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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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抗战题材电影

作品联翩而出。有的是宏大

叙事全景式表现我中华民族

奋起抗战痛歼日寇的史诗图

景，有的是淋漓尽致地呈现

我抗日战场的某一场战斗。

而纪录电影《铁血残阳》则发

现了二战时期一段尘封历

史，用影像见证日寇令人发

指、灭绝人性的罪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4月，日军围攻驻

守在菲律宾克雷吉多尔岛上的美军，久围之下，美军被

断水断粮，物质极其短缺，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美

菲联军总指挥温莱特中将为了保护9万美军官兵的生

命，牺牲自己的荣誉向日军投降。事件从这里起始，影

片深入探究日军虐待美军俘虏的罪行。美军俘虏中的

1500余人包括温莱特中将辗转到中国奉天（沈阳）盟

军战俘营，最初关押在北大营。1931年日军就曾炮轰

北大营，导致了令中国人刻骨仇恨的“九一八”事变。

《铁血残阳》呈现了美军战俘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这

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从未涉及，连美国的影视作品也

未表现。发现、表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揭秘，而是为了

历史见证。《铁血残阳》让历史事件本身说话。电影制作

者勾沉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让今日的我们看到，战

争不分国界不分种族，日军虐待美军俘虏的暴行令人

发指。9万余人的美军俘虏队伍，在转移中被日军打死

折磨死病死饿死的就有一万多人。日本的盟军战俘营

里，看守美军俘虏的日军以摧垮美军俘虏精神为快慰，

对英语文化的蔑视，对美国人的蔑视，得到触目惊心的

呈现。美军俘虏不被当人看待，而把他们当作为日军生

产军用物资的机器，尽兴对其折磨，随意施暴殴打，像牲

畜一样完全丧失了人性。

《铁血残阳》的创作者牢记作品的文化身份——纪

录电影，在严格遵循呈现真实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十分

注重艺术表达。影片将小角度切入和大背景呈现结合

起来。小角度切入，呈现沈阳的盟军战俘营虐待俘虏事

件；同时呈现历史大背景，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

“七七”事变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再

到日军战败投降。在这个大背景下呈现了中国的抗日

持久战，呈现了同盟国对德日意全面开战。战俘营里，

日军的精神也随之变化，从狂妄到丧心病狂到绝望。影

片以历史真实影像为主，以真实文字为据而进行的情

景再现为辅。真实感形成强烈的代入感，情景再现和细

节再现增强了艺术魅力和表现力。影片中大量运用对

比手段，战俘营里日本军曹佐藤感受到日本不可挽回

的战败，精神崩溃而自杀，他的死是军国主义对他的毒

害，也是军国主义不可挽回的必然的溃败。相比之下，

用军国主义毒害日本国民的首相东条英机鼓动日本军

民为帝国献身、为天皇献身，他自己则贪生怕死，几次

自杀而不敢，最终被判绞刑。

影片客观呈现美国的英雄观念也给人留下饶有意

味的印象。温莱特中将在绝境中不选择血战到底而选

择投降，他获救回国后不受冷遇不被追究，反被总统和

国民当作英雄来欢迎。这表现了美国人不以成败论英

雄的英雄观。在美国人看来，温莱特为保护部下9万余

官兵的生命而选择投降，这就是英雄。这和我们的观念

有差异。不同价值观的呈现，特殊角度的切入，特殊的

历史事件，让这部影片既充满历史感，也充满鲜活感和

人文精神。影片的结构非常值得称道，《铁血残阳》选用

了环式结构，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选择日本投降仪式，

那是1945年9月2日，在太平洋东京湾美军战舰密苏

里号上举行的投降和受降仪式。在这个历史胜利的框

架下，见证和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为揭精神

伤痛，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侵

略战争，是为了警示后人，远离战争，永远捍卫和平。

《铁血残阳》叙事大气，呈现冷峻而深刻，具有气势

感和力量感，同时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感。让历史事件本

身说话比平庸的编造故事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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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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抗战题材电视剧《黄河在咆哮》，以八路军山西抗战为主

背景，通过郑川夫妇、周家、宋家三个家庭在战争背景下的

命运沉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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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支持和配合全国抗

战、牵制日军的有生力量、奠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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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中国电视艺委会举行的电

视剧《黄河在咆哮》专家研讨会上，业内专家围绕该剧的创

作特色、形象塑造以及艺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研讨。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黄河在咆哮》用两个团在战争

中表现的对比，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八路军不可战胜的强大

生命力所在，表现了中共领导的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

柱；用宋、周两家人和他们在抗战中的对比，展现了中华民

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在抗战中的一种炼狱。两个家庭一个代

表了民族优秀的、先进的文化，一个代表了民族落后的、成

为历史负担的文化，每经过一次历史的炼狱，这两种文化就

会进一步地发生分化，而这样的书写方式在抗战题材电视

剧中是比较少见的。文艺评论家汪守德认为，该剧让观众从

一个角度了解了山西战场抗战的基本态势，有助于他们走

进那段历史。他印象最深的同样是两个团的对比，“这种对

比真实地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战法上、在理念上、

在走群众路线上以及在对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同国民党军队

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从而揭示了八路军对全国抗战

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写人，写人的社会关系，写社会结

构的变化，这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

认为，该剧反映了我们党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评价、认识

和描述，涉及抗战派和顽固派的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依靠发动群众、打游击战和持久战以及生产自救、军民

一家亲等多个方面，其故事构架和结构准确地反映了那场

战争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破坏以及战争对人的影响。中国传

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该剧将塑造一群人物形象作为艺

术结构，这是该剧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是比较成功地塑

造了郑川的形象，既有文化又有智慧，是一个有政治头脑、

有指挥才能的军事指挥者，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八路军在

抗日战争山西战场上的特殊贡献和智慧。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也肯定了该剧人物塑造上的成功，认为剧作体现了抗战

题材电视剧一贯的叙事美学，即虚构与非虚构、实与虚的结

合，它把真实的史实放到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中，使郑川这样

一个有魄力、有智慧、有定力、有胆量、敢爱敢恨的英雄形象

更加丰满、真实。同时，尹鸿表示，郑川这一形象也有不少提

升的空间，“应当让郑川更真实地回到战争场景当中，让历

史叙事、故事回到真实的历史情景当中，惟有感受到战争的

残酷，感受到战争对人的智力、体力、决心的巨大考验，我们

塑造的英雄才会富有感染力”。

《黄河在咆哮》把黄河作为审美意向，不仅使作品具有

强烈的生命力量，同时又带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剧中黄河的

意象有的是通过大合唱的形式体现出来，有的是通过视听

的影像来加以表现，全剧最后日军的投降仪式也安排在黄

河边上——日军指挥官双手递上战刀投降，郑川则将战刀

掷入黄河中。所有的设计都是充满寓意的。《光明日报》文艺

部主任彭程认为，剧中的黄河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

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彰显的。这种抗战精神具体而言，既是向

着目标奋进，突破一切障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强意

志，又是海纳百川、襟怀宽广、团结包容的恢弘气度。我们党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两

个方面都可以包容在黄河这一意象之中。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东北抗日联军》《太行山上》

和《黄河在咆哮》的接连播出，可以说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标

识着一种正确的创作方向。无论从历史品格、美学品格，还

是叙事模式、审美思维上都是经得住检验的。三部作品都是

从抗战生活、历史真实的源头出发，提倡尊重历史本真，在

这个基础上去创作，而不是去瞎编、随意消费那段严肃的历

史。中国电视艺委会秘书长王丹彦认为，电视剧担当着回顾

历史、反思历史，追述历史、认知历史并且从历史中汲取养

料的重要功能。《黄河在咆哮》坚持了正确的历史观、战争

观，触及了战争中的国民

性、民族性问题，既展示了

不同阶层在抵御外敌上的

共识，也表现了普通个体、

各个阶层在残酷战争中的

不同选择，其复杂性和多样

性在以抗日为背景的电视

剧创作中走出了一条新路。

专家研讨电视剧《黄河在咆哮》——

走出了一条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路
□本报记者 徐 健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中推出的众多新片

里，一部没有明星、没有特技，甚至没有色彩

的黑白纪录片横空出世，成为业内热烈讨论

的话题，它就是文献纪录片《燃烧的影像》。

该片以时间为轴，全景式地展现了1931

至1945年间中国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的历史。这是一部纯粹的、风格化的文献纪录

片，其中没有任何现在时态的搬演和采访，所

有画面均来自历史现场。这里的每一秒、每一

秒中的24帧都是真相。观众可以看到，为了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民族耻

辱，革命领袖目光如炬，父老乡亲深明大义，

前线将士视死如归……无论是大江南北，还

是长城内外，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

国难，其中既有惊心动魄的大型会战，也有鲜

为人知的白刃厮杀；既有令人不忍目睹的屠

城血证，也有令人振奋的胜利时刻。该片由中

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近300部抗战时期纪录

片经过数字化、修复、考据、精剪、配音而成。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幅燃烧着正义

之火的历史画卷。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早在

2014年下半年就开始研究如何为这个特殊

的日子做点什么。作为这座国家级电影档案

馆的带头人，馆长孙向辉主张充分利用本馆资源，以更加新颖的

方式呈现馆藏电影资料的历史价值，她提出用早期纪录片剪辑

成一部影院纪录片。对于有着57年历史的电影资料馆来说，这

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以前，人们只知道电影资料馆是保存、

修复、研究电影胶片的单位，从来没有独立创作、出品过电影。

项目启动了，自2014年年底开始，各个部门几乎都被调动

起来。馆藏电影胶片很多因为存放时间太久，是否可以用来制作

出一部反映抗战的文献纪录片，还是未知数。胶片需要经过出

库、检验、转数、修复，再经过创作团队的集体观摩、研究、文案撰

写、剪辑，后期导演镜头再调度、精剪、配音、配乐、特效等数十项

工序方可完成。该片虽然不像一般的故事片需要拍摄周期，但是

需要的时间一点都不少，前期工作几乎就用了近5个月。

时间虽然带给主创团队压力，但更大的压力是在看了馆藏

的几百部抗战时期的纪录片素材之后，大家心头感受到的使命

感。这些影像以前几乎没有人完整看过，很多场面令人终生难

忘。大家感受到这份历史遗产的厚重，“一定要把电影做好”，主

创团队互相鼓励。为了弥补历史知识的不足，团队购置了大量抗

战史文献资料，由于资料之间的说法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资

料馆还请来军事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近代史所的专家一起观

摩素材和讨论。

1938年12月南京守军退出城市，回望南京市的最后一眼，

那个摇曳的镜头空洞而模糊，却散发着无尽的苍凉。团队看到此

处，大家纷纷喊道，“这个镜头一定要留下，要让观众看到。”该片

的所有镜头就是这样从13万个镜头素材中被一一挑选出来的，

主创者提出的口号是——“要让观众成为历史的目击者”。

解锁未曾谋面的珍贵胶片，再现烽火硝烟的真实过往，让尘

封已久的画面将观众带回70多年前那空前壮烈的反法西斯战

场。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出品的第一部影院片，它的创作心态是

理性的，不煽动仇恨，也没有摆出任何教育观众的姿态，因为真

相就摆在那里，它说明了一切。《燃烧的影像》带你走进历史的深

处，看了这部电影，你会更加深刻理解，我们的民族有多么伟大；

你会真正懂得，和平是多么宝贵。

该片的很多真实战争场面，从机位和拍摄角度判断，摄影师

所处的位置极其危险。把这些影像留给后人——这件事对于战

地记者来说，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我们不能辜负他们，我们的

注视就是对他们的告慰。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走进影院看

的电影，只要你看了，总有一些画面，你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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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陕西

省人民政府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福建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福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二届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9月22日至26日在福州举行。本

届电影节共征集到了76个丝路及周边国家共950部影

片，最终有105部参加了展映单元，其中有11部影片是

全球首映，15部是国际首映，17部是亚洲首映，10部是

中国首映。在该基础上，电影节设置了主宾国展映单

元、华语影像展映单元、港台影像单元等5个展映单元，

其中特别设立的印度主宾国展映单元集中展映了多部

印度优秀影片，而在今年于印度上映的高票房印度影片

《让心跳动》成为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本届电影节注重“办节”与电影产业发展主题相融

合，举办了丝路电影合作论坛、丝路影像城市论坛、动画

电影论坛以及项目创投会、项目推荐会、项目签约等电

影市场活动，打造了丝路国家电影市场的交易平台。其

中，“电影魅力·行业对话暨体验展”活动整合了电影产

业的优质资源，邀请制片人、编剧、导演及电影后期特效

公司、电影行业专业人士共同搭建了一个互动交流平

台，围绕“如何创作开发国产类型片”、“电影营销新观

察”、“电影科技创新发展趋势”、“跨界对话·虚拟互动科

技与电影”4个主题进行行业对话，对电影产业现状进

行了深入剖析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置“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首先

由入围推荐团队对950部影片进行严格遴选，确定了24

部入围影片，然后由25家国内外知名的专业传媒机构组成媒体

推荐委员会，从中推荐出本届电影节“年度传媒荣誉”作品和个

人。最终，“年度故事片”分别由俄罗斯的《木偶综合症》、中国的

《解救吾先生》、越南的《绿地黄花》获得，中国香港演员刘德华获

得“年度最受关注男演员”，印度演员斯瓦拉·巴斯卡荣获“年度

最受关注女演员”，《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获“年度动画片”，《地层

深处》获“年度纪录片”。 （许 莹）

第六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评选日前在北京揭晓，

《黄金时代》（编剧李檣）、《归来》（编剧邹静之）、《亲爱的》（编剧张

冀）、《推拿》（编剧马英力）、《因为谷桂花》（编剧赵葆华），以及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的《妈妈去哪了》（编剧张馨、李铭）、《生死船

票》（编剧柳桦）等7部剧本被评为2014年度优秀电影剧作。

“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评选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国影

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和北京朗天中盛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承办。自2009年开始，至今已举行了六届，先后表彰了42部

优秀剧本。主办方认为，评选活动宗旨在于为国内电影文学界

提供一个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研讨学术、交流体会的平台，为

提高电影剧作水平、推动民族电影发展尽一份力。中国影协电

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张思涛谈到，目前电影界存在过分追求

票房的现象，但单纯的票房不能说明艺术品水平的高下，票房

最高的作品不一定是艺术水平最高的影片。我们评剧本的标

准不是看票房，而是在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前提下，重视作品

的文学性、电影特性和艺术创新。 （夏宁竹）

第六届“中国影协杯”
优秀电影剧作揭晓

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旅游电视周暨2015“缘来常

熟”旅游电视短片邀请赛颁奖活动日前在江苏常熟举行。中国

视协主席赵化勇，分党组书记张显，中共常熟市委宣传部部长

潘志嘉等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

第八届中国旅游电视周优秀旅游电视节目推选活动共收

到来自140余家中央、省、市、区（县）及民营电视机构报送的

374件电视作品，国内外10家电视媒体受邀参加2015“缘来常

熟”旅游电视短片拍摄。此次活动按照旅游电视专题、旅游电

视栏目、旅游形象宣传片、旅游节目主持人以及2015“缘来常

熟”旅游电视短片等5个类别，共颁出最佳作品（一等奖）、优秀

作品（二等奖）、好作品（三等奖）等上百个奖项。其中，梨树广

播电视台的《不尽长河滚滚来》等18部作品获旅游电视专题最

佳作品奖，江西广播电视台的《航拍江西》等5档节目获旅游电

视栏目最佳作品奖，上海市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的《Colorful Ji-

ading》等10部作品获旅游形象宣传片最佳作品奖，高璐等5位

主持人获得旅游电视节目最佳主持人奖，美国ICN国际卫视制

作的《游在中国——炫彩常熟》获2015“缘来常熟”旅游电视短

片邀请赛最佳作品奖。在颁奖现场，与会专家还结合具体作品

对本届旅游电视节目作出切中肯綮的点评，并对今后旅游电视

节目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许 莹）

第八届中国旅游电视周举行

（上接第1版）
有一些网络作家谈到了网络文学如何弘扬正能量的问题。

他们认为，那些经过无数次改编的传统通俗小说，每一本书、每

一个情节，其实都充满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独特的理

念，这也是人性中闪光的东西。只有这些符合人性的东西，只有

这些充满了正能量的故事，才能源远流长。网络恰恰为这样的

表达提供了更大平台。

还有与会者谈到，网络作家通过网络文学实现了自己的文

学梦想、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同样也担负起了时代

赋予的使命。网络文学中，很多受人追捧的小说大都是发自内

心的真诚文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动读者。

在作品点评板块，何向阳、欧阳友权、王祥、周志雄、桫椤、

吴长青、乌兰其木格、项静、安逸等评论家分别对网络作家唐欣

恬的《裸生》、骷髅精灵的《机动风暴》、丛林狼的《最强特种兵》、

蒋胜男的《芈月传》、跳舞的《恶魔法则》进行了研讨。这5部作品

的作者对专家学者的点评作了回应。 （马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