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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学者张
鸣的最新历史文化
散论集。作者以通
俗幽默的述说、入
木三分的剖析、犀
利深邃的评论和众
多 鲜 为 人 知 的 细
节，将五彩斑斓的
往事以新的形式呈
现在读者面前，描
绘出一幅别样的历
史画卷。

5集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

全面、深刻、艺术地阐释中国梦
□本报记者 王 觅

5月2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电视台和学习
出版社联合摄制的5集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在央视
一套黄金时段与观众见面。该片纵论古今、大气磅礴，全方
位、多侧面、详细深入地阐释和论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
构想，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对这部电视政论片
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部政论片追思历史、观照当下、憧憬
美好未来，多维度诠释了中国梦的历史成因和时代内涵，连
接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连接着国家与个人、中国与
世界，文字充盈着哲思，画面传递出激情，音乐演绎着澎湃，
是全面、生动解读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近日，记者对《百年
潮·中国梦》总撰稿之一、作家张胜友进行了专访，请他介绍
了该片的创作过程和心得体会，畅谈了该片的创作思路和
思想艺术特色。多年来，张胜友一直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民
族复兴，放眼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创作了电视政
论片《十年潮》《历史的抉择》《珠江，东方的觉醒》《海南：中国
大特区》《让浦东告诉世界》《风帆起珠江》《闽商》《风从大海
来》等。他的作品壮阔、雄浑、豪迈，尽展其细致入微的采访功
底，也凸显其浪漫的作家情怀和鞭辟入里的哲理思考。《百年
潮·中国梦》延续了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追求。

把握思想灵魂 不断打磨完善
阐述中国梦，首先需要深入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张胜友对此颇有感触。他谈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今 170 多年来，中国一
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奋斗，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梦想。历史上，中国曾在全世界雄视天下，为人类文明
作出过巨大贡献，五千年华夏文明延绵至今、从未中断。但
近代以来的中国落后了、挨打了，因此百年来这个民族一直
在抗争，并寻求新的崛起和复兴，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张胜友介绍说，提出摄制这部政论片创意的是中宣部
副部长、本片总策划黄坤明，《百年潮·中国梦》的片名也是
由他确定的。全片从撰稿到后期摄制、剪辑等各个环节，始
终都是在总策划的整体把握下进行的。而倡议和片名的提
出，实际上也就确定了整部片子的主题。“百年潮·中国梦”，
虽然只有短短6个字，却鲜明直观地反映出我们寻梦、追梦
的壮阔历程。

“中国梦既是民族的梦，又是国家的梦、还是每一个炎
黄子孙的梦。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圆梦的进程中实现自己
的梦想，而个人的梦想最终将汇聚成民族的梦想。这个梦想
包容性很强，超越了党派、阶层和意识形态。她不仅是先辈
的梦想，而且是今人的、子孙后代共同的梦想；她不仅是我
们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理念，更是所有中华儿女和全世界华
人华侨共同的愿景，是动员所有力量的最大公约数。”张胜
友说。

的确如此，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在整部政论片中，有两
条线索交替进行：一是以同期声形式重现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中国梦的阐述和一些重要的
新观点、新论断；二是穿插了大量的人物采访，采访对象涉
及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典型、外国友人以及各行各业
的普通人物、基层群众等，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从党的
领袖到普通人，大家从自己的视角表达着对中国梦的理解
和憧憬。这样一种亲切温馨的共同探讨，使观众不仅加深了
对中国梦精神内涵的理解，更增添了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
奋斗、齐心筑梦圆梦的信心和动力。

据悉，《百年潮·中国梦》解说词的创作从今年春节前就
已经开始了。为了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表现全片的主题，由总
撰稿张胜友、徐锋和撰稿于薇、樊文春、梁菲组成的解说词
创作团队齐心协力，数易其稿，不断对解说词的内容进行丰
富、完善和打磨，力争与时俱进、精益求精。这项工作一直持
续到该片播出之前。比如，今年 3月底至 4月初习近平主席
访问欧洲和5月在北京大学考察等最新内容都不断被加入
片中，使本片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多维视角阐述 选准创作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

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百年潮·中国梦》分
为《百年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筑梦天
下》5集。张胜友谈到，随着本片主题的确定，5个篇章的板块
结构就自然形成了：第一集追古溯今，着重介绍了中国梦的
由来与核心内涵；第二、三、四集与总书记的论述完全契合，
分别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第五集则放眼全球，将
中国梦与欧洲梦、非洲梦、美国梦等世界梦进行对接，表达
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真诚态度。“因
此，这5集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各自成章，回答了中华民族为
什么要进行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什么可能实现中国
梦，实现中国梦将给国家、人民和世界带来什么。”

张胜友认为，创作一部政论片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方式，
阐释中国梦也不例外。创作团队选择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短
短一年多时间内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风气、
新举措、新成效作为重点叙述内容。“我们更关注当下，我们
感到这种方式是最切合当下现实、最能回答百姓所关注的
社会热点问题的，这样可以引发观众的思索。”同时，对古今
中外很多重要历史内容的回顾和思考作为背景穿插在对当
下的叙述中，这样看毕全片丝毫不会有内容单薄之感，反会
感觉十分丰富和厚重。

中国梦是一个意义深远、内涵丰富的宏大概念，深入阐
释本已不易；短短5集的有限体量要跨越波澜壮阔的百年时
空，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张胜友告诉记者，面对纷繁海量
的各种素材、数据资料、媒体报道等内容，如何在片中进行
合理选择和取舍尤为重要。因此，他在写作中始终有自己明
确的坐标系，并清楚地意识到不仅全片有一个坐标系，而且
每一集也有一个坐标系，这二者是统一的。历史—今天—明

天，这是一条纵线；中国—世界，这是一条横线。创作过程中
始终都要考虑到这两条线，并根据这个坐标系来选取素材、
论说思想，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单一事件或单一时间段。

延续艺术特色 平等交流对话
作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曾创作出《世界大串

连》《力挽狂澜》《沙漠风暴》《擎起达摩克利斯剑》等优秀作
品，他的创作视角广阔、题材宏大。上世纪90年代初，张胜友
的创作重心逐渐由报告文学转向影视政论片，20多年来，他
已撰写了近40部影视政论片，其中很多是重大题材，并形成
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和艺术特色。《百年潮·中国梦》正是这种
风格和特色一以贯之的继承和延续。

观看《百年潮·中国梦》后不难发现，全片语言富有艺术
性：文本句式洗练简洁，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叙事、描写、抒
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让人心潮起伏，感受到
强烈的心灵震撼；遣词造句精美讲究，比喻、排比等不同修
辞手段穿插其间，文采飞扬；叙述娓娓道来，质朴亲切，贴近
观众。谈及自己这种具有鲜明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张胜友
说，电视政论片归根到底是要向观众论说一种思想、一种理
念。这种论说绝对不是简单说教式的，而是要通过文学的、
哲理的、诗化的语言，借助文字、画面、音乐等综合艺术手
段，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只有这样，电视政论片才能传
递出一种思想、一种意境、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这也是政
论片的魅力所在。

在张胜友看来，政论片是散文和报告文学文体一种与
时俱进的流变。在新媒体迅猛崛起的今天，政论片将传统意
义上的报告文学和新兴的强势媒体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解
说词与影视画面、音乐烘托的互为铺陈、相得益彰，其影响
力和艺术效应将呈几何级数放大，这样的艺术实践在《百年
潮·中国梦》中随处可见。比如，每一集的开头方式都独具匠
心，或设问作答，或回溯历史，或营造意境，无论哪种方式都
能直抵人心，吸引观众一步步看下去；全片整体上视野宏
阔，落笔时却常以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等小切口进入，不少
故事鲜活感人、细节生动，以小见大；很多精彩处语言收放
自如，纵横捭阖，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带动观众的情绪起
伏。“通过我们的笔写出的历史宣言应当是立体的、生动的、
艺术的、冲击人们心灵的，而不是枯燥无味的。”张胜友说。

本片给人的另一感受是，全片并非从头至尾堆砌材料、
照搬概念，而是包含很多经过作者深入思考后的个性化论
述。张胜友认为，独立的见解、独到的观点、严密的逻辑推
理，这些都是政论片成功的基本标准。政论片创作需要将艺
术的鲜活性和思想的深刻性糅合起来，这就需要知识、思想
和政治辨别力等各方面的积累。政论片撰稿不能满足于“就
事论事”，而是要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判断。

“在创作政论片时，我总是努力将大家共同关心的党和国家
的重大理论问题，转化成易于广大观众接受的表述和语言，
从而实现与观众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希望此次播出的《百年
潮·中国梦》也能引发观众对中国梦的思考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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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墨境——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在北京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为中国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支持项目，由意大利文化中心主席温琴
佐·桑弗担纲策展。作为“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的北
京展，展览以“墨境”为主题，展出潘鲁生新近创作的瓷
板水墨、鲁班墨线、纤维艺术等作品70余件，体现了当
代实验艺术的跨界表现与发展创新。这些由中国山水
画水墨意象所生发的抽象水墨表现，水墨、陶瓷、纤维
等多种媒材浑融合一，呈现了当代语境下水墨精神在
媒介拓展后的发展面貌。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认为，潘鲁生的创作探

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持续关注民艺主题，关注人文精
神，并不断探索观念、媒介、材质、绘画语言等创新表达
的可能。在多年的艺术创作中，潘鲁生一直尝试和探索
当代艺术对传统文化的取用与传承，近作又在探讨中
国人文精神的当代表现。他试图通过民艺方式、综合媒
介和当代解构的创作来表达他对当下文化境遇的态
度，既让观众看到了水墨语言新的表现风格，又让人们
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据悉，本次展览至6月8日结束后，还将在法国巴
黎小皇宫博物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国家图书
馆、山东省美术馆等地举办。

本报讯 6集人物纪录片《屈原》端午节期间将在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科教频道播出。该片由湖北经视、湖北广播电
视台制作出品，诗人杨晓民担任策划、撰稿。摄制团队前后历
经5年，通过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各种文献资料，紧扣屈原的人
生遭遇与楚国的历史兴衰这一主线，从命运、政治、文学三个
视角交叉推进，还原了战国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历史
现场，多角度讲述了屈原从贵族到政治家、从政治家到文学
家、从文学家到诗性哲人的坎坷经历和曲折的心灵旅程。

纪录片从屈原思想、文化和人格的不同侧面入手，探讨了
屈原对道德节操的完美追求、对国家美政的不懈奋斗、对文学
世界的上下求索、对千秋家国的深情眷念、对宇宙真理的终极
追问、对生命价值的殉道实践等六大主题。该片揭示了一个
殉道者悲剧背后的人生信仰，并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
立场发出追问。屈原及其诗歌创造，对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
人格与精神塑造，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建，具有重要的价
值。6集人物纪录片《屈原》的播出，在当下中国具有道德示
范意义和精神感召力。

（欣 闻）

纪录片《屈原》

将在央视播出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天津市作协日前召开四届二次全委
会。会议恰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2
周年，与会者重温《讲话》精神，表示要自觉投身到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伟大实践中去，拜人民为师，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创作出
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代表们研究并通过了《天津市作家协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管理办
法》。会议决定成立天津市作协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其中包括小
说创作专业委员会、诗歌创作专业委员会、散文创作专业委员会、
报告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文学理论与批评专业委员会、剧本创作
专业委员会、网络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共7个专业委员会。赵玫、
万镜明担任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松、岩波就作家深入生活等做了主题发言。与会者表示，作
家深入生活体现了作家用文学形式表现生活、表现社会的使命
感。读万卷书是行万里路的文化积淀，新的生活体验会给创作带
来新的理念。

天津市作协召开

四届二次全委会

本报讯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
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生命之光——侯马
诗歌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与会者认为，侯马作为一个先锋诗人，始终
坚持用口语写作，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接地气”。
他善于从平凡生活的细节入手，让诗性的光芒将
对象世界烛照得遍体澄澈，同时又能够凭借感
悟、直觉以及整合能力越过事物的表层和芜杂，
传达有关生命、人性、信仰等理性命题的情思内
涵，强化文本的穿透力，实现形象、情感和思想的
三位一体。

与会者还重点谈到侯马的《他手记》，认为诗
作以单数第三人称的“旁观者”立场和个人化的
独特视角，包容更多经验、想象和记忆，也可以作
为一部长诗去读。作品内容驳杂、思想深刻、诗
感明锐、内涵丰厚，尤其是对历史记忆与现实担
当的跨时空整合以及横行无忌的形式探求，都显
现了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责任和荣誉。诗人用
杂糅并举的文本样式来表现同样杂糅并举的时
代语境，力求以复杂的语言形式作为复杂意绪的容器。正是“他”
所代表的一代人的那种个人化的心灵形式，决定了《他手记》的语
言形式，诗人用不像诗的手段呈现诗歌的意义，正是以此试图恢复
先锋性的本质和先锋性诗歌的尊严，同时在无意间完成了对诗歌
本体内涵的拓容和增值。

任洪渊、梁鸿鹰、施战军、吴思敬、邱华栋、沈奇、罗振亚、王光
明、孙晓娅、吴子林、伊沙、徐江、臧棣、杨志学等参加了此次研讨。

（江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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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畅销科幻
作品《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的英文版
将于 2014年 10月、2015年 5月、2016年 1月分三步在美国出版发
行。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26日宣布，已与国际知名的托
尔公司完成了《三体》英语版全球出版合同的全部签署程序。

《三体》三部曲是刘慈欣的首部长篇系列小说，被称为是一部
想象中的未来史诗，作品以恢弘大气的笔触描述了地球文明以外
的“三体文明”。该作品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评论
人士称其“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

2012年，刘慈欣与中教图进出口公司、《科幻世界》杂志社共
同签署了《三体》英文图书版权合作协议。此后，三部曲分别确定
了译者。《三体》第一部由美籍华裔科幻小说家兼翻译人刘宇昆完
成，来自美国的乔尔·马丁森和艾瑞克·亚布拉罕森则分别完成第
二部和第三部的翻译。

据了解，目前《三体》三部曲的第一、二部已翻译完成。
（许晓青 姬少亭）

《三体》英文版将在美发行

本报讯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
会公布了西藏亟待抢救的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情况。近年
来，随着中央财政和西藏自治区对西藏非遗保护的投入力度
加大，西藏一大批亟待抢救的非遗项目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与
传承。

据介绍，西藏自 2006年启动非遗普查工作以来，已收集
记录稿10万余篇，录音带、录像带近2000盒（盘），照片4.5万
余张，初步摸清了西藏各类非遗项目 1000余项，涵盖了非遗
所包含的10大类别，其中，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
统医药及民俗等类别的项目居多。各地（市）非遗数量由高到
低依次为拉萨市、日喀则地区、山南地区、昌都地区、林芝地
区、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

同时，为巩固成果，西藏启动了“西藏非遗系列丛书”和音
（影）像的出版工作，已出版《中国藏戏史》《藏戏名人名段》《传
统八大藏戏经典唱腔》《格萨尔说唱故事》等书籍、音（影）像；

完成了《西藏传统八大藏戏》《西藏舞蹈艺术》的数字化建设工
作；格萨尔多媒体资源库建设基本完成。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任淑琼介绍，截至目前，西藏已
建立和完善藏戏艺术展示厅、西藏唐卡画院、藏东南尼洋阁文
化遗产博物馆等各级各类非遗传习展示场所113个；重点扶持
联合国项目之一的藏戏，使 110余支民间藏戏队得到发展壮
大；藏医药、唐卡、藏香等生产性保护项目不断提升文化内涵，积
极开展活态传承工作，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涌现
出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厂、西藏唐卡画院、尼木藏香合作社
等一大批集非遗项目保护与生产开发于一体的示范基地。

目前，西藏共有入选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2 项
（藏戏、格萨尔）、国家级非遗项目76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68名；自治区级非遗名录4批323项、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共2批227人。拉萨市和全区51个县也相继命名了890个市、
县级名录，基本形成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西藏大批非遗项目得到保护传承
涵盖10大类别1000项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第五、六届主席
团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广东省作协原主席陈国凯
同志，因病于 2014 年 5月 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 76
岁。

陈国凯同志从 1958 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 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代价》《好人阿
通》《大风起兮》等，中短篇小说集《我应该怎么办》

《羊城一夜》《平凡的一天》等，出版作品集《陈国凯小
说选》（三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广东省
鲁迅文学奖、首届《当代》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

陈国凯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