第七届“全国敬业

奉献模范”、“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感动中国2019年度

人物”等荣誉，2021年被中

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正

是从真实生活中取材,向观

众展现了我国新时代青年优

秀共产党员在脱贫攻坚事业

以及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谱写了一曲新时

代的青春之歌。导演雷献禾

谈到，2020年初夏他接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政府邀请拍摄该剧的任务。此前雷献禾也通过多种渠道看到过黄文秀同志

先进事迹的报道，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接到创作任务的他深知责任重

大，压力倍增。雷献禾与创作团队随即扎根黄文秀工作学习过的地方，获取了

大量第一手资料。创作过程中，雷献禾与主创团队力图摒弃程式化、套路化，依

据对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文秀模式”进行创作，努力回应“为谁创作，

为谁立言”的现实问题，以此满足受众对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心理需求。该

剧不仅以黄文秀同志的人生境遇、党的培养、家风建设、实现初心等为线索，

展现了人物的精神成长历程，还在创作时设计了第一书记群体、驻村干部群

体、基层党员和村两委、县乡镇基层党员组织以及致富带头人、下乡学习大

学生等多元人物形象。雷献禾谈到，“我希望能够较多、较全面地呈现这场脱

贫攻坚战役与乡村振兴的实景，描绘出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共产党员以身作

则的奋斗历程，通过这部剧为观众解答有志青年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农

村应该以怎样的理念去发展的困惑。”

该剧摄制过程中，无论是场景、服装、化妆、道具，都力求贴近现实。2021

年7月，《大山的女儿》来到黄文秀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取景，百余名师生参与了

该剧的摄制，共同弘扬文秀精神。该剧播出当天，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

部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第一时间组织师生收看，来自哲学学院

的2019级硕士研究生王明凤说：“讲述文秀师姐回到大山，挑起脱贫攻坚重担

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播出了。我脑海里又浮现出2018年暑假去百坭村暑期

实践时，师姐热忱勇敢、乐观向上的样子，她总是忙到夜深才离开，一大清早又

回来，带着我们入户的时候，各家各户都对师姐十分亲近。”“总有人是要回去

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同学们纷纷表示，黄文秀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

批学子，大家要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践行初心使命，在党和国家需要的地方发光

发热！

正如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片头曲《留下》中所唱到的：“贫瘠的土地上，才

会绽放最美丽的花，只因他们献上了年华。”如今的白坭村，砂糖橘压弯了枝

头、水泥路通向群山、灵秀的民居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多想留下“大山的女儿”，

让她看一看这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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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情缘》民族管弦乐组曲首演
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民族管弦乐组

曲《大湾情缘》于6月22日晚在星海音乐厅交响大厅首演。

《大湾情缘》是一部以民族管弦乐为主体、结合多种民俗及时尚元素的民

族管弦乐组曲，作品由星海音乐学院出品，星海音乐学院与广东民族乐团联袂

演出，著名词作家陈道斌作词，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蔡乔中、陈明志作曲，深圳交

响乐团首席指挥林大叶指挥。

音乐会开篇的“大岭之南”以粤港澳大湾区自然生态音声为引，以五度音

程积叠的音型配合吹管及鼓乐的呼应，凭借恢宏的音响与气势揭开了《大湾情

缘》的序幕，彰显了岭南百越大地生生不息的气度。接着是“湾区情歌”，由男

女声独唱、合唱与乐队以粤语的音韵、多彩的民族管弦乐语汇，唱颂粤港澳大

湾区一衣带水、一脉相承的人文情怀以及三地人民的深情厚谊。之后是“珠江

随想””濠江飘色”“香港故事”三首乐曲，分别藉以十孔口琴的别样音韵、古筝

宛若流水般的曼妙旋律、粤港童谣对童年的甜蜜回忆，以及各种象征时代印记

的典型曲调，呈现了粤港澳三地在时代的轮转中错落辗转的景致。最后，“梦

起大湾”以男女声独唱、合唱与乐团唱出了大湾区人民对湾区历史变迁的无限

感怀和对追梦新百年的热切憧憬，讴歌了人民协同并肩，为奋进新时代、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真挚情怀。六大篇章，于微观之处看到的是《月光

光》的世俗情怀、濠江飘色的民俗场景以及香港故事的活色生香，折射出的是

从两千年前的百越文化到如今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的广府文化，乃至珠三角

在千百年的时光里孕育出的内涵丰富的岭南文脉。作曲家以“小叙事”表达

“大情怀”，湾区的多彩风貌尽现其中。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不断深

化，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优势正不断凸显，这赋予了艺术家们以不同艺术方式

表达的创作灵感。

首演后，《大湾情缘》将于7月初赴大湾区各大城市巡演，冀望让更多人分

享到音乐艺术家们带来的艺术盛宴，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艺 文）

电影是大众文化的一种，从主题选

择到故事表现，都不能完全回避时代社

会与文化思想的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牵

涉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疫情的影响，不独在具体可见的社

会事件和日常生活中，也潜蕴在人们的

心里和情感中。《你是我的春天》的创作，

描摹了真实小人物在面临严峻挑战的爱

与守望，展现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主题

电影在形象、结构和叙事上所下的功夫，

交汇出疫情下中国影坛少见的活力。

影片不追求宏大叙述，由李南风与

尚小雨的爱情开启故事讲述，展现了两

年前疫情中武汉的状貌和一众人物在抗

疫过程中的心路及产生的影响，以此形

成主创设置的叙事逻辑链条。李南风与

尚小雨爱得艰难却格外让人感动。其

中，李南风的形象塑造尤显立体生动。

他对小雨满心纯情与爱恋。在疫情呼啸

而来的情势下，他选择来到武汉陪伴尚

小雨和她妈妈，每天骑着单车，往医院送

药品、水果，充满执著和韧性，并获得小

雨母亲的接纳和肯定。在小雨妈妈去世

后，他完成了英雄式的自我塑造，去努力

当一个社会人，使恋人的身份变成了双

重的荣誉勋章。李南风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爱究竟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力量，同时

显影出时代的特质。

农民工二红、大鹏为了讨薪受命驾

车到疫情下的武汉给医院运送稀缺资源

口罩，以拿回自己应得的劳动回报。质

朴平实的他们，带着抗拒心态撞入抗疫

中的武汉城区，路遇病人，却不由分说送

往医院并代向医生央求床位，他们的义

举感动了周围的人，最后他们毅然撕掉

十万元口罩收据，显示对真、善、美的意

外而有力的彰显。

《你是我的春天》用民生连着民心、

民心关系国运的政治精神，去做日常化

故事讲述，让人接触到疫情下的日常，体

验到不同的人物世界和情感方式，在常

情常理之下着力表现了非常态的人物之

真实写照和独特的魅力。

社区书记老王与社区工作人员及居

民打成一片，再累再忙也不吝赞美，有笑

有泪，努力给予众人温暖抚慰。医生龚

臣和他的护士妻子的故事，是影片平缓

的故事讲述中掀起的高潮。作为重症监

护室医生的龚臣，在片中好强执拗、全心

全意地服务于ICU病房的病人，却又满

心的疲惫和伤痛。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每天都有人死去。龚臣说：“一个一个病

人在我眼前离世，我不甘心！”龚臣奋力

投入对同事纪永亮的最后抢救中，万般

心痛。心理和精神的压力与不垮/不能

垮的意念，成为爱的在场与证明的组成

部分。这种见证与大爱的言说，不是对

社会或人的生活的简单肯定或拒绝。你

我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负

重前行，做出感人的奉献和牺牲。

《你是我的春天》不是集锦片。影片

多线并进，五组人物在五个段落的故事

中，互为构成角色形象得以成立的逻辑

前提。作为一部较为完整的叙事作品，

《你是我的春天》在时间建构上展现了新

的创造性，是可以归为匠心独具的作

品。开始第一个爱情故事前序是二红、

大鹏驾车向疫情中心武汉去的段落，第

三个和第四个故事则采取了交叉并叙的

方式，最后一个故事，将各个段落的人物

做了浪漫化、影像化的综合串联与交代，

南风落户小雨所爱的城市，见证爱和这

个有过最荒冷时刻的城市的繁荣，首尾

呼应，并在个体情感与社会情感的流动

对话中形成故事的高潮。

面对一切问题，人们对它的体验、

观察、表现，对它的双维审视和瞻望，对

曾经坚持过、牺牲过、努力和奉献过的

人们的致敬以至温情想象，是自然而然

的。片子中和乐山大佛对话的乐乐，他

的妈妈作为驰援武汉的四川医疗队一

员去远方，到了抗疫最前线，而他和他

的爸爸因为妈妈的“缺席”由矛盾频发

到改善，终而成为同一“社区”的共同

体。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如社区

小麦吟唱：害怕就拼命奔跑，那个出口；

害怕就大声喊出来……乐乐梦中的哪

吒的风火轮、乐乐朝向乐山大佛的呼

喊，终于幻化为片中最温馨的缤纷明丽

的影像叙事，人们“轻巧”地战胜病毒，

终于团圆，颇有想象力的期诣，饱含影

像和文学的感性诗意。

影片具有现实主义品格，这种现实

主义创作，就如当年的钟惦棐先生说的，

是一种“严格的现实主义”。追寻它的价

值和意义，会不难发现，它是了了于心、

接通历史和当下的，也是爱的多重奏的

预期和实现的统一。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爱的多重奏爱的多重奏
——评电影《你是我的春天》 □丁亚平

评 点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