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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个春秋的岁月轮替, 中南海西花厅见证了周总理

后半生忙碌操劳的身影。斯人长逝，冬去春来，含苞待放

的海棠花却依然默默期盼着伟人那和蔼的目光。由张法

纯编剧、陈力执导，河北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

联合摄制的电视剧《海棠依旧》在形式上大胆创新，一改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宏大叙事的惯例，独具匠心地以

西花厅为叙事背景，借用舞台剧近乎封闭的表达空间将

周恩来同志从1949年到1976年的革命行止与辉煌业绩

串联起来，让观众在温馨的追忆中重温伟人的风采。该

剧是一部难得的艺术佳作，为丰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创作闯出了一条新路，其成功经验至少有三。

一是从表面上看该剧结构以历史进程为线索，事实

上，与时间线同在的还有一条相伴始终的情感线，隐而不

见又无时不在的情感线是剧作实际的叙事主线。编导应

对剧作难题挑战的法宝是他们对总理的挚爱，充满深情

的叙事是这部珠串式的作品获得成功的最根本奥秘。这

首先体现在，编导满怀崇敬之情选取场景、结构故事。剧

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生活和工作片段描绘，都经过了编

导海量的筛选，有着慧眼与匠心的情感表达。总理的每

一次接人待物，处理的每一件公务，都是在历史的重要节

点上能够显示总理中枢作用和他为人处世风范的典型性

案例。这里的每个环节都不用虚笔，不是为了讲故事而

讲故事，而是有机地服务于不断丰富着人物形象的塑

造。这些案例尽管相互间并没有多大关联，但由于叙事

者的激情参与，将历史事件与个人情怀融成一片，迅速演

变成一次直面历史的记忆复苏仪式，进而使之浑然一体

地连缀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其次，体现于他们带着

深切的缅怀之情追忆总理。珠串式的结构决定了须分讲

若干故事，而这里所讲的每一个故事基本上都不是历史

事件的完整还原，是带着对伟人的祭悼和追思之情去重

温过往，重在体现总理在这些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举足

轻重的独特作用，意在从历史的追忆中去验证历史与传

说的种种真实，而验证的过程无疑成了编、导、演们共同

的深情缅怀与凭吊。再次，体现为在深邃的检视中反思

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初周总理和他的同事们的意气风

发、挥斥方遒的精气神，从百废待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完成，从外交领域开疆到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到后

期，身边同事一个个被打倒，一次次汇报式的检讨，一

场场心力交瘁的救急应对，总理的脸色渐渐变得暗淡

了，依旧慈祥的笑容变得愈益凝重，尽管身边工作人员

的不满早已溢于言表，但总理和大姐一如既往给予的解

释“只是工作需要”，“我们只能尽力去做”。这是艺术的

力量，也是我们认定情感线是与时间线如影随形的剧作

主线的重要原因。

二是《海棠依旧》在珠串式的戏剧结构中巧妙地设

置了若干条辅线。剧作围绕历史的重大节点以及总理

的工作与生活，巧妙地穿插进几条并列的叙事辅线。比

如，在内政方面贯穿始终的人物有邓小平、李富春、李先

念、习仲勋、曾山等；外交方面有陈毅、黄镇、耿飚及常怀

兄妹等；军事方面有叶剑英、聂荣臻等；隐蔽战线和公共

安全方面有罗瑞卿、罗青长等；统战方面有廖承志、沈钧

儒、章士钊等；家庭线上有邓颖超、周同宇一家和八婶母

等；还有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路晋生、庞先军、瞿大夫等。

这些辅线有分有合、似断实连，草蛇灰线、细入无缝，或

带入式的为西花厅的故事铺开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或

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出总理的高风亮节、磊落襟怀和雄才

大略，或在既定的戏剧框架上为原有结构搭建复合式线

索，无论是独立成章，还是相互交叉，抑或是过场式穿

插，都有助于构成某种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有机地增强

了不同场景和故事间的关联度，让整部作品显得更凝

练、更集中、更富有变化。

三是大量精彩而独到的细节设计为烘托氛围与刻画

人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该剧最动人之处在于那些

令人过目不忘、耐人寻味的生活化细节。西花厅回廊工

作人员来回奔跑的步履、接踵而至的人流、数部电话此起

彼伏的铃声、办公桌堆积成山的案卷以及总理数年匆匆

走过却无暇顾及海棠的花开花落，都形象地展示出这个

共和国大管家事无巨细、日理万机的工作状态；国共谈判

时的义正辞严、邀请宋庆龄北上的精心布置、开国大典的

细节安排、抗美援朝后方供应的艰辛筹措、万隆会议的纵

横捭阖、国计民生及内政外交国防的千头万绪、抗洪抗震

的第一现场、“文革”风暴中清醒而又艰难的履职、中美关

系破冰时的据理力争、抱病完成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会

议议程……无不印证着周总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地位和

作用；对主席的尊重与维护、对同事和下属的关爱、对荣

誉和功劳的谦让，特别是在“文革”极端复杂的背景下，忍

辱负重、苦撑危局，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全力维

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国家工作的正常运转，尽一切可能

减少损失，显示了总理无与伦比的大局意识、奉献精神和

高尚品格；为国庆受阅空军庄严壮行、为沈钧儒擦拭衣

服、为出访的宋庆龄买香烟、给邓小平送“安定”、教将军

大使吃西餐学跳舞、为身边工作人员举办婚礼、对震区伤

残人员尽量不截肢的嘱托、为泰国小朋友买玩具等，充分

表现出总理为人的平易可亲与处事的无微不至；对家属、

亲戚和身边工作人员近乎苛刻的要求，不修故居、万隆减

警卫、反复出现的套袖和不时向邓大姐“借钱”，对弟弟隔

离、义女受审不过问等等，无不彰显着总理严于律己、廉

洁奉公的无私境界；特别是卫士秘书带着孩子为总理献

血，邓颖超在海棠树下、办公桌旁那忧虑、凝重、爱莫能助

的神情，面对重病的总理叶剑英、聂荣臻、耿飚、廖承志等

人相继失声痛哭，弟媳和邓大姐用“真不容易”、朱老总用

“太不容易了”、毛泽东用“我们让他受累了”来感慨周总

理的所作所为……此时此刻，不用编导去刻意强调，那个

“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的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周恩来形象

早已栩栩如生地矗立在观众面前。

海棠无言寄情思海棠无言寄情思
□□云云 德德

在欣赏电视剧《海棠依旧》的同时，我给

周恩来作了两副对联，其一：“操小事兼谋大

略，大略之下无小事；掌神机且运妙算，妙算

当中有神机。——持小谋大”，言其思想与实

践的特点及风格；其二：“轻事重事，重事轻

事，轻重间理事；高端低端，低端高端，高低处

执端。——辩证事端”，言其“举重若轻”、“举

轻若重”的处事之道，不教条、不刻板的辩证

思维。当然，就其人格、胸怀、情感、境界、信

念等等都可以创作出绝好的对联来，因为周

恩来有圣人之心、贤人之品、文人之格、凡人

之情、达人之境、友人之谊。

周恩来，一个手握“大势”与“分寸”的卓

越政治家，一个富有高尚人格和伟大精神的

世人楷模。电视剧《海棠依旧》就以这种“大

势”和“分寸”的艺术创造，复活了周恩来的

“高尚人格”和“伟大精神”。该剧再现了周恩

来从1949年国共谈判到1976年1月8日病

逝期间的生命历程，以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

的作为、27年的国际国内大势为三大叙事

结构，梳理并勾画了人物与故事的时空，刻

画和展现出周恩来在艰难甚至是逼仄的时

空中，运筹帷幄，化解危机，为新中国奠基，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感人形象。可贵的是，在

三大叙事结构中，主创们实现了艺术的创

新，使三股绳拧结在一起，有张有弛地展现

了周恩来思想、性格、情感、境界的正面与侧

面、内心与背影。同时，以周恩来的人格和精

神作为全剧的叙事空间，使得大大小小的历

史事件都收录在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之中，

同时，周恩来的人格和精神力量又在他的屈

伸中、在明暗里始终成为该剧的叙事动力，时

而光芒四射，时而幽火烛微，闪现出周恩来独

有的人格气度。

崇高人格与伟大精神的复活，是我观看

该剧后审美体验和艺术思索的凝结点。该剧

带有真诚而深刻的“历史追索”、“现实提问”和“未来祈盼”。周

恩来崇高人格与伟大精神的复活，就在这种真诚与深刻中，其价

值和意义也充溢其间。

《海棠依旧》重新发现周恩来在打造共和国基础、铸造共

和国性格中的巨大作用，用心血、用智慧、用情感、用人格、

用思想，连同他同时代的积极力量一道建立了新中国的基业。

这使得我们重新发现了共和国的历史和共和国的底色：集体的

奋斗，众志成城，靠信仰、靠牺牲、靠奋斗，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自我解放，奔向了光明的未来，也

是我们重新寻找到共和国的大势和共和国的方向：人民和崛

起，富强与正义。该剧对这些意义与蕴涵进行了艺术上的转换

与再造，这是艺术家的良心发现和精神担当，更是艺术的精深

内涵与高峰攀登。

编剧张法纯用4年时间打磨剧本，改变了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以编年或重大事件为叙事线索，代之以人物性格和精神品质

为主导，直入人物内心，展现情感细节，揭开了周恩来的精神境

界，是同类题材剧本创作上的重大突破。

陈力是一位有个性有追求的女性导演。在导演《谁主沉浮》

《湘江北去》《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我的父亲母亲》等影视剧的过

程中，积淀了浓厚的红色英雄情结。这种情结与她那种大气磅

礴、率真担当、注重情感、讲求镜像的艺术特质有机融合，达到了

创作对象与创作主体的契合、思想与艺术的契合、题材与风格的

契合。正如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铸造了共和国的性格一样，陈

力和她的团队铸造了《海棠依旧》的艺术品格。

周恩来的扮演者孙维民表演持重深沉，形神兼备，惟妙惟

肖，艺术地创造和再现了周恩来。孙维民的眼神就像周恩来的

心灵窗口，那种无我之我，那种怀柔天下，那种有主性格而多侧

面，那种能容忍且持原则的形象表达，托出了周恩来作为“人格

北斗”的光芒。

值得指出的是，该剧富有电影化的品质，镜像信息饱满，在

有力叙事的同时，注重场景，注重表演，把控节奏，有主有次，特

写富有凝聚力和情感张力，年代质感强烈，剪辑洗练连贯，每一

集都像一部较完整的影片。

陈力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叙事策略，确有独到之

处。她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却又能在这个前提下，充

分发挥艺术想象力，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拍得生动、

丰满而又亲切感人。《海棠依旧》保留了电影的风格

特色，但她又根据电视剧的结构特征和叙事要求，在

整体谋篇布局、叙事手段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我们如

果把电视剧《海棠依旧》比作华丽的铺天云锦，那么，

其经便是周总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病

逝的“政治叙事”，其纬便是有关他的“家庭及日常生

活叙事”，铮铮作响的经，多姿多彩的纬，二者相得益

彰而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便织就了这厚重、亮丽的

精品佳作。

首先，历史的真实性成就了《海棠依旧》重大叙

事的本质特征。电视剧表现的是大人物、大事件，然

而仅凭题材的重大，未必就能稳操胜券。陈力的聪明

就在于她没有满足这一点，也没有倾心营构宏大，而

是以独特的视觉，有意的“由大化小”。重大事件只是

作为背景，在这些事件中的周总理，才是他们着重刻

画的对象。而且，导演往往不是把人物放到“轰轰烈

烈”的现场，而是把人物拉回到别具特色的西花厅，

拉回到主人公为民操劳、呕心沥血的办公桌前。这

样，电视剧不被事件的来龙去脉所左右，既突出了人

物，也交代清楚了历史，不能不说是导演独具匠心。

正是因为《海棠依旧》从大处着眼，细处落墨，艺术地

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再现了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

才赋予了作品重大深邃的品格和史诗的韵味。

其次，“家庭叙事”使《海棠依旧》倍加亲切感人。

说到陈力的“由大化小”、“细处着墨”，“家庭叙事”更

是她的拿手好戏。她擅长于把重大题材还原到生活

常态，家庭自然是个理想的场所。剧中，周总理和邓大姐之间没有什么

重头戏，只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接触和简单的交谈，但就是在这平淡之

中，流露出的却是相互牵挂的夫妻情和家庭的温暖。除此之外，剧中出

场的家庭成员很多。弟弟周同宇、弟媳王世琴，侄子侄女儿周秉德、周重

建、周秉和等悉数登场，还有八婶母和养女孙维世。周总理对家人关爱

备至，是位慈祥和蔼可亲的一家之长。但有时对家人又严格到不近人情

的地步。他视八婶母如亲娘一般，可八婶母让他为孙子找工作却被拒绝

了。70年代青年人都向往当兵入伍，秉建、秉和高高兴兴参了军。可没

过几天，当国家总理的伯伯硬是让他们脱下军装，回乡下继续当“知

青”。还有，同宇要回淮安重修祖屋，总理一听就火了，不仅不让去，还连

同有此动议的县委一起狠狠地批了一通：搞这一套，心里还会装着百姓

吗？“家庭及日常生活”叙事，尽量把重大的“政治叙事”转化为生活常

态，不仅可以避免概念化倾向，展示主人公的另一面，使人物更加丰满，

还可以通过生活细节、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在这方

面，陈力的《海棠依旧》作出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再次，真挚情感融入的点点滴滴使《海棠依旧》感人至深。以情感

人是常理，也是陈力多年来的审美理想和孜孜不倦地追求。说来很有

意思，她从事导演这些年来，不管是在历史的星空，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以她的真诚、执著和才情，总能捕捉到传神的动情点和闪光点。该剧有

一场戏使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会议室的门

虚掩着，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先军和小路，焦急地在门口守候。屋内

传来蛮横的喝斥声。这是“四人帮”以听汇报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总理

进行围攻和批判。先军和小路交流了一下目光，个个都是一脸的着急、

不安和愤愤不平。他们对总理的敬重、担心，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憎

恶，都流露了出来。这时，周总理的特写镜头出现在画面上，神态平和

却也不乏坚毅和不屑，目光淡定却也有焦虑、不安和无奈。谁都能想得

到，这时周总理平静的外表下心里一定在倒海翻江。而这时观众的心

里也绝对难以平静。这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因其传神、动情，却能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情同父子，他也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严

格要求他们。先军的儿子被推荐上北大，总理说：推荐、保送咱不上，过

一年半载恢复高考，咱要靠自己的本事考进来。先军欣然同意，感情上

的沟通和交流毫无障碍。至于总理和老帅们的深厚情谊，和民主人士的

肝胆相照，那更是处处可见。他给邓小平送“胃药”，陪着陈毅、谭震林挨

批斗，一再给毛主席上书保护民主人士和老干部等。这点点滴滴无不彰

显着他的真诚、友善和人性的光辉。病中的周恩来，更是牵动着亿万人

民群众的心。他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是邪恶势力抢班夺权的障碍。“不管

别人怎么打倒你，自己都不能倒！”这是他对元帅们的嘱托，其实也是在

说给自己听。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就是抱定这样的信

念，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十里长街送总理”，泪流满面的人群，

如泣如诉的哀乐，那是真实的历史画面，也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最后，我还想起了西花厅的海棠花。海棠被称为花中之仙，它有梨

花的圣洁，又有梅花的风骨和神韵。海棠花在剧中反复出现，时而是

“小蕾深藏数点红”，时而是“繁花似锦春满院”，时而又是落英缤纷、满

院子飘起了海棠花雨。导演是把满院的海棠花作为审美意象，显示着

强烈的生命力量和人世间的美好。我想，还不仅如此。它那“爱惜芳心

莫经吐，且教桃李闹春风”的君子风范，不也正是周总理伟大人格的象

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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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海棠依旧》另辟蹊径，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创作，特别是领袖人物形象塑造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取

得了新的重大突破。

该剧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和平谈判写起，通过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艺术化、审美化的叙事，凸显

了开国总理周恩来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超强的人格魅力

以及作为普通人乃至所有人的“伟大的朋友”的方方面面。

剧作一方面遵循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大事不虚”的基

本历史原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

作了散点式的透视，让观众深切地看到了新中国风云变幻、

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按照“小事不拘”

的审美原则，把更多的镜头聚焦并且对准了历史进程中的

人物关系：除了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陈

毅等之外，与邓颖超的相濡以沫、与弟弟周同宇一家的关

系、与养女孙维世的关系等等，不仅从一个独特的层面、侧

面展现出了历史风情、历史画卷，而且更能让观众从周恩来

的平凡中见出伟大和崇高。不同以往的重大题材人物传记

电视剧，该剧为当代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向伟人丰富情感世

界的大门，奉献出了一部穿透历史、超越现实的心灵诗篇、

感情诗篇。《海棠依旧》在深入周恩来内心世界及其丰富情

感的过程中，尊重人物性格和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捕捉到了

周恩来的大爱情怀、大爱境界，并给予了审美化的艺术呈

现，极大地拓展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各种艺

术风格和可能性。可以说，《海棠依旧》对周恩来艺术形象

塑造的创新和突破，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领袖人物形象塑

造的审美空间，开创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

境界。

事实上，对于人物传记电视剧、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历史人物本身所经历的各种

人和事，而是感情和精神经历所蕴藏的一种丰富的人文内

涵。艺术创作就是要找到这种感情和精神的支点，透过历

史人物所经历的各种人和事所体现出丰富的人性内涵和人

文内涵，通过个性化的东西与观众情感有效对接并且形成

心灵的感染力。该剧不仅在人物塑造上另辟蹊径，而且也

找到了一种散文化透视的艺术方法，并且呈现出了富有魅

力和感染力的诗意化艺术风格。陈力导演采取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美学原则和方法，该放弃的就大胆舍弃，该渲染的就

尽情铺陈，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各种神来之笔应接不暇。

全剧从摄影造型、美术造型、环境设置、音乐音响等各个方

面都呈现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有效实现了诗意化的

美学原则和风格，一句句朴实的话语、一个个生动的细节都

成为了“传达创作者意念的手段”。

众所周知，对于人物传记电视剧而言，主要演员选择是

否到位和准确，是电视剧成功的一半甚至更多。由于再现

的是历史人物，对演员的要求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程度上的

形似。但身体外形上的形似只是必要的前提条件，还不是

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力量是精神气质上的无缝对接以

达到艺术创造、艺术呈现上的神似。这包括演员表演的功

力，即通过对人物深刻、细致的理解，能出神入化、入木三分

地演绎出所扮演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

主演孙维民克服了自己身体外形上的不足，通过各种途径、

手段和方法了解、熟悉历史中的周恩来，做足了各种功课，

把作为演员的个人素质、艺术张力努力与人物角色融为一

体，实现了形神兼备，成功地在荧屏上塑造了周恩来的艺术

形象。

《海棠依旧》这种散文化透视、诗意化风格的艺术处理、

艺术探索是有相当大的艺术风险的。因为电视剧最擅长的

是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讲好故事。如果不能把观众有效

地带入到电视剧的叙事情境中，观众就有可能“走神”，编导

精心的艺术追求和诉求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事实上，陈力

导演艺术上大胆探索和创新的背后是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笔者曾经到电视剧《海棠依旧》的拍摄现场探班，发现陈力

导演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拍摄电影的方法和手段拍摄电视

剧，使得《海棠依旧》的镜头语言的运用具有了某种电影化

的品质、品格及其艺术魅力。可以说，这种艺术创作态度特

别是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还是属于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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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诗意化的艺术表达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诗意化的艺术表达
□□饶曙光饶曙光

电视剧《海棠依旧》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