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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国产电影《勇士》目前正在全国上映。影片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和拍摄技术，还原了红
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场经典战斗。上映10余天以来，影片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长征电影《勇士》何以打动观众
本报记者

苗 春

本 报 记 者 拨 通 电 影 《勇
士》 导演宁海强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和师生们
一起观看这部电影。后来的采
访中，他告诉记者，有人曾建
议他不要和这些以挑剔闻名的
师生一起观看，但他还是想知
道当下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反
应，仍然走进了观众席。出乎
意料的是，全场没有嬉笑，没
有喝倒彩，放映结束时，全场
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有同学
说：影片虽然讲述了一个很老
的、大家熟知的故事，但仍然
被剧情和人物感动，发自内心
地觉得这是一部很难得的国产
军事电影。
宁海强还告诉记者，在拍
摄过程中，他的最大压力其实
来自于担心这样题材的影片不被当今的年轻人认可。 有观众和演员都仿佛在打仗。影片营造的这种效果，最
令宁海强感到满意。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艰苦艰难的
“但是，这些天 《勇士》 连续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国防
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同学们都表示 ‘跑酷’，战士们就是为了理想和信念在奔跑在战斗。”
被影片由衷地打动。这让人十分欣慰。”他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说，宁海
强他们能通过影片让勇士们的精神流芳百世，对今天
那么，这部影片是凭什么打动观众的呢？
的年轻人起到励志作用，也是电影界的“勇士”。

可信性：还原真实历史
可感性：表达真实人性
宁海强说，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不少有关长征的
电影都描述过这两个经典战例。当时，红军需要在 3
天之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而敌人也预计到了红军
的行程路线和目的地，实施了围追堵截。红军第一天
跑了 40 公里，接下来一天一夜必须跑 120 公里，还要
边打边跑，山路险峻，两岸有时是悬崖峭壁。最终，
赤脚穿着草鞋的红军，在崇山峻岭中挑战人体极限，
取得了这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的胜利。电影
《勇士》 就真实地展现了红军将士的大智大勇和挑战生
命极限的非凡经历。
在互联网上，不乏质疑这一人类战争史上奇迹的
年轻人。他们觉得红军战士不可能通过攀爬 13 根凌空
的铁索，越过两座大山之间的汹涌大河，还有人详细列
出人类的奔跑速度极限，认为红军不可能一昼夜飞奔
120 公里而且接着拼死战斗并取得胜利。宁海强说，电
影着力将这段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把战略部署、战役
过程和战斗打法清晰地展现给观众，从枪弹、烟火、动作
等各个方面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使电影院成为战场，所

宁海强认为，以往的此类影片，在拍摄和制作上
与当下观众的观赏要求尚有一段距离。
本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始终希望突破、创
新，通过一些片段和细节展现每一位鲜活的红军战
士，让观众发自内心地动情、动容，跟着红军将士的
命运走，为之担忧，为之自豪。无论儒雅却坚强的政
委、刚毅的团长、勇猛善战的老廖、混过各种军阀部队却
在夺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老余、来自“中央军”的打炮高
手田生才、坚决跟着部队走的孤儿娃娃兵……每个人物
都各有鲜明个性和身世，汇聚在红军队伍中形成铁
流，并被锻造为勇士。整部电影中没有一句口号，但
每位红军都是英雄。
贾磊磊说，宁海强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创作
中，始终坚持的是抵进历史纵深的美学风范与融贯时
代精神的史诗品格。影片突出展现的“勇士之血、勇
士之情、勇士之魂”，赋予这部弥漫硝烟烈火的战争影
片，一种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

可看性：运用现代手法
影片中出现了不少壮美的
景象，比如激流险滩，青山滴
翠，飞瀑如练，千年雪峰，甚
至还出现了珍禽异兽，如大熊
猫和金丝猴。这些景象在过去
的战争影片中是极少见到的。
宁海强介绍，他们力图使整
部电影跟世界军事大片、战争大
片 的 感 觉 比 较 贴 近 ，共 采 用 了
1000 多 个 特 技 镜 头 ，1:1 搭 建 了
泸定桥，影片最后能呈现出现在
的效果，与现代电影工业制作的
灵活手段、悬念设置以及各种机
械，与日新月异的电影制作手段
分不开。整部电影遵循国际大
工业电影制作方法，比如将大渡
河、泸定桥结合在一起，大渡河水流的湍急程度，两岸山
峰的险峻程度，沿河两岸景象等镜头，都用电脑特技加
工，更加有力地体现了将士们渡河的艰难和他们的英勇
顽强，搭建的泸定桥也很有视觉冲击力。
此外，演员选用了年轻帅气的男明星。宁海强说，
他翻看红军时期上到军团长下到普通战士的历史资料，
觉得他们都是那个年代非常帅气的小伙子，洋溢着激情
和动人情怀。主演李东学、聂远、宋佳伦、于小伟等，在
整个创作过程中被红军的壮举深深感动，吃大苦、耐大
劳，拍完后还很留恋剧组，觉得这段拍戏的经历很难得。
“谈国产电影，不应该把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大片完
全割裂开来，现在的潮流是两者正在慢慢结合起来。”宁
海强说，即使主旋律电影，也应该拍得好看，也应该弘扬
真善美，表达中国人的向心力。这是电影创作的题中应
有之意。
“《勇士》正是力图做到这样。”他说。
据媒体报道，当年完成飞夺泸定桥这一壮举的红军
勇士，没有一个人活着走进新中国，大部分人连名字都
没有留下。影片中，红军的
背包和木箱上写着一些词
语：理想，民族，未来，信念，
勇敢，坚持……供他们在行
军和休息时默诵学习。我
们应该感谢电影《勇士》让
我们铭记了这些勇士的丰
功伟绩，也把他们的可贵精
神，铭刻在我们心上……

：

电影《铁道飞虎》“要干一票大的”
文 依
“ 西 边 的 太 阳 快 要 落 山 了 ，微 山 湖 上 静 悄
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首 60 年前的老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
曲，至今传唱大江南北。影片描绘了抗战期间
一支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抗日游击队的传奇
经历，有很高的观赏性。日前，以同一群抗日英
雄为主角的新电影《铁道飞虎》，宣布将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贺岁档在中国以及北美、英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步上映。著名影星成龙出演
足智多谋的铁道游击队队长。
《铁 道 飞 虎》 从 风 格 到 故 事 都 有 所 创 新 ，
导演丁晟和演们打造的是一部具有动作、战争

元素的喜剧电影。成龙坦言，这次不太一样的
是“重团队，轻个人”，与他以往作品里的孤
胆英雄不同，主角是一帮小人物，但都身怀绝
技。丁晟表示，这次选拔演员的标准格外高，
每个演员都必须是“有功夫的爷们儿”，因为
火车开起来是没法迅速刹住的，没有动作基础
的演员很难完成动作。主创们也设计了滑板扒
火车、滑梯扒火车、竹竿扒火车等惊险动作，
以提高观赏性。为了拍到真正的蒸汽火车头，
剧组一直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东北拍摄，还重新
搭建了一个火车站。

右图：成龙在影片新闻发布会的火车头上表演

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忠孝节义
《双狮图》：

忠良之后显奇能
《双狮图》 又名 《举鼎观
画》《薛蛟搬兵》。
唐代武则天时，薛刚酒后大
闹花灯闯祸，被当权的奸佞陷害，
满门抄斩。薛刚逃出，占据寒山，
积粮招兵，图谋报仇除奸。相爷
徐策同情薛家遭遇，用自家孩儿
代刑，法场上救下薛猛的孩儿薛
蛟，并将其抚养长大。
长大成人后的薛蛟一日趁徐
策上朝不在府中，与书童在相府
门前举石狮玩耍。正待薛蛟举起
双狮轮舞显奇能之际，忽闻相爷
徐策回府，慌乱中他竟把本来摆
放在大门两侧的一对双狮放在了
一起。徐策回府看到一对石狮被
搬到了一起，便唤来书童询问。
书童说是自己所搬，徐策不信，要其
将石狮搬回原样，结果露馅。徐策遂
唤出薛蛟询问，薛蛟说是自己在府门
外玩耍把双狮搬到了一起，并当面舞
动石狮将其分放两边。
徐策见薛蛟已长大成人，且臂力
惊人，乃唤薛蛟入祖先堂，让其观看

薛家受难图，并向其细讲当日冤情。
薛蛟闻言大哭，誓必报仇。徐策乃修
书一封交与薛蛟，嘱咐其去至寒山薛
刚处下书，邀约起兵共清君侧。
李滨声的画把薛蛟舞动双狮的
神勇和徐策、书童又惊又喜之态表现
得惟妙惟肖。李滨声图 樊明君文

目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作品 《骡子和金子》 正
在江苏卫视播出。与同类题材作品的最大不同是，它以富大
龙饰演的角色骡子为视角，对当年惊心动魄的红军长征历
程，进行了一次“跟拍式”的讲述。
主旋律剧乃至红色剧拍到今天，如何创新成为摆在创作
者面前的难题。想要提升故事的可看性、做到让价值导向深
入人心，就要求创作者换一种思维，以新的创作手段、新鲜
的影像呈现久远的故事。《骡子和金子》 所采取的方式，是创
作上的“平视思维”，它决定了全剧的朴素风格，凸显了剧作
的内在力量。
《骡子和金子》 从剧名到演员再到故事，都考虑到了可看
性。首先，《骡子和金子》 这个剧名就具有一定的悬疑性，它
究竟是两个人的名字还是一种动物、一种金属？该剧先入为
主地制造了一个小小悬念，将观众代入。其次，富大龙曾在
《天狗》 等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现，他的加盟，让这部剧拥有
了“实力派+文艺范”的气息。当然，作品到最后拼的都是故事，
富大龙一人分饰两角，分别饰演马夫骡子和他的孪生兄弟云中
飞，兄弟二人差异很大的个性以及不同命运走向的交错，构成
了这部剧的一大戏剧冲突。

电视剧《骡子和金子》：
韩浩月

《骡子和金子》 的故事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守
诺”，骡子受红军老钟之托，要亲手把一份金子送到首长的手
里。为了践诺，骡子才随红军一起踏上了长征旅程。这样的
戏剧结构设置很有深意。中国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委托绝对
不可辜负，即“临死之托”。骡子不是完人，他对金钱也有渴
望，但在承诺面前，性命和人身安全都可以抛到脑后，完成
这个任务被升华成他人生中最大的追求。
《骡子和金子》 的故事性质，是观众最喜闻乐见的“传
奇”
。与一般传奇剧不一样的是，这部剧讲了双份的传奇，一份
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传奇，一份是骡子个人使命的传奇。
全剧中，个人传奇映衬着历史传奇的宏大轮廓，历史传奇则使
个人传奇显得愈加清晰、逼真。两种传奇互相交织，一幅既恢
弘又细致的历史景象被呈现出来，这种景象又带领观众去回顾
过往、沉思过去——如果说骡子的行为动机，是“使命必达”，
那么红军长征的动机，也就非常容易理解，那是另外一种意义
上的“使命必达”
。骡子与红军在当时的环境里，其实都是靠同
样的信念在支撑着：走下去，走到底。
《骡子和金子》 也有着它的民间立场，骡子对红军队伍的
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红军的一种认识：首先他们知
道，这是一支人民的队伍，其次他们好奇，这支队伍具有一
定的神秘性。骡子之所以紧紧跟随红军不掉队，除了身上有
任务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这支队伍身上，找到了与自己
亲密契合的一种气息。以前有许多红色影视剧在讲述一名普
通老百姓为何会加入红军队伍时，有各种各样的由头。在我
看来，这些由头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在艰难的时代，他
们是同行者。

山东卫视播出《我是先生2》

原创综艺节目当有文化风骨
艾 宣
近年来，电视市场上的选秀风、歌唱风、韩
范”，这种以文化风骨支撑起来的视觉及精神震
国风、亲子风层出不穷，电视内容大多浮于表
撼，让人过目难忘。近年来，高投入、大制作风潮
面，娱乐至上，少了文化傲骨，难以给观众精神
横扫电视界，不少电视台缺少对自身竞争力的清
滋养。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有文化担当的电视台
晰判断和对创新的执著与坚持，唯模式是从，唯明
依旧在坚守文化品质、弘扬主流文化价值观方面
星是瞻。事实上，电视节目创新并非一定要大制
做出有力探索，推出人文品相与精神诉求兼具的
作，小成本、精准化也可以锻造出好节目。
优秀综艺节目，山东卫视联合唯众传媒制作的
山东卫视与唯众传媒对原创有着特殊的坚
《我是先生》 便是其中一例。
持，多次获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节目创新创优肯
尊师重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教师作为
定。
《我是先生》立足传统文化，让“阳春白雪”走近
一种社会角色和职业，对于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 “下里巴人”，做出了先锋性的尝试。节目形式上，
缔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
演讲者以“公开课”形式传递充满正能量的生活经
吕芃表示，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
历、人生思考。节目首次引入直播形式，让观众既
地。连续两季 《我是先生》 的推出，围绕“悠久
可以看到精简的电视课堂，又能选择原汁原味的
文明 青春中国”的全新定位，通过对师道风采
直播课堂，还开通了在线学堂“微课”。
的创新性表达，展现山东卫视的文化责任与担
文化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文化品位、文
当，打造有灵魂、有品质、有情怀，有“山东气
化内涵、文化责任、文化担当。作为制作方，唯众
派”的品牌节目。
传媒邀请各行业优秀的人物来“讲课”，用大家易
导演组横跨十多个省，包括台湾，网罗了近万
于接受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平实真
名先生。走上《我是先生》 讲台的，都是各领域
挚中传递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在 10 月 14 日
建树颇丰的名师，有 73 岁照明艺术大师雷兆云， 播出的《我是先生》第二季首期节目中，5 天教会孩
世界记忆大师袁文魁，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西岭
子写出格律诗的西岭雪，现场演唱杜甫名诗《绝
句》，用优美动听的音律，向学生们传扬了国粹。
雪，学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英语老师肖子龙……
在“洋文化”强势入侵、娱乐快餐广为流传的
这种创新表达让观众和学生喜闻乐见，也让优秀
当下，
《我是先生》立足本土文化，展现今日之“师
传统文化更容易走进观众心间。

《我是先生》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真实不做作
的综艺表达相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传播。吕芃说，
《我是先生》的成功突围，再次证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说明了坚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核的节目，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和传播价值。

西岭雪在节目现场讲述中国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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