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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创作者要肩负起纪录片创作者要肩负起
捍卫历史真相的使命捍卫历史真相的使命

□本报记者 徐 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责任编辑：李云雷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影 视

■关 注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此次评选的入围电视作品集中围绕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与前苏联卫国战争等主题展开，最
终，两国共有《1937南京记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江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进攻柏林——深入虎穴》（俄罗斯
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6部纪录片获得中俄电视周最
佳纪录片的殊荣；14部纪录片获得中俄电视周优秀纪录
片的荣誉。这些在两国电视频道播出过并产生广泛影响
的力作，立意鲜明、表达多样、资料详实，对于战争场景、
史料图片及文献影像的调研，对于情景再现、画外音及文
案的原创设计，都体现了高度的职业水准，显示了中俄纪
录片人在该主题创作上的最新成绩。结合此次获奖作品，
围绕中俄两国在反法西斯这一重大主题纪录片创作上体
现的创意、特点与追求，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兼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王丹彦、

《1937南京记忆》总导演闫东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纪录片
部副主任亚历山大·科佩索夫。

纪录片应用真实的力量感染观众

对于选择战争题材纪录片作为中俄两国电视文化交
流的重要载体，王丹彦表示，纪录片的使命就是用真实
的力量感染观众，用真实的历史事实、鲜活的人与事，表
达当代人的思想发现、精神探寻，展现电视艺术的文化使
命与责任担当。“中俄两国都是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富矿，
尤其在战争题材的表达上有很多内容值得深挖，特别是
在今年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王丹彦认为，此次参评作
品，主创者或选取代表性地标由现实带入历史，或在当下
观点与历史认知对应中独具匠心，或采取大事件个体化
手段，让历史叙述有了人性的温度，真实而有力度地反映
了两国人民在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英勇无畏，百折
不挠，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者付出巨大牺
牲的历史功绩。

王丹彦认为，强烈的当下观照是此次中俄获奖纪录
片体现的最大特色。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不仅运用艺术
化的影像语言客观地记录、审视和解读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历史进程，还立足当下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积极倡
导捍卫“二战”胜利果实，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告诉
人们铭记历史、以史鉴今、缅怀先烈、珍惜和平，可以说，
用“真实的力量”传播了历史的正能量。“这既体现了中俄
两国战争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新突破、新追求，也为今后深
化中俄两国的电视合作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实现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叙事的
结合

担任此次纪录片评委的亚历山大·科佩索夫表示，中
国的纪录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现代的拍摄
视角、影像创意、叙事角度的探索上。他以《1937 南京记
忆》为例，认为该片的视角选择、故事选择十分值得俄方

同行学习借鉴。该片以 1937年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为载体，向观众全面展现了当今世界对发生在中国的这
场浩劫的历史认识，历史切入点非常巧妙。但亚历山大·
科佩索夫认为，该片的叙事节奏非常统一，在全片的最后
几分钟，一个问题始终牵动着观众的心：张纯如本人经历
了什么？当片中最后展示出南京大屠杀对于主人公的生
活所带来的影响后，一切都清楚了：对这段悲痛记忆的挖
掘需要主人公投入大量精力，而南京惨痛的遭遇同时为
主人公的家庭生活蒙上了悲剧色彩。影片的可贵之处在
于，它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真相。

亚历山大·科佩索夫表示，从中方获奖的《台儿庄
1938》和《东北抗联》也可以看出中俄两国纪录片创作的
共同点，即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做了详实的信息收集
工作，并采访了很多老兵，让老兵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
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历来是相对枯燥
的，但这些获奖纪录片都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其原因
在于它们把叙事的重心建立在了人的命运的基础上，通
过表现个人的命运、家庭的沉浮，揭开一段宏阔的历史，
实现了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叙事的结合。

对于战争题材纪录片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以及如今
出现的否认历史、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倾向，亚历山大·
科佩索夫认为，纪录片创作者的任务不仅仅是呈现历史、
解密历史，而且也要肩负起捍卫历史、捍卫真相的使命，
在坚持真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实现纪录片工作者
的历史担当。

中俄纪录片人在观察历史、挖掘历史、
讲述历史、反思历史上有共识点

“俄罗斯目前的纪录片对战争的反思具有相当的水
准。”担任此次纪录片评委的闫东同样表达了对俄罗斯纪
录片的赞赏，其中《进攻柏林——深入虎穴》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该片讲述了1945年春天，英勇的苏联红军
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最终攻克柏林，解救欧洲人民
的历史片段。“这部片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反思，
而是以苏军进攻柏林的最后15天为切口，进行了更深层
次的历史和文化思考。” 闫东说。二战期间，欧洲14国
在被德国占领后向希特勒提供了大量战斗人员和战略物
资支持，纳粹对欧洲人民、欧洲的文化资源也造成了难
以想象的灾害。比如，在纳粹政府文化占有的掠夺中，
有一大批在德里斯顿画廊中不翼而飞的油画遭到了破
坏，被苏联军队发现后经过莫斯科专家组的修复由苏
联政府于 1955 年将 1240 幅油画归还给德国，这是世界
战争史上惟一一次战胜国将如此大量、如此珍贵的战利
品归还给战败国。该片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真
相，看到了战争的惨烈和战争背后的文化掠夺，以多重
的视角彰显了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展现了对苏联文化的
珍视。

闫东目前正在执导 8 集重大题材纪录片《东方主战

场》。在他看来，一种历史题材如果不在主题视角上做深
入剖析和叙事创新，就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进攻
柏林——深入虎穴》的拍摄实践恰恰给我们的创作带来
了不少启发。俄方同行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平实
的叙事方式、质朴的艺术呈现完成了对历史的描述，其
在历史叙事中展现的价值立场、文化姿态值得我们深入
探讨。王丹彦认为，中俄纪录片人在观察历史、挖掘历
史、讲述历史、反思历史上有很多的共识点，彼此的借
鉴、探讨有助于带动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

用国际化的语言、胸襟和视野讲述真
实的历史

在2014年6月法国拉罗谢尔举行的第25届法国阳光
纪录片大会上，来自中国的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获得
了惟一提案预售大奖，并在制作完成后在比利时法语区
播放，该片不仅成为此次大会上惟一一个赢得提案预售
单元大奖的作品，还通过非洲电视节、法国电视节和美
国电视节进行大范围宣传推广，目前该片已销售到美国
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地区。日本最大的网络视频公司
niconico有意向购买该片日本地区权利，德国USMedia意
向购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地区的电视播映权，比利
时RTBF电视台意向购买播映权。闫东表示，这说明我们
的故事创意、叙事视角在如何赢得国外观众方面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闫东谈到，《1937南京记忆》的选题及立意始于 2012
年，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和团队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和
深入的思考，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观看了上百部同题
材的影视资料，最终确立了以第一个将南京大屠杀史实
介绍给世界的华裔作家张纯如、拍摄《南京》纪录片的
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日本女教师松冈环、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等几个当代人物为主人
公，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用
原创性解读、揭秘性内容和新颖独到的资料，客观理性
地重新审视发生在77年前的那场反人类暴行。“一方面，
这些主人公身上都有对历史事实、真相的探寻精神；另一
方面，每个人的现实命运又激活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本
体。”闫东说。

每一个时代对历史的认知都在发生变化，也折射着
历史史观的演变和坚守。如何从当下的视角解读历史？闫
东表示，《1937南京记忆》不是战争灾难的揭露，不是在唤
起观众的仇恨，而是静下心来，真正用国际化的语言、胸
怀、视野，去客观、准确表达一段真实的历史，用最平实、
最质朴的影像画面，完成我们“呼唤和平”的主题。“尊重
一个生命、尊重一个民族、尊重一个国家，这是我们努力
达到的创作诉求。惟有这样，拿出来的作品才能让更多人
接受”。

杨家堂村

浙江杨家堂村的故事，在乡愁工程中，非常有

个性。它既讲了医道和商道，还讲孝道慈道。特

别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古中国最受人尊敬的从业

者之一，医者出场了。有人说，中华民族能够传承

五千年，有多种原因，但中医功不可没。这个地球

上，有多少民族都消失在历次瘟疫之中。本集节

目中的医道医德医术，都可以作为医德再教育的

生动教材。一个医生早晨起来，先要巡视一圈，看

到家家烟囱都在冒烟，他就放心了，否则一定要上

门问讯，这是何等美丽的人间热肠。一个医生遇

到穷人，不但不收钱，还要倒贴钱，这是何等美丽

的人间风景。

“这一天，宋宏堂挑着柴准备去县城卖，走到

半路坐在凉亭休息，意外捡到一个包裹，摸摸里面

似乎有一些银两，于是宋宏堂就坐在凉亭里等，来

往的人问起来，他只是说坐在这里休息。直到一

个衢州商人满面愁容地走来，一副欲哭无泪的样

子，宋宏堂断定这就是丢了包裹的人，经细问果然

不出所料。衢州商人打开包裹，里面有两千两银

票和部分银两，看到自己多年的积蓄完好如初，不

禁流下了眼泪”。

本节目以这个故事开始讲述宋宏堂经商的故

事，传奇又智慧。就是这样的一个缘起，让他成为

失主的学徒，开始了他的生意旅程。多么浪漫又

崇高的商道。

那个想通过动物之美唤醒人们护生意识从而

保护动物的宋世和，那个放弃挣钱回村花钱保护

老屋的宋仁鉴，那个回村为乡亲义医的宋珈，其人

其事，都非常感人。

东风村

福建东风村的故事主题是同舟共济，名副其实。本台本文字

顺畅，一如平静的海面，又波澜壮阔，没有怎么引经据典，全凭

人物同期和解说，但非常有力量。海上生活不像陆地，需要勇气

和侠肝义胆，更需要团结的力量，其中的故事，似不逊色于惊险

电影。

“2013年 8月，正在海上捕鱼的肖成林，接到了风暴来袭的

预警，他带领船员匆匆收拾好网具，准备回港避风，就在这时，

突然从通话机里传来求救信号。是驾船回港避风，还是冒险救

人，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在肖成林看来却极为简单。他二话没

说，顶着九级风浪赶去救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人命更重

要，即使是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渔民中流传着一句俗语，“船隔三寸板，板里是娘房，板外

见阎王”，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船只遇难，

渔民的生命岌岌可危。等肖成林驾船赶到时，事故船只已经沉

没，五个渔民在风浪中苦苦坚持。附近的三条渔船不约而同地赶

来救援，这是渔民们世代默默遵守的约定。大家合力营救，五名

落水渔民终于化险为夷。

1971 年的一个清晨，警报声打破了渔村的宁静，一艘外国

商船夜间迷失了航向，在距离葫芦澳不远的地方触礁。当时的风

浪很大，渔民还驾驶着简陋的小木船。可是同舟共济的传统，让

村里迅速召集到很多经验丰富的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出海救人。

那是一艘几万吨的大船，就在他们把 22名船员救出来不久，大

船沉没了。

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精神，让外地船主愿意与他们合作。现

在，从东风村走出去的船长和大副有近百人，他们每天航行在中

国至世界各地的海运航道上。

■关注百集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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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
万州区委宣传部、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等单位联合摄制的故事
影片《相伴库里申科》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式。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原苏联飞行大队长，1939年他和
考兹洛夫受苏联政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到
中国援助抗日。在一次出击日寇某军事基地的作战任务中，
机群遭受日寇机群的拦截，激战中他的座机受损失控。为了

使民房免遭破坏，库里申科以高超的技术操纵飞机，平稳迫
降长江江心。由于劳累过度，库里申科再也无力跳出机舱，无
情的江水吞没了他年轻的生命。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伟大
的国际主义战士。

如今，英雄长眠于长江畔的重庆万州区西山公园，而万州
市的谭忠惠、魏映祥母子从1958年开始为库里申科守墓长达
56年，母子两代人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守护，感动了成千上万的
中国人。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成为两国深厚友谊的见证。

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12岁的谭小慧在万州江边亲眼目
睹母亲被炸死，也亲眼目睹了库里申科的飞机坠入江中光荣
牺牲。万州群众将库里申科葬到太白岩。上世纪50年代末，库
里申科的墓地迁到万州的西山公园，库里申科的女儿伊娜前
来祭拜。谭小慧主动向老园长请缨，成为了守陵员，还劝说丈
夫魏喜旺放弃了住新房的机会，并说服儿子魏中华大学毕业
后留在陵园为库里申科守墓。很多年后，伊娜再次来到万州，
并前往陵园看望谭小慧，两人再次相见……

该片由沈东导演，戴娇倩担纲女一号谭小慧的角色，宋
春丽扮演老年谭小慧，吴甜甜演绎了少年谭小慧。八一厂青
年演员徐箭、吴其江、兰岚、袁满、王国栋等分别在戏中担任
重要角色。陶玉玲、卢奇、李幼斌、岳红、祝新运、赵晓明等鼎
力加盟。外籍演员Raimon和伊莉莎、兹娜的加盟更为影片增
色不少。

该片将于今年10月在全国公映。
（任晶晶）

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新光奖’中国西安第四届国际原创动漫大赛”近日在北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一年一届的“新光奖”进入作品征集阶段。

“中国西安国际原创动漫大赛”是西北地区首个大规模、专业
级的原创动漫大赛，今年是第四届，已成为西安独树一帜的自主文
化品牌，其专业性得到了动漫企业、国内外艺术类专业院校师生、
动漫爱好者的认可。尤其是第三届大赛中“民族动漫工程”的启动，
更加明确了大赛以西安为核心发展民族动漫的特色和方向。

本届大赛主题为“新国风·新丝路·新动漫”，以打造民族动漫
工程、树立“动漫新国风”为特色，以融合丝路文化元素的动漫作

品为重点，在规格、活动延展、经济效益等方面大力创新。
与往届相比，本届大赛更加注重赛事的社会价值及优秀作品

的市场转化。并将在西安举办多场有附加值的活动。大赛增设优
秀学生动漫作品创业奖，给大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把大赛
奖金变为孵化资金。

大赛将作为今年9月文化部与陕西省政府举行的“第二届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艺术节的“创意·动漫
文化周”板块举办第十一届动漫产业论坛、动漫新品发布、版权交
易会及大赛优秀作品展览会等活动。

（小 孙）

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台湾
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办，福
建恒业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协办
的第七届两岸电影展——台湾
电影展日前在京举办。中国电
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台湾
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行以及知名导演杨亚洲等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张丕民表示，两岸电影展
活动为两岸影视界提供了互动
交流的机会,他坚信在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两岸电影将会编
织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李
行在回顾两岸电影展成长历程
的基础上，强调了两岸电影展
举办的意义，并热切地期望大
陆与台湾年轻一代的导演能够
团结起来，携手并肩，共同探讨
华语电影的出路。

此次影展精心选择了7部优质台湾
影片，包括《不能说的夏天》《缺角一族》

《极光之爱》《回光奏鸣曲》《活路：妒忌私
家侦探社》《相爱的七种设计》以及《行动
代号：孙中山》，这些影片于活动期间在
北京陆续展映。 （樊金凤）

6月11日，“2015海峡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秦皇岛）盛
典暨第三届海峡两岸三地十大华语电影评选”揭晓。《黄
金时代》《亲爱的》《归来》《白日焰火》《争气》《打工老板》

《智取威虎山》《推拿》《西藏天空》《寒蝉效应》十部影片榜
上有名。

本届十大华语电影评选范围是2014年度在大陆（内
地）、香港、台湾正式公映的电影，共有 36 位知名影评人
参加初评推选，按规则产生了 24部入围影片，其中包括
大陆（内地）电影7部、香港电影3部、台湾电影7部、内地

与香港合拍的电影6部、中外合拍电影1部。评选结果经
过今年 3月初评、五月终评后已经正式产生。最终，由 15
名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电影艺术家、评论家担任评委以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选。

据悉，“十大华语电影”评选是目前全国惟一由大陆
（内地）、香港、台湾联合举办的电影评选活动，本届“十大
华语电影”的表彰典礼将在7月9日至11日在秦皇岛市举
行的“2015海峡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盛典”期间举行。

（夏宁竹）

由电广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怒放》，于6
月15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演员林永健、李曼首次联手
上演，讲述一位“非典型英雄”成长蜕变的故事。

《怒放》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北伐战争年代，讲述了一个男人
跟三个各具特色完全不同风格的女人的故事。编剧聂欣谈到，
之所以起《怒放》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主要讲人们在追求理想
和主义的怒放，也在追求爱情的怒放。而越是在残酷的战争背
景下，人性越可以迸发出来。 （夏宁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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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安第四届国际原创动漫大赛启动

2015十大华语电影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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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共同主办的首届“中俄电视周”活动日
前在武汉落下帷幕。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中俄优秀电视作品评选及展播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