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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日前举办了纪念钱钟书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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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
收获是新发现了与钱钟书有关的英文史料。重新
解释了以往对钱钟书学术思想的评价，史料和视
角均为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中第一次出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是国内最早把钱钟书研
究作为学科对象探讨的大学，开中国“钱学研究”
的先河，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国内
最早一批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学者，最早出版了以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为代表的学术专著，一时成

为国内钱钟书研究的主要学
术机构。厦门大学选择今年召
开钱钟书学术研讨会，意在整
合国内外钱钟书研究的学术
力量，开创中国钱学研究的新
局面。 （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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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如何与时代互动？近日亲历
话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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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程和颇富研究成果
的专家学者就此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改革开放
#"

年来
中国话剧无论在艺术观念的更新或
是舞台实践的探索上，都取得不凡成
就。出现了 《于无声处》、《丹心谱》、
《血，总是热的》、《地质师》、《商鞅》、
《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等大批
优秀话剧，并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导
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与会人
士探讨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实现话剧与时代更好对接等问
题。“与时代互动———中国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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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
所主办。 （刘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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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位歌剧
专家最近聚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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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歌剧论坛”上回顾中国歌剧的
辉煌历史，研讨眼下存在的问
题，畅谈今后的发展方向。

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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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论坛集中了各
地歌剧院团的负责人、作曲家、
剧作家、理论家、指挥、演员、制
作人和艺术院校教师的智慧，
几代歌剧人从创作、演出、制
作、管理、教育、歌剧史等不同
角度，为中国歌剧的未来献计
献策。天津歌舞剧院的歌剧《原
野》，以《中国咏叹》为主题的歌
剧经典演唱会也在论坛期间与
北京观众见面。 （陈 原）

《惊天动地》讴歌抗震英雄

八一电影制片厂投入重资拍摄的故
事片《惊天动地》，日前在四川北川县城
地震遗址旁，举行了一场特殊而又庄重的
新闻发布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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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
总政、中宣
部、国家广
电总局、成
都军区政
治部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该影片讲述了我军某摩步旅旅长唐新

生于演习途中突遇特大地震
$

在通讯中断、
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灾情为最高命
令，毅然带领部队，冲破重重险阻，赶赴灾情
最重的映川县进行生死救援的故事。

影片以宏大的视角全面展示气壮山河
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通过对救援生力
军———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英雄团队的描写

和刻画，展
示了子弟
兵不怕牺
牲、勇往直
前的英雄
气概，展现

了抗震救灾官兵丰富细腻的心灵世界，将一场
大灾大难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感人故事和民族
深情艺术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给灾难中受伤
的心灵以抚慰。

该片预计将于明年纪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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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
地震一周年时推出。 （侯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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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戏剧复兴
廖 奔 刘彦君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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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国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社
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深刻而有力地进行，社会结构的
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都已经发生并仍在继续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环境和观念环境
渐进而平稳地走向宽松和谐。社会的巨大改观，一
方面促进了文艺的发展变化，文艺转型正在发生；
另一方面又为文艺繁荣提供了日益丰厚的基础，新
型土壤正在生成。中国戏剧也适应着这种变化的环
境，在激烈社会变革的促迫下，在多元文艺思潮的
刺激下，伴随着迷惘与阵痛，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与
转型，日渐迸发出生机与活力，舞台面貌显现出蓬
勃的气象，创作也在主流价值观的召唤下日益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回观新时期戏剧轨迹，我们清晰
地看到一条闪光的划痕，它预示着一种崭新的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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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深化了
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戏剧的本体发展和舞台面貌
多样化的出现。戏剧在酝酿一场新时期的伟大突破。
呼唤中的观念突破包括创作观的回归人性与舞台空
间的突破，一时之间，戏剧舞台上新的作品层出不
穷、琳琅满目。

反映在话剧舞台上，是一个激荡昂扬的探索时
代的到来。话剧开始用新颖的时空切割方法、换场
的灵动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打破
旧有范式，引来舞台变革的大潮。一时之间新颖作
品琳琅满目，《绝对信号》、《车站》、《对十五桩离婚
案的剖析》、《街上流行红裙子》、《一个死者对生者
的访问》、《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屋外有热
流》、《魔方》、《山祭》等等，推起了戏剧发展的波涌，
并出现刘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穿透历史时空和
人的精神层面的力作。著名导演黄佐临所长期倡导
的“写意戏剧”露出端倪，其最佳体现一是他本人导
演的《中国梦》，一是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
同时，继承曹禺、老舍传统的写实剧仍然在延续，如
《黑色的石头》、《天下第一楼》都运用传统手法取得
成功。

反映在戏曲舞台上，是创作积极性的极度高涨，
很快便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改编传统戏如豫剧
《唐知县审诰命》、莆仙戏《状元与乞丐》，新编古代戏
如越剧《五女拜寿》、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近现代内
容戏如湖南花鼓戏《八品官》、商洛花鼓戏《六斤县
长》，都获得了轰动的舞台效果。一些古老剧种焕发
出青春创造力，例如福建的莆仙戏和梨园戏、四川的
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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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众多具有时代思考力的剧目，顺利实现了
古老传统的现代转换，如《新亭泪》、《秋风辞》、《巴山
秀才》、《变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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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共同迈动着戏曲的时代步伐。
而下列一批剧目的创作观念与舞台形式引起了人们
的极大兴趣：壮剧《泥马泪》、川剧《四川好人》、湘剧
《山鬼》、川剧《田姐与庄周》、淮剧《洪荒大裂变》。经
过一个时段的过渡以后，舞台成熟感增强，成功的作

品就被大气地推出了，例如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
修》、北京京剧院的《甲申祭》，都给人以比较完美的
舞台形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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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戏剧，呈现出观念冲决藩篱之后的创
作自由。戏剧舞台上显得手法灵活多变、面貌色彩斑
斓，加之舞台技术特别是灯光的长足进步，让人感到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戏剧舞台呈现的是多元共存的
局面。这其中，许多现代舞台科技手段被日渐大胆而
巧妙地运用，一些新颖的构思得到了现代观众的认
可甚至欢呼，其结果是增强了戏剧舞台的现代感，而
舞台形式也在这种经验积淀中逐渐发生变化，在注
重于剧场性的同时，一边继续延伸探索的趋势，一边
开始对写实手法的回归。

话剧创作的舞台探索热潮势头不减，现代派戏
剧因素注入舞台引起的表达方式变革，催生了一批
意蕴含量和形式含量更为繁复深广的剧目，引起注
目的作品有《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
鞅》、《地质师》、《岁月风景》、《秦淮人家》《“厄尔尼
诺”报告》、《父亲》、《虎踞钟山》、《沧海争流》、《兰州
人家》等，过士行的《鸟人》、《鱼人》、《棋人》三部曲
和《坏话一条街》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而《生死
场》、《我在天堂等你》、《爱尔纳·突击》等剧目则以
全新的面貌出现于舞台。一些小剧场戏剧一直保持
了探索的先锋性，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培养
起一代年轻观众，《非常麻将》、《偶人记》、《切·格瓦
拉》、《霸王别姬》等一批“新异”作品领受了观众的
品味。可以看到，风格多样化的舞台面貌，将定型为
话剧的时代特色。

舞台技术装置的新型发展和突破旧程式的尝
试，逐渐将戏曲推向一个既沉雄醇厚、又瑰丽多姿
的阶段。京剧一批成功剧目如《狸猫换太子》、《风雨
同仁堂》、《骆驼祥子》、《瘦马御使》、《宰相刘罗锅》、
《贞观盛世》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古老的舞台艺术正
在焕发出新的青春光焰。一些充满现代活力的较年
轻剧种，如越剧、黄梅戏、采茶戏等，利用自身轻捷
灵动、发展能力强的优长，充分调动歌舞魅力，充分
吸收现代声、光、舞台装置的成果，将舞台美发挥到
极致，以其青春亮丽的倩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
目，同时从其唱腔与流行音乐靠
近的特点出发，因势利导地发展
出现代音乐剧，显示出极大的前
景可能性，推出了采茶戏《山歌
情》、《榨油坊风情》，山歌剧《山稔
果》，荆州花鼓戏《原野情仇》，越
剧《孔乙己》，黄梅戏《徽州女人》、
《和氏璧》，昆明花灯剧《小河淌
水》，梅州山歌剧《等郎妹》等引人
注目的作品。其他如淮剧《金龙与
蜉蝣》，川剧《山杠爷》、《变脸》、
《金子》，闽剧《贬官记》，吕剧《苦

菜花》，眉户戏《迟开的玫瑰》，评剧《贫嘴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粤剧《驼哥的旗》，甬剧《典妻》等，都获
得相当成功。地方戏曲以充满生机的态势，骄傲而
自信地迈向新的世纪。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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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
程，文艺发展和戏剧发展进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
运行时期。经历了体制机制变革的阵痛之后，新型
戏剧运作模式正在露形，社会对戏剧的新的需求
使其重新充满了生命活力。戏剧的舞台艺术综合
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与加强，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上、在舞台的完满程度与完整表意上、在对舞台空
间的最大发掘与利用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高度。

戏剧创作生机勃勃，创作思维活跃，新的作品
不断涌现，其内容涵盖面宽、包罗广泛，从直接反映
社会改革的现实题材到展示民族优秀精神传统的
历史题材，从革命历史题材到儿童题材，都有杰构
佳作出现。表现改革阵痛与工人阶级博大担载精神
的话剧《矸子山》、《平头百姓》，体现农村艰苦创业
观念更新的话剧《农民》、《郭双印连他乡党》、《黄土
谣》，都十分引人注目。深入揭示人性与民族性的作
品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豫剧《程婴救孤》、昆剧
《公孙子都》，探讨传统人格与历史走向关系的作品
如话剧《立秋》，都把笔触伸向了人的深层心理层
次。随着反腐败斗争声势的加强，也出现不少提供
历史殷鉴的好作品，如颂扬古代官吏廉洁自律精神
的京剧《廉吏于成龙》、彰显官吏正直人格的京剧
《大儒还乡》等。带有浓郁实验性与先锋性的话剧
《秀才与刽子手》、《霸王歌行》的成功实践，拓宽了
民族化写意话剧的道路。

戏剧形式和风格多样、百花齐放，一个多元化
戏剧观念支配下五彩缤纷的舞台局面已经出现，而
创造完美的舞台艺术品则成为一致的时代性追求。
人们对于戏剧传统与积累的重视，使得戏剧日益引
起社会的关注，中华戏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扩
大。由此，新世纪的戏剧实践，既体现出深刻的时代
裂变，又回荡着历史的回声。这一切，在共同召唤着
戏剧的复兴，人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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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两件事情引起格外关注。先是

孔子、老子两位古人画像被穿上西装、打起领

带，成为商家推出的衣服品牌的“代言人”；再

是韩国有人宣称孔子、西施、李时珍是韩国人。

这两件事虽都有些可笑,却也促使我们反思自

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传统文化是民族内在的灵魂和血脉，是

民族的身份证明，是维系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中

华儿女和睦相处、携手发展的共

同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不竭动力。中国之所以

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几大文明古国

之中绝无仅有的延续至今的国

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

具有顽强的生命与内在的活力。

1817年，那个曾野心勃勃欲征服

整个世界的拿破仑曾说过：中国

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

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

会为之震动。此话一经说出，便产

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拿破仑基

于什么做此断语无从得知，或许

是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

多，拥有的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

文化底蕴？只有这样的国家具有

不怒而威的力量。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

化确乎不怎么客气。发生于上个

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曾使得中

国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固然，传统

文化有不容回避的缺陷，有让人

诟病的糟粕，它的封建专制思想，

纲常名教和等级尊卑观念，它的

保守拘泥，僵化固执，不善开拓，

应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承担责任。但话说

回来，世界上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是完美无

缺、无懈可击的，又有哪个民族对自己的文

化鞭挞、摧残得如此绝情？！相反，我们恰恰

到处可见人家对传统的爱惜与保护，包括一

片街区、一栋楼宇、一所殿堂、一座故居，都

尽可能保存其原有的风貌，尽可能给后人留

下曾经的情感记忆。

有缺点不是不可以批评，我们一贯的主

张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也不是不能变，

我们一直强调立足时代，推陈出新。只是我们

这样做的时候，应当非常慎重，应秉持一种庄

严与神圣的感觉，致力于挖掘其永不磨灭的精

神力量，弘扬其高贵的精神品格，以此丰富我

们的时代精神，突显民族个性。开头所讲的两

件事情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些打着“创意”、

“文化”的旗号对古人的所谓“开

发”，除了急功近利的、赤裸裸的商

业的利用之外，还能给人什么样的

启示与教益呢？一个不尊古人和传

统的民族，不可能是健康的民族，也

不可能赢得尊重。在全球化背景下，

不着力爱护、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也有被他国“抢走”的可能。

实际上，彻底否定传统是不

可能做到的事情。庞朴认为：“传

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

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

期蜕除的角质表皮。……它无法

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除非谁

打算自戕或自焚。”既然不能像包

袱一样一丢了之，就不如好好地

对待它，改造它，变化它，更新它，

注入新的精神与血液，让它焕发

神采，激发它的活力，清理、挖掘、

弘扬其中有价值的因素为现代化

服务。当年梁启超曾说：“我希望

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

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

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

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

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

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

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文化是灿烂的，

也是脆弱的，它需要精

心的照料和培育。全球

化时代，民族文化已经

和正在遭受严峻挑战，

但致命的伤害往往不

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文

明传承者的随意亵渎

与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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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黄金时段热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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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电视连续
剧《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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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重温台湾历史的
话题沉重之作，看后给人深刻印象，并受
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首先，剧作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切
入，反映了

!&)+

年日本借琅峤发生琉球
漂流民被杀事件策划侵略台湾的过程，反
映了

!&&+

—
!&&'

年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
军在越南抗击法国侵略的过程，以及法军
进攻福建马江和福建所
属台湾基隆、淡水的经
过，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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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平
壤大战、大东沟海战以及
马关和谈和割让台湾岛、
澎湖列岛的经过，还反映
了慈禧、光绪皇帝以及李
鸿章等清廷帝后、大臣面
对外国侵略时张皇失措、
钩心斗角，在民族国家利
益面前相互推诿、虚骄无
能、一味妥协求和，造成
一再缔结丧权辱国的卖
国条约的屈辱局面，尤其
可贵的是塑造了在外国
侵略者面前大义凛然地
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的
英雄群体。所有这些，艺
术地再现了历史的场景，
用艺术形象恢复了历史
的真实。在我看来，这些
表演，把握住了近代中国
的历史脉络，是符合近代
中国的历史真实的。

其次，这部电视连续
剧在探索历史的真实与
艺术的真实上下了功夫。
历史的真实是事实的美，
艺术的真实是艺术的美。
如果只追求历史的真实，
可能只有《三国志》，而没
有《三国演义》。同理，《台
湾·

!&('

》所讲述的大的
历史趋势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它的故事
情节，人物的言谈举止，是在历史真实的
前提下，用艺术形式创造出来的。如宫廷
斗争、大臣争议、侵略者的策划、群众场面
等等，我们未必能够在历史记载上一一找
到对应的记录。但是这些经过艺术再创造
形成的场景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的氛围的，
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
互关系的“度”。这部电视剧在艺术情节难
以准确表达的地方，采用旁白或者画外音
的形式，比较准确地弥补了故事情节以及

情节的发展难以表现的历史的真实。当然
剧中也安排了刘永福和冯子材结成儿女
亲家，两家子女一直战斗在抗击外国侵略
的战场上；刘铭传的侄子与台湾少数民族
女孩的恋爱等等，虽然不一定能找到历史
文献作支持，但是在剧中有戏，好看，本质
上没有违背历史真实，在艺术上是成立
的。

再者，剧中出场的人物
!#"

多个，大
体上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
代的地位，重现了历史场景中
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清政府的
腐朽、落后和面对外国侵略时
的张皇失措，揭示了朝野爱国
者的奋斗、牺牲和无奈。有些人
物形象的塑造是不错的，如李
鸿章、刘铭传、刘永福、冯子材、
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物的刻画，
如高山族中“老祖母”的刻画，
也都活灵活现。李雪健主演的
李鸿章，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
很讲究，在重大历史场景中李
鸿章的举手投足、情感表现，都
经过了仔细设计，表演很到位，
也很有分寸。英雄人物在反侵
略、反对台湾割让上的表演，还
是很能震动人，对今天的观众
会有震撼性。

最后，本剧也注意一些特
殊历史细节的真实性。黑旗军
是第一次在影视剧中得到表
现，观众所看到的黑旗军，其旗
帜，其服饰，都与历史的真实相
符，这就增加了剧情的真实感。
黑旗军及其首领刘永福在越南
长期抗法，埋下了后来在台湾
主持抗击日本侵略的伏线，很
有说服力，也符合历史真实。同
时，本剧利用高科技手段，营造
了陆战、海战，以及发生在大
陆、台湾和越南、朝鲜的战争场
面，气势磅礴。服饰、美术、道具
都很讲究。

总之
$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
本，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大耻辱，是中国
人的大悲情。今天在影视剧上重现那些历
史场面，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当时的爱国
者那样义愤填膺，那样举国悲痛的缘由。
看到人民群众为了反对割让演出那样气
壮山河的战斗场面，仍难免荡气回肠，有
一种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听说本剧还要送
到台湾播映，这对于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回
顾那一段历史，定会产生有益的社会影
响，我们预祝台湾播映的成功。

亲情剧的可喜突破
李 准

亲情剧的热播是我国现实题材电
视剧一个新的重要生长点，亲情剧的滥
觞又给不少作品带来几个通病：叙事节
奏太慢、亲情阐释太浅、辐射社会内容
太少。从这几个方面讲，《祈望》的成功
是个新的突破，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首先是它的叙事节奏很快，让人看得
过瘾。一开场就是两对夫妻同时闹离婚：
市卫生局副处长姜文君因拒绝以权谋私
为女儿转学而被迫与妻子冯丽萍离婚：市

医院护士长芦苇因发现丈
夫蒲剑峰与别的女人开房
而愤然离婚。两个离婚都
拷问灵魂，而且都是奇峰
突起，一下子就把观众抓
住了。紧接着，存折风波、
醉酒风波、雨澄学校受欺
风波、卖废品风波、做手术
打胎风波、蒲剑峰被拘留
风波、考场作弊风波、活吃
蜈蚣风波、减肥风波等接
连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而且一个一个都被推
向戏剧冲突的高潮，不断
地敲击着观众的兴奋神

经。矛盾冲突的发生迅速而又真实，矛盾
冲突的解决也是戛然而止又令人信服。尤
其像芦苇对口吸痰抢救姜母而化解矛盾
的描写、姜母临终遗言阻止姜与芦离婚的
描写、卓立当众活吃蜈蚣保护了雨澄而在
无意中成了同学们崇拜的偶像的描写，都
堪称神来之笔，峰回路转，一唱三叹，又毫
无拖泥带水之感。

其次是对爱情和婚姻、家庭中的亲
情内涵作出了形象的深度揭示。《祈望》

通过对姜文君和芦苇重组家庭的曲折
经历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爱情是两个
人情感吸引的浪漫之舞，婚姻却要面对
纷繁的现实课题；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
道德的、痛苦的，没有婚姻责任感的爱
情是苍白的、脆弱的；时代为情感自由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构建真正
的和谐家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
重组家庭中，夫妻双方不仅要更深入地
理解对方，还要面对对方原有血缘关系
的所有成员；不仅要呵护原有的亲情，
还要不断培养新的亲情。差异就是矛
盾。姜文君能像爱雨澄那样爱芦苇和她
前夫的儿子、聪明而又玩生活的蒲卓立
吗？能像对自己母亲、妹妹那样与芦苇
的高知父母和时尚妹妹相处吗？芦苇能
像关心卓立那样关心内向又脆弱的姜
雨澄吗？能像对自己父母、妹妹那样与
有些倔的姜母、姜文娟搞好关系吗？它
在拷问剧中人的耐心和胸襟，也在叩问
观众的良知。剧情发展有力地揭示出，
维护亲情、构建和谐光凭愿望不行，还
必须有付出，要求每个人都要在成长中
不断超越自身局限而进入新的爱心之
旅。孙淳和茹萍两位主演的表演可圈可

点，把姜文君与芦苇的心路历程拿捏得
恰到好处，两位小演员的表现同样精
彩，把两个“

("

后”少年的心理和成长刻
画得令人叫绝。

再次是辐射了家庭之外更多更深的
社会生活内容。《祈望》不是局限在家庭
生活中写家庭，而是把家庭和亲情放到
社会生活大格局中去描写。通过对几个
主要人物的职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描
写，片子自然而又深入地触及了城市学
生的学校生活、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上
重点中学、药品购销中的潜规则和专项
治理行动、被开除公职者的再就业、开办
药店的条件和审批手续、农民工的生存
状况和就医难、农民工子弟上学难等诸
多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它们都不是在
背景中出现，而是进入全剧的叙事情节
链，与家庭生活互相交织互相推动。这样
做的结果是双赢：既赋予全剧以更加鲜
明的时代特征和更丰厚的社会生活底
蕴，又反转过来充实了加深了亲情美好
的文化内涵，并给姜文君、芦苇等主要人
物的爱心之旅和人格建设提供了更坚实
的精神支撑，也使观众更加感受到时代
的美好和肩上的责任。

《浴血坚持》再现红色风云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浴血坚
持》讲述了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
红 军 坚 持
游 击 战 争
的故事。

该剧以
史 诗 性 叙
事手法、气
势恢宏的战争场面以及丰富曲折
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南方三年游击
战争的全貌，表现了红军战士克服
一切困难坚持到底的坚定信念，以
及在极为艰苦的生存和斗争环境中
对中国革命和党的无限忠诚和红军

战士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剧中成功塑
造了以陈毅、项英、曾山、陈丕显、郑进
财、谭余宝、邱菊、龚楚民为代表的一批

人 物 形
象。
《浴

血坚持》
是 曾 执
导过《雍

正王朝》 等历史剧的胡玫导演拍摄
的首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她坦言：
自己从来没拍过“红色题材”，对这类
题材心存敬畏。她对这部片子寄予厚
望，希望能够再现当年革命将领真实
的风采。 （文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