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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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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电影《启功》研讨会在京举行

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要“让历史说话，用史

实发言”。敬畏历史，坚守记忆，让历史离我们更近，不仅需要

严密的概念，更需要生动的细节，对于反映战争历史题材的影

视剧来说，就更是如此。为什么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对有些战争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反映较大，批评较多，就是因为一些人出于

商业的功利目的，对严肃庄重的历史进行曲解，甚至是缺乏底

线的“恶搞”和“戏说”，造成一些“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类的

作品公然出现于荧屏。这决不仅仅是纯艺术方面的问题，也是

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价值观的交锋。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是我们构建正确历史观，保

持对历史清新判断的重要基础。最近在央视黄金时段一路飘

红的史诗电视剧《太行山上》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

爱，最根本的原因是作品严格遵守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着眼于用历史说话、让

史实发言，为人民群众奉献了一部展现太行革命精神的宏伟

史诗。作为一部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太行山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较为突出。

还原真相、捍卫真相，用铁的事实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以中
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抗日战争的历史。

一个时期，在我国影视界，曾经把着力表现抗战中的正面

战场作为影视创作的一种时尚，一大批歌颂国民党军队抗战

的作品成为影视创作的主流，有一种偏见认为，表现共产党抗

战的戏写了没人愿拍，拍了没人愿播，播了没人愿看，这种先

入为主一厢情愿的看法，造成影视作品对抗战历史的错误解

读，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我们从来不否认

国民党军队代表当时执政的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更不排除国民党军队中有诸如张自忠、佟麟阁等一大批热

血将士，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的民族血性及其创造的光辉

业绩，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着博大的胸怀和气度，努力从民

族大义出发来正确解读历史。近些年，一大批表现国民党正面

战场作战的史学著作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也决

不容许一些人打着对历史重新包装的幌子将历史“碎片化”，

从而歪曲和弱化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

用。《太行山上》为广大观众了解历史真相、获取民族记忆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剧中全景式地展现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的领导下，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冀南地区坚持全面抗战、

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真实呈现了刘伯

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创造的首战阳明堡、再战响堂铺、伏击

香城固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经典战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

129师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壮阔画卷。阐释

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民为邦本”的核心理念。剧中大量事实

也向观众解读了这样一个历史真相，那就是不论抗战在多么

严峻的关头，蒋介石都没有忘记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

张。正是根据他的这样一种策略，在抗战紧要关头国民党军朱

怀冰、石友三部反复制造摩擦，且勾结日军偷袭八路军。而阎

锡山的晋绥军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

味保存自己实力，让129师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拼消耗。百团大

战之后，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真正的对手是共产党和八

路军。当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迫不急待地挑起内战下令实

施对太行山和129师的围剿。今天，大量揭秘档案披露的历史

事实，再次说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舆论上引导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在

战略上准确把握抗日战争三个阶段，在战力和情报上支撑正

面战场，真正发挥了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作用，开启了民族觉

醒与团结抗战的历史进程，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

《太行山上》用艺术手法全面概括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全貌，是

一部了解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各自作用和复杂关系不可多得

的教科书似的文艺作品。

用大量催人泪下的感人细节情节，全面展现了129师及
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太行山人民的血肉联系。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

真正的人民战争。剧中有一段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被俘将领

的对话，朱德说：我们与你们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我们与人民

在一起，我们代表的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凭着与人民的血肉

联系，我们用大刀长矛可以打败装备精良的日军，当然也完全

有信心战胜你们这些不顾百姓利益发动内战的国民党武装。

片中妻子送郎上战场，父亲叫儿打东洋的故事，让观众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人民相濡以沫的关系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表现。为了保护八路军伤员和隐藏山洞的乡亲，一位山里大

嫂在怀中的孩子随时可能招来日军的危急时刻，生生把襁褓

中的婴儿捂死在怀里，这样的场面，让观众一下子对八路军与

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人物众多，场面恢弘，国共关系、军民关系、刘邓关系等
等，可以说纵横交错，情景复杂，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可见编
导人员的非凡功力。

我这里特别强调且认为值得肯定的是刘邓关系的艺术表

现。可以说，《太行山上》是表现刘邓关系的同类作品中更加真

实，更令人可信的一部。《太行山上》从张浩离开政委职务去延

安治病，到邓小平接任，如何处理刘邓的关系，便成为该剧必

须面对的话题。编导本着让历史发言、让史实说话的创作原

则，本着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讳的思想，实事求是地展示了

刘伯承邓小平在太行山岁月相得益彰的战友关系，特别是浓

墨重彩地塑造了刘伯承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元帅形象，他深

谙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对游击战的

战术运用可以说驾轻就熟，战前战后一系列布局和总结，全面

展现了他指挥若定的元帅风范。可以说，刘伯承形象是同类影

视剧中比较完整也比较接近客观真实的人物形象。而作为二

号主人公的邓小平，作品没有像过去有些作品那样让他站在

刘伯承之上指挥军事驾驭全局，而是让他为刘伯承的军事指

挥提供政治上的保障作用，推广三三制、做思想动员、办战时

干部培训等等，他坚强的党性、作风的扎实和政治上的坚定以

及鲜明的大局观念等优良品格，都得到了完整的表现。如果说

在主要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有什么特点的话，我认为这是这部

戏最为成功的部分，它为我们写好领袖题材的同类电视剧作

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书画家、教育

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和

国学大师启功逝世10周年。启功先

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丁荫楠担任总导

演，讲述启功传奇一生的传纪电影《启

功》近期将通过院线与观众见面。日

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书法家

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京联合

举行电影《启功》研讨会。与会者认为

该片取材真实可感，人物形象塑造生

动，情节感人至深，充分展示了启功跌

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展示了启

功坚持艺术真理的执著追求。

启功先生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守望

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守望与传

播中展示了他的宽厚与风骨，展示了

他的真性情和师者风范。与会者认

为，电影《启功》在形象塑造上，紧紧围

绕启功是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播者这一

核心，以人载文，既挖掘出了启功身上

典型的中国文化气息，也体现了其身

上蕴涵的中国文人的精神风范，比如

宽容、忍让、大度等。而这些均体现在

影片的细节表现中。比如出去看到满

街伪启功字画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

出非常气愤，而是大度地给人家留口

饭吃，觉得“只要没有反动标语就可

以”。类似这些细节就是很典型的启

功的性格。

与会者认为，电影《启功》是典型

的人物传记片，但与之前的一些传记

片不同，该片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冲突，

不以大事件取胜，而是静水长流，走进

文化大家的日常人生与精神世界，在

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追求叙事的张弛

有度和内在韵律，在此类影片的创作

上具有突破的意义。

（徐 健）

用史实说话是捍卫正义的必然之途用史实说话是捍卫正义的必然之途
——评电视剧《太行山上》 □陈先义

牛建荣，不穿制服，就是个农民，穿上制服，顶多像个

农民企业家；他不做编剧、导演，就是个农民，做了编剧、

导演，就是个农民作家、农民导演，还称得上是“中国第一

位农民导演”。他确确实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衣着普

通，头发近乎全白，面庞黝黑，笑容憨厚，高嗓门，办事认

真，急了就跺脚。18岁前在山西吕梁农村生活，有些亲属

现在仍居住在农村。他深知农民的生活，知道他们的心中

所盼、心中所想。虽然很早就入伍、求学离开了农村，但身

上依然保留了农民的习惯，吃饭没有土豆不饱，七碟八盘

吃不好，吃时还出声儿，为此，还时常和老婆发生矛盾。但

是，在创作上他始终坚持赵树理、马烽开创的“山药蛋派”

文学的创作风格，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语言的诙谐；在艺术

上他挖掘山西的万荣（县）笑话，左权（县）民歌，河曲（县）

二人台……

他写农民戏轻车熟路，导农民戏心中有底。

牛建荣1993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2

年获山西省电视艺术“十佳”称号。他在电视剧创作上已

经“功成名就”。《伞头和他的女人》（以下简称《伞头》）是

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生活和创作电视剧的“厚积”，实现

了电影的“厚积薄发”。

《伞头》讲述了1980年山西吕梁秧歌的“伞头”（秧歌表演

中的领头人，因手持一把花伞，边转边唱，称为“伞头”）聂得人

与村中（可称“村花”）姑娘吕翠花相爱相敬，可“伞头”穷，又挨

过批判，翠花娘要聂得人两个月之内拿来五千元聘金。聂得人

雇上女拖拉机手张爱兰搞运输，没白天没黑夜地干，钱挣来

了，高高兴兴往回赶，路上遇到有钱人红卫迎娶吕翠花的婚

队。聂得人崩溃了。张爱兰得到了机会，趁着聂得人喝闷酒酩

酊大醉，把自己献给了聂得人。1990年，翠花心里只有得人，

与红卫又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虽然生下了儿子奔奔，还是

离婚了。得人得知，旧情复萌，虽与爱兰生下女儿青青，也坚决

离婚了。红卫要得人给他的再婚唱堂会，得人至死不肯。红卫

令人围殴得人。翠花在身后用板砖打碎红卫的头。翠花获刑

20年，她要得人与爱兰复婚，并将儿子奔奔托付给了得人和

爱兰。爱兰精心爱护着得人、奔奔和青青。2010年，孩子们都

长大了，得人、爱兰和翠花都长老了。这个得人与翠花之间“全

爱”和爱兰与得人之间“半爱”的故事该有个结局了。面对得人

饭店拆迁得到的16.8万元，在青青和奔奔之间怎么分呢？在

这种“超家庭”的家庭纠纷面前，青青怨怼爸

爸：要不是你拈花惹草，不至于这样吧？爱兰

掏心地对青青说，你必须给爸爸道歉！爱兰患

病，生命将尽，平生第一次到大海边，问得人，

这一辈子你爱过我吗？得人说，以前不爱，现

在爱了，可是晚了。爱兰不要他说前半句和后

半句，只要中间那半句。得人对着大海高喊：

现在爱了！海空回响。爱兰走了，翠花出狱了。

她不敢也不愿再破拆爱兰和得人的生活，即

使爱兰已经离去。她要住到儿子奔奔的太原

城里去。不久，奔奔就给养父得人打来电话，

他娘翠花住不惯太原，还要回到得人身边。

爱，像黄河拐了一道又一道弯儿，但，爱

像水淌出了黄河一样淌出了生活、淌出了命

运。“全爱”在生活里难以成“全”，“半爱”在生

活中占有一“半”。因此，爱在生活中，只有半

句话。但是，生活的况味和人物的命脉就在其

中。爱，要是能说全了、做全了，生活还会曲曲

弯弯地向前吗？

就是这样一个“伞头”和两个女人的“全

爱”和“半爱”的故事，让牛建荣在吕梁秧歌的

高亢曲调与火热场面中演绎得真实而激荡、真

切而牵挂。影片为我们展现的是中国农村40年

的变迁史、风俗画、情感戏。牛建荣将农村的变

迁置于情感的流变当中，这首先不是编造“故

事”，而是对农村的情感发现。我们的农村不光

是土地和人的故事，不光是传宗接代、自给自

足的故事。我们的乡村充满了爱情、亲情的情

感故事。如果说过去埋在心底，当今则大声呼

喊：“现在爱了！”这种以人物情感为主线的叙

事，以跨越式地再现农村的变迁，在农村题材

的电影中还不多见，而且呈现得这样严谨、生

动、开放、完整，更是凤毛麟爪。

虽说牛建荣已经成功地导演了若干部电

视剧，但是，作为电影导演处女作，他成功地实

现了从电视剧向电影的嬗变。在运用电影语

言、电影结构、电影叙事、电影镜像上中规中

矩，有板有眼，《伞头》有着完整的故事和人物

交代，不像他的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那样没

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事，用喜耕田这个人物贯

穿起来。再加上他在中国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的功力，在电影的

戏剧结构、人物真实可感的基础上，他让演员的表演和镜头的质

感都呈现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发生在他们心里的情”，丝毫

不松扣儿，不走神儿。得人与翠花向杨树上打手电光来进行联

络、约会的细节，被反复使用，极富个性、真实性和戏剧性。

由于坚持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坚持真实。故事情节

自然、生动、有趣。在人物塑造上，突出个性。人物个性强，不光

是思想上的个性，还包括生活中的脾气秉性都是鲜明的“这一

个”。在锤炼人物语言上，坚持语言的生活内涵、人物性格、时

代地域特征等等的“饱和度”。在艺术形式上，摒弃了唯美的雕

刻与造作。

上述要素的综合运用，使《伞头》获得了成功，也给了我们

许多有益的启示。

牛建荣有生活（根基）、有情感（长河）、有故事（构成）、有

个性（优长）、有使命（担当），他一定能够拍出令人期待的好作

品，为时代立言，为农民立传。

由中国影协和鹤壁市文广新局主

办的戏曲电影《七品知县进道观》首映

式暨观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剧由中

共鹤壁市委宣传部、鹤壁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山西锦东投资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出品。讲述了七品知县唐成外弱

内强，面对当地恶霸的欺男霸女的行

为，不畏强暴，与奸臣严嵩以及恶霸私

生子斗智斗勇、解救民女，最终为百姓

所称赞的故事。影片台词全部用戏曲的

唱法表现出来，极具地方特色。

与会专家认为《七品知县进道观》

彰显了现实主义，直面官二代无视法

律的反腐题材，并且塑造了独具典型

性格的清官形象，使一个外表丑陋、心

灵高尚的“美丑”得以成功展示。该片

也是戏曲与电影结合的又一次探索，

将传统的舞台艺术借助现代电影的影

像画面呈现于观众面前。中国剧协分

党组书记季国平肯定了鹤壁独特的牛

派艺术，电影虽是历史题材，却有着时

代精神，为戏曲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经

验和借鉴。他还在研讨会上透露，目前

有一批戏曲电影正在筹拍。京剧表演

艺术家刘长瑜认为，《七品知县进道

观》的主题立意明确，弘扬了惩恶扬善

的正能量；而戏曲与电影的结合扩大

了受众、普及了戏曲，使得影片独具个

性。京剧表演艺术家钮骠是主演金不

换的导师，他表示，看得出导演对戏曲

抱有十分尊敬的态度，本着一同进步

的想法，既保留了豫剧传统的内容，又

不默守陈规；影片保留了豫剧特有的

程式，演员的唱腔很有特点。此外，与

会专家还对影片节奏的把握、扩展叙

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夏宁竹）

《七品知县进道观》：为戏曲电影创作提供新经验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精心打造

的32集大型抗战电视剧《黄河在咆哮》

将于8月21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

该剧由中央电视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

部、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

西广电影视艺术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谷锦云执导，张强、周山湖编剧，于

洋、孙茜领衔主演，主要从两条线推进

故事，纵线是八路军山西抗战的主背

景，横线是郑川夫妇、周家、宋家三个家

庭在战争背景下的命运沉浮。

该剧全景式地再现了八路军在山

西战场运用游击战、麻雀战、伏击战、

破袭战、围困战，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

全国抗战、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

乱了日本军部计划、奠定了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对全国抗战胜利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讴歌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根据地

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

用。该剧战争场面多达40%，天镇战

役、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忻口战

役、娘子关防御战、太原保卫战、中条

山战役、百团大战、太岳围困战等抗日

战争中山西战场的重要战役都在剧中

一一呈现。谷锦云说：“这部戏可以看

作是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全史。”为了

真实再现抗日战争的历史原貌，摄制

组特意搭建了包括窑洞、机场、火车

站、各种中西式建筑在内的多个符合

剧中年代特征的场景。后期制作所采

用的大量特技手法也让剧中各种场面

变的更加真实、壮观。 （央 讯）

抗战题材电视剧抗战题材电视剧《《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登陆央视一套登陆央视一套

再现山西战场的波澜壮阔再现山西战场的波澜壮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