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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8月11日下午
13时，500名香港青少年从福州出发，乘大巴前往马尾船
政遗址。闽港青年交流团副总指挥唐淑兰深情地为大家介
绍：“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了福建船政。在甲午
海战中，马尾船政局培养出来的杰出将领与日寇在黄海展
开了近代史上最大规模而又惨烈悲壮的海战：‘致远’号
管带邓世昌和广大官兵与舰同沉，‘此日漫挥天下泪，有
公足壮海军威’……”

历史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14时许，大家来到了马尾
船政文化博物馆。数公里外，见证百年沧桑的闽江仍静静
流淌，交流团成员们的脚步已经踏进了充满荣与辱的近代
史，他们的内心随着历史的波澜一起起伏，或聆听讲解，
或驻足凝望。陈列馆内一尊尊雄伟的英雄雕像仿佛在向大
家无声地诉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一艘艘舰艇似乎向大家
控诉着倾略者的滴血罪状。

厚重的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引人沉思，八闽大地秀丽
的风景也让大家连流忘返。5天的行程里，交流团成员分
组赴厦门、泉州、龙岩、武夷山等地开展了丰富的主题文
化活动：厦门以创新创业为主题，赴高新技术园区、自贸
区、创业基地、鼓浪屿等地参观交流；泉州以海丝文化为
主题，到华侨大学听取《“一带一路”与福建海丝核心区
建设》专题讲座，赴海上交通博物馆、开元寺等地开展交
流；龙岩线以红色之旅为主题，赴永定土楼、闽西历史博
物馆、古田会议旧址等地参观；武夷山线以世遗文化为主
题，赴武夷学院体验茶文化、研习朱子文化、游天游峰、
游九曲、观看“印象大红袍”表演……

此次“四海一家·闽港青年交流团”活动，由福建省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与香港新家园协会合办，得到了福建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12 日晚 18 时，福建省省委书记
尤权和福建省省长于伟国等亲切接见了交流团代表。“没
想到，香港大学生代表发言这么好，我给你打99分。真是
后生可畏、后生可敬、后生可待！”于伟国说。交流团的
大学生代表温浚安高兴地表示，真没想到他们能和省领导
坐一在起面对面地交流，“我一定要将这份殊荣带回去，
和更多香港青少年一起分享……”

由清华校友总会文创专业委员会和共青团福州
市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海峡青年节·海峡青年文
创论坛日前在福州举行。论坛以“文创改变生活”
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文创精英汇聚一堂，
交流文化创意方面的经验，商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两
岸文化创新及促进两岸青年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
合。论坛邀请了来自大陆和台湾各3名演讲嘉宾，分
别围绕“时尚设计与品牌”“乡村改造与乡村创客”

“互联网创业中的女性角色”等主题进行对话。
清华校友总会文创专业委员会会长胡钰教授表

示，文创关乎文化，关乎经济，关乎生命，文创让
生活更有魅力，生活让文创更有活力。期待两岸青
年文创在今后的发展中，坚持合作发展，坚持创新
产品，坚持培育产业。

据悉，清华校友总会文创专业委员会将借助学界
与业界资源优势，推动海峡青年文创论坛成为海峡青年
节的系列活动项目，今后将长期举办。（萧师俭 庄臣）

俄罗斯电影 《他是龙》 目前正以中文、英文、
2D、3D、中国巨幕等格式在中国各大影院上映。影
片由因达尔·詹杜巴耶夫执导，创意制片人为伊戈
尔·察伊，出身电影世家的国际超模马特维·雷科夫
主演。影片讲述了公爵的小女儿米拉被恶龙掳走后
与阿尔曼相爱的故事，虽然情节简单，但画面精
致，特效炫酷，中世纪风格美轮美奂，场面宏大，
气势磅礴，音乐大气空灵，共同为影片营造了奇幻
神秘而又唯美的色彩。

该片由俄罗斯巴塞勒斯有限责任公司出品，中国
电影集团公司引进，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
行，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去年 12 月 3 日在俄罗斯公
映以来，中外影评人均给予较高评分。 （姚贺娟）

为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本报特邀中
国军事电影专家张东
开设专栏，回顾以往
拍摄的国产长征题材
电影，缅怀先烈，弘扬
长征精神，继承发扬
我国现实主义题材、
军事题材电影的优良
传统。 编 者

万水千山（1959）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剧：孙谦 成荫
导演：成荫 华纯
主演：黄凯 蓝马
剧情简介：1935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方面军来到大渡河渡口。前有天险挡
路，后有追兵阻击。前卫营不畏艰险、顽强
战斗夺下泸定桥，并铺设桥板，使红军大部
队安然渡河，向大雪山进发。雪山天气极为
恶劣，许多战士牺牲在这里。1935 年 8 月，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军继续行
进。进入草地，教导员李有国旧伤复发，恶
劣的自然环境，使他的伤势越来越重。牺牲
前，李有国说出了影片中最经典的一句话：

“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红军终于走出草地，
打垮了前来袭击的国民党部队，突破敌军重
兵防守的天险腊子口。1936年 12月，历经千
难万险的红军终于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胜利
会师，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点评：《万水千山》是第一部正面表现长
征全过程的影片。它根据陈其通的话剧改
编，以红军先遣营的行动为主线，从飞夺泸
定桥，抢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一直到与
陕北红军会师，基本上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全
过程，其中又以过雪山草地为重点。影片是
一部悲壮的史诗性作品，为了再现红军的壮
举，摄制组不畏艰险，到海拔 5000米的雀儿
山拍摄雪景，纪录了红军雪山行军的壮丽场
面。影片不仅展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注意
刻画人物，由蓝马扮演的教导员李有国表现
了红军政治工作者的风采。他在片中高喊

“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的形象，深入人心，令
人难忘。 （张 东）

由浙江卫视和爱奇艺联合打造的校园体验节目
《我去上学啦》 第二季正在热播。这档以“青春、知
识、正能量”为核心特点的节目，获得了较好的收视
效果和口碑。同时，节目所展示的当代中国教育现状
和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风貌，也引发社会热议。

节目中的场景是真实的高中校园。明星们以转校
生的身份，重新体验高中生活，也带领观众一起回望
曾经走过的青春。节目中，卸下偶像光环的明星们

“重返17岁”，被还原成当年课桌前的我们——被课业
困扰，对未来充满渴望，不屈服于眼前的失败。

第二季邀请了不少明星参加。他们在生活中有不
同的个性，但荧屏上，他们都全身心投入陌生又熟悉
的环境中，和同学们同吃、同住，一同感受着校园生
活特有的紧张与快乐。

在 《我去上学啦》 的镜头里，观众也看到了与过
去不同的中国校园，无论是教学条件、教育方式，都
有了极大的进步。大环境的变迁中，个体的转变与成
长，也成为明星转校生们感触最多的地方。刘敏涛在
课堂上发现，老师在意识到自身的答疑错误时，会主
动向学生道歉，这是在她上学时从未见过的现象。鹿
晗赞叹“校服比我高中时的帅气”等小细节，都全方
位展示了当下鲜活、接地气的校园生活。

第二季节目中，明星们体验的场所也不限于全日
制普通高中，增加了艺术类高中和职业技术高中，更
加全面地关注我国高中阶段的教育体系。在杭州外国
语学校，明星们发现今天的学校在文化课之外，更注
重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动手能力。在台北华冈艺校，
明星们感受到了与普通高中完全不同的课堂体验；以
谈心为主题的生涯规划课，让他们感慨多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星之外，节目通过表现一个个
真实可爱的同学，准确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精
神风貌。节目中的青少年们表现出了强大的自信和实
力，既不是只会“死读书”的伪学霸，展示自己的个性时
也不羞涩，与明星平等、大方、自如地交流，显示了同学
们整体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日前，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安
妮宝贝同名小说的青春爱情电影

《七月与安生》 在京举办宣传活动，
女主角之一安生由周冬雨饰演。她
身着有设计感的白衬衫、牛仔裙亮
相，清秀却很时尚，让人慨叹这个出
生于1992年的姑娘出道5年多来，已
经远远地脱开了 2011 年张艺谋电影

《山楂树之恋》中初出茅庐的形象，越
来越成熟靓丽了。

《七月与安生》讲述了两个女孩
子为友为敌、共同成长的故事，将于9
月 14 日上映。目前，除了这部《七月
与安生》，周冬雨担任女主角的爱情
片《谎言西西里》也正在上映。业内
人士认为，她在这些影片中演技有了
飞快的进步，尤其很多内心戏的表演
可圈可点，不禁让人惊讶：印象中她好

像还是那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小女孩
儿，怎么就迅速蹿红成了“90后”有颜
值、有演技的当家小花旦？北京电影
学院的数年深造，经纪团队的悉心帮
助功不可没，她个人也肯下功夫。她
是《山楂树之恋》中单纯又深情的静
秋，她是《同桌的你》中文静秀气的周
小栀，她是《少年班》里高冷的天才少
女周兰。如今，她是《谎言西西里》
中爱恨纠缠的小悠，是 《安生与七
月》里聪明敏感野性的安生，她可以
用她的演技和努力，撑起全片。

不过，周冬雨依然率性天真，
和安生一样，她承认十三四岁当学
生时也逃课：“好不容易翻墙出去，
却发现班主任突然点名，只好又乖
乖翻回去。”她长大了，却还是这样
可爱，这样萌！

浙江卫视播出《我去上学啦》

致敬青春 讲述成长
孙 圆

鹿晗 （右） 在学习舞狮

早春的阳光正好，画面从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开启：19岁的毛泽东、23岁的李大钊、33岁的陈独
秀……这些熟悉的名字不再是课本里白纸黑字印
刷的一个个章节，他们的形象变得真实而生动。
故事，就从他们年轻的岁月讲起……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之际，由国
防大学和中共陕西省委联合出品的5集电视纪录
片 《重生》，在央视、多家地方卫视以及网络平
台播出。播出过程中以及结束后，这部纪录片获
得好评不断。

历史纪录片要保证史实准确

据承制方伯璟文化有关负责人介绍，《重生》
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
立这28年间重大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党史类纪
录片。该片分别从“使命”“火种”“抉择”“淬
炼”“缔造”五章节，通过“南湖红船到八一枪
声”“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抗日烽火到建国大
业”等多个维度，勾勒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重大决策、重要事件。

一些专家评价，该片史料丰厚，撼人心扉，是一部重温
历史、审视当下的国史教材，也是一部立意高远、面向未来
的党史大片，更是一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方面的力作。

历史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史实的真实准确。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大校李涛认为，该片在不到5个
小时的时间、5 集的容量里，紧紧围绕“重生”的核心，
包括民族的重生、党的重生、个人的重生，通过我党从无
到有的建立以及经历的几次低谷时期的描述，很好地突出
了主题，既不零散也不冗长，每一集都非常精彩。针对现
在有些历史剧过度歪曲、戏说史实的现象，李涛认为，要
记录历史、再现历史，绝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娱乐历
史，必须要把史实搞得非常准确。

据介绍，该片的场景、道具也是尽可能尊重史实的。
为此，导演组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找了一处实景进行改建。
根据史料，《新青年》 编辑部当时是在陈独秀公馆的地下
室，但横店实景没有地下室。美术师就做了一堵很高的围
墙，搭建了一个。工作人员还在图书馆找到《新青年》杂
志第一期到最后一期，翻拍每一张图片，做成的道具从封
面到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和原物是一样的。

情景再现和电影化手法增强可看性

很多观众认为，这部纪录片拍出了电影的感觉。据统

计，这部纪录片总共拍摄了 191场戏，呈现了 174位有名
有姓的历史人物，设计了162个场景，动用1291位群众演
员，使用500套服装，道具占用3个大库房，足够拍3部电
视剧。

和以往的历史文献类纪录片不同，以往的纪录片中很
少用演员，而《重生》选择的是情景再现的拍摄方式，全
部由演员实景演出，所以，很多观众看这部纪录片有种看
电影的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重生》 的摄影团队是来自美剧的
摄影师。筹拍时，导演给很多美剧摄影师发了邀请，很多
知名美剧的摄影师都给予回复。最终，《纸牌屋3》的摄影
师马丁、《女子监狱》《新闻编辑室》的灯光指导参与了这

部纪录片的拍摄。导演和摄影团队经过商
议，最终选择全程加柔光镜拍摄。这是一次
大胆的尝试，但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好。

主创团队说，人们印象里的纪录片往往
偏重理论性、史料性，严谨但可观性弱，而
电影又让观众过于沉浸在情节里，忽视了历
史性的内容。这也是他们选择将电影拍摄元
素和纪录片摄制相结合的原因之一，让纪录
片深刻厚重的内涵和精致的拍摄制作相结
合，达到视觉和思想的同步体验。

另外，该片不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在宏大
的历史背景中，用独特而观众易于接受的故事
主线，丝丝入扣吸引人心；注重以情境带入，具
有时代感的光影效果，考究的布景和道具，尽
可能逼真地还原历史。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
席赵化勇指出，这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录
片很难表现，《重生》用讲故事的方法，有时候
浅入深出，有时候深入浅出，做得很成功。

年轻团队的创意之作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题材宏伟的重
磅制作，出自一个“85后”团队。“我们是年
轻人，坦率地说，对这段历史算不上极为熟
稔。”主创团队负责人说。但拍完这部纪录
片，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自己内心会被如此地
洗礼和震撼。

从 2015 年 12 月启动开始，他们翻阅海量
资料，联系党史领域权威专家，一遍遍拟写出
学术本、文学本、拍摄脚本、解说词本。每一个
版本都精心撰写，字斟句酌，反复核校。

“这部片子有两个重要的期望受众，一个
是年轻人群体，我们希望能带他们理解这段‘同龄人’创
造的光辉岁月；另一个群体就是外国观众，希望他们能理
解我们讲述的这段重要的‘中国故事’。”出品方负责人
说。

“这是今天对昨天的回忆，是长河对源头的追寻，是
未来对历史的叩问。”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饱
含深情地表示，推出《重生》纪录片，不仅仅出于纪念和
重温历史的目的，更要为当下提供经验，提供警醒，找到
久违的崇高，见识信仰的力量。“此片的公开播映，必将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认清发展大势，汇聚起
民族复兴磅礴力量。”

他们做到了。

电视纪录片《重生》

党史军史和革命史的力作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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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一家·闽港青年交流团”在福建永定土楼参观

体 验 与 分 享
——记“四海一家·闽港青年交流团”文化体验之旅福州行

叶建军

周冬雨：

随着时光
成长
小 苗

海峡青年文创论坛在福州举行

俄罗斯电影《他是龙》在中国上映

日前，中南影业和奇树有鱼在北京联合发布共
计28部网络电影的片单。

中南影业为上市公司中南文化的下属企业，奇
树有鱼为互联网营销的新生力量。中南影业CEO刘
春表示，当前网络大电影已经迎来爆发期，未来将
有更多院线级别的电影在网络发行。奇树有鱼CEO
董冠杰指出，网络大电影目前规模不断扩大，行业
整体趋于精品化，越来越多的网络电影将以院线电
影标准制作，奇树有鱼希望整合优势资源，打通院
线电影与网络电影的壁垒。两家公司合作的重点网
络电影作品《太平洋大劫杀》，根据郭国松的同名非
虚构长篇小说改编，将由著名导演高群书执导，讲
述被极端环境扭曲的人性。 （辛 华）

中南影业和奇树有鱼打造网络电影中南影业和奇树有鱼打造网络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