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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深入人
民的生活和情感，书写能代表时代精
神的故事，由于有这些优点，现实题材
电视剧素来最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中
国改革开放40年，有非常多值得浓墨
重彩描绘的故事，只是有时候可能环
境太过喧嚣和嘈杂，我们没有耐心去
沉入生活当中去感受真善美，反而有
可能变成“灯下黑”，忽略我们身边的
很多故事和人，反而沉醉在虚幻的想
象当中，甚至闭门造车。我认为，一个
真正好的电视剧作品，主创对生活要
有真实感受。比如，我过去是学医的，
对医院生活比较熟悉和了解，现在也
出现了一些医疗行业剧，剧本身也很
好看，但我总觉得有些隔靴搔痒，很多
创作者虽然也曾去医院采访、体验生
活，但这些剧还是比较表面化，只罗列
了一些事件，梳理了一些故事，从平面
到平面地展现，没有深入到生活本身。

我认为，好的作品不仅是采访来
的，而且是感受来的。莫言、陈忠实
的小说能成为经典，都是对生活咀嚼
之后再加上艺术反刍才创作出来的。
陈忠实为什么想写 《白鹿原》？他亲
口跟我说，浅层次的考虑是因为他觉
得还没有写出一个“可以放在棺材里
边垫脑袋”的作品，深层次的考虑是

他觉得对生活的很多感受还没有通过
笔端淋漓尽致地流淌出来，他希望写
出一部书，承载他对生活、对他所熟
悉的故乡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的全部
感受。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也是这
样。这部小说的创作年代距今已经过
去 30 多年，改编电视剧的时候，主创
和资方也曾经犹疑过：30 多年前黄土
高坡上年轻人的生活，还能让信息化
时代的今天的城市年轻人产生心弦共
振吗？我们还会对那样一段生活感兴
趣吗？事实证明，很多先前的忧虑是
多余的，同名电视剧依然拨动了当代
年轻人的心弦。好作品能够成为经

典，就是因为它们能经受住历史的考
验，能够跨越时空。巴金的《激流三部
曲》就是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感受，茅盾
的作品也都是对那个时代的感受，今
天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也同样应
该如此。我并不反对写历史、玄幻、科
幻，但是如果大家都去写那些题材，没
有人关注当前火热的生活，那就是今
天的文化艺术创作的缺席。如果集体
缺席、缺声，就更可惜。好作品就是对
当下历史当下社会的强烈反映。

每一代人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化的
创造，都有职责。最近几年，在有关
部门的调控措施下，电视荧屏多了不
少弘扬文化自信的好作品，比如《国
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专注对中华
文化的溯源与传播，把传统文化用更
新的方式与今天的年轻人相对接。我
想，除了历史，除了老祖宗留下的东
西，当代的文化艺术，也就是我们这一
代，还能给下一代创造什么东西呢？
我近日看到老舍先生《参加郭沫若先
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感言》中有
一句话是：“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
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
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
下去的责任。”我想，我们每一个中
国人的肩上都有这样一个压力，就是
我们要把这五千年的文化一代一代传
下去，我们每一代文化人要甘愿承受
这样的压力。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
先后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
没有中断过。我想，今天的我们对未
来依然有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现
实中国就是当代中国人对未来所做的
承诺，没有对今天现实生活进行观照
的作品，我们这一段历史实际上是缺
失了，那将是中华文化之不幸。

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习
近平主席说，“每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
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作为一个文
化工作者，我还想加一句：每一个文化
艺术创作者，不仅是新时代的建设者、
开创者、见证者，还是记录者和创作
者。我们有责任把这个时代的火热生
活反映到我们的作品中去。这就是我
推崇关注现实题材作品的起由。

至于如何促进现实题材作品的创
作和播出，我觉得可以参照去年主管
部门的做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曾规
定各家电视台现实题材作品的播出量
要占到 50%，各家都能完成这个指
标，但问题是，往往电视台以情感都
市剧代替现实题材作品。去年因为中
共十九大召开，广电总局出台文件，
列出红色题材和现实题材推荐表，希
望各家电视台按照采购目录，做适合
各地电视台特性和各地文化特性的剧
目。我觉得这个措施很好，也应运而
生了很多高收视好口碑的作品。比如
在第 23届上海电视节获白玉兰奖“年
度最佳中国电视剧奖”的《好家伙》，该
剧因发行失利一度被积压 4 年，但播
出后依然经得住时间考验，得到观众
的认可、支持。还有毛卫宁导演的红
色题材剧《爱人同志》，曾在营销发行
时遭遇重重困难，但去年在央视播出
后引发广泛社会讨论，超出大家的预
料。我建议这样的举措要常态化，而
且要制订得更细，以鼓励那些坚守现
实题材红色题材创作的人，不挫伤他
们的创作积极性，防止人才浪费。

同时，建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
视频网站和电视台要采取同样的标
准，网站做视频剧应和电视台同等对
待，以免对主流媒体比如“中国之声”
的发声造成挫伤。（苗 春采访整理）

国家元勋、文化名人、卫国军人、
业界精英、邻里百姓，在这里齐聚一
堂，开启记忆的时光瓶，分享家风故
事。CCTV-4 播出的《谢谢了，我的
家》是一档讲述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

承的访谈节目，由敬一丹主持，第一
季的 12 期节目讲述了 54 个不同身
份、不同命运的华人家庭的故事，传
递了人间温情。有专家评价：这档节
目从时代高度弘扬优秀家风，为原本
厚重的中华家风文化创出新的传播
语态，树立了家风文化节目标杆。

节目对嘉宾的选择颇为用心。
朱德之孙朱和平讲到，他小时候，有
一天，爷爷安排炊事员做了一桌野菜
加棒子面糊糊，朱和平第一次吃到这
样的饭菜，觉得很不好吃。爷爷很严
肃地告诉他们，长征的时候他们连这
样的饭菜都吃不到。“爷爷从生活的
点滴中，让我们理解祖屋神龛旁的朱
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
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节目还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
获得了年轻人的喜爱。鲁迅的长孙
周令飞说，“一点儿也不觉得爷爷是
鲁迅是件好事”，在学校里，“每当
学到鲁迅的文章，就要求我念得比
别人好，因为我是他孙子”。到部队
参军，他被分配到卫生所，“为啥？
因为鲁迅是学医的”。排长让他写文
章，周令飞说不会，排长问：“你不
是鲁迅的孙子吗？”周令飞在节目中
也爆料了鲁迅不为人知的一面：在
生活中，鲁迅有时候喜欢恶作剧。
周令飞似乎继承了鲁迅骨子里幽默
的一面，他曾特意跑去鲁迅故居，
测出鲁迅的身高“只有一米六”。这
一度成为网络的热点话题。

再如成长于曲阜孔府的孔家第

77 代孙孔德墉，自爆不爱古书却专
情音乐，年轻时用绝食 3天来抗议父
亲的包办婚姻。当屏幕上出现他年
轻时的照片，大家都惊呼“年轻时这
么帅”时，老人接话，“现在也不是不
帅啊”。“老顽童”的幽默令观众捧腹。

对于享誉世界的华人刑侦专家
李昌钰来说，母亲那句“虽然穷，也要
干干净净”，让他终身受益匪浅。在
家风的传承中，李昌钰寄语孙子：“永
远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家庭的家风根植于每个家
庭成员的灵魂之中，无数家庭的家
风便汇聚成了民族传统。《谢谢了，
我的家》 以独有的视角为观众描绘
了一幅中国“家文化”图景，让散
落各地的华人找到了精神共鸣。

不能相信导演顾长卫会去
拍这样一部无论故事内容还是
表现手法和格调都非常年轻的
青春片。

这部从强手如林的狗年春
节档调到3月29日公映的《遇
见你真好》，被认为是清明假期
没有敌手、“独孤求败”的国产
片。笔者也曾经是复读生，虽
然最终通过第二次高考实现了
理想，但至今仍然觉得那是人
生中最黑暗压抑的日子。那段
时光，在笔者印象里是黑色的，
影片却写了粉色——初萌的
爱情；笔者的记忆里好像全
是泪与苦，导演却播撒了很
多笑，而且用只有单纯的心
才能体会的戏谑幽默段子，
用大段的说唱歌舞、改编过
的经典老歌把观众浸透在温暖
和美好里。

敬佩导演集聚起一大帮年
轻人，拍出这部充溢朝气的影
片。影片演员的选择非常合
适，样貌、性格、命运各异的
男孩女孩和他们的成长历程让
人印象深刻。人生自来有失败

也有成功，就像片中老师在高
考前给大家分吃3个杏子表示
的祝福一样，感恩自己曾经的

“幸运、幸福、三生有幸”，感
恩人生每一次缘分成就现在的
自己。这也许就是“遇见你真
好”的含义。

所谓每一次经历，都是一
次难得的成长。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担
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甘祖昌
有勇有谋，设法粉碎了敌特支持投
机倒把分子大肆垄断黄金银圆，妄
图从经济上困死解放军的阴谋。但
不幸被敌特分子制造的车祸重伤头
部。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
甘祖昌自觉脑震荡后遗症严重，自
请解甲归田，回到老家江西莲花县
沿背村。他不辞辛劳，继续为家乡
经济建设做贡献，不但带领大家为
穷乡僻壤脱贫，更使农民生活大有
改善。甘祖昌不恋高位而选择奉
献，不图享受而甘于奋斗，成为领
导干部的楷模、时代的先锋。

电视连续剧《初心》将甘祖昌
真实的人生故事搬上电视荧屏，于
两会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
了出人意料的好口碑和好收视率。

虽然很多人对甘祖昌的事迹有
所耳闻，但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辞官
回乡的决定？他回乡后怎样了？风
风雨雨几十年又是怎样度过的？这
些细节都令人好奇。这部剧讲述了
甘祖昌的人生故事，塑造了他和妻
子龚全珍、他们的子女、亲友等的
艺术形象，表现了甘祖昌作为共产
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他践
行了一个普通党员的誓言：让父老
乡亲过上好日子，也显示了他异于
常人的品质、胆魄、能力和智慧。

一些专家指出，将真人真事改
编成影视作品，并不容易写好。这
部 《初心》 却有感染力、有穿透
力，情节不猎奇、不离奇，写活了
一个平和、纯粹的人，展现了他高
尚的精神境界。甘祖昌一生可写的
事迹很多，编导选材提炼采用了当
代视角，用“不忘初心”作为核心
来创作，弘扬了社会主义价值观，
具备了很强的现实关照性。电视剧

写出了他身上的时代信息以及他的
忧患意识和格局胸襟。“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电视剧对甘祖昌的描写
真实而不套路化，加上镜头讲究精
致，情景融合，浪漫主义手法和现
实主义手法相结合，是现实题材创
作的新收获。

饰演甘祖昌的吴京安出身军人
家庭，穿了 41 年军装，也曾经因
为擅长饰演农民角色被称为“中国
第一农民”，这次他饰演了军人和
农民身份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人物。
他说，这次他是“用心灵和肉体两
方面真诚地拥抱了这个有信仰、
有思想、有精神境界的老共产党
员的角色”。龚全珍扮演者丁柳元
的表演也备受好评。她说，她是
抱着学习原型的态度去创作的，
跟龚全珍老人见面的时候，那种
纯粹与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令
人十分感动。她是“特别用心、用
情地去表演的”。

《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
《你的名字叫青蒿——屠呦呦的故事》
《屠呦呦传》……自从我国知名药学家
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后，关于她的书籍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经过反复比较，演员吕薇最
终选定《屠呦呦传》和《理想治愈世界》
进行仔细研读，以便全面地了解这位
可敬的老人。这是她为出演歌剧《呦
呦鹿鸣》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之一。

日前，该剧作为文化部主办的
“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剧目之一
在北京演出，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在接到《呦呦鹿鸣》剧本后，吕
薇推掉了很多事，和剧组同仁一道把
自己“关”进宁波一家中医药研究机
构里采风、排练。“看完了屠呦呦的

传记，了解了她的为人、事迹后觉
得，自己这些名气、成绩和她比起来
真是不足挂齿。我必须‘扎’进去，
从生活、从心灵上尽可能接近屠呦
呦。”吕薇说。

主演如此，其他成员也毫不松
懈。该剧汇聚了国内一流创作团队，
由孟卫东作曲，咏之、郭雪编剧，廖
向红导演，朱曼指挥，戴延年任舞美设
计，胡耀辉任灯光设计，邓一江为艺术
监制。剧本修改了17次，主创团队为
修改争论得“面红耳赤”两次，演唱团
队每天排练 13 个小时……《呦呦鹿
鸣》作为一部地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作
品，此前在杭州、上海等地演出后获
得多方肯定，之后又入选全国优秀民
族歌剧进京演出，就是这些努力点滴
汇聚而成。

说起《呦呦鹿鸣》何以成为优秀
民族歌剧，吕薇认为，不管是题材、
演唱还是在导演手法上，民族歌剧的
民族性地域性非常重要。这部歌剧的
宁波地域特色比较充分，中国中医药
背景也做得很深厚。

回忆起此前在宁波、杭州、上海的
演出，吕薇说这是一个对作品不断打
磨、改进的过程。“科研事业对广大观
众来说难免有点单调，我们就着重从
主人公的生活，特别是和爱人、孩子在
一起的经历入手，从她面对困难、解决
困难的心路历程入手，把故事‘唱’得
打动人心。演出结束后，一些男观众
跟我说，没想到这次看哭了。”吕薇内
心的欣慰却在这时浮上了面颊……

正 在 央 视 一 套 播 出 的 电 视 剧
《沙海老兵》讲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故事。开播后，该剧获得了观
众的广泛好评。

该剧以倒叙手法，从一名叫栗
峰的老兵在病床上看到一篇题为

《壮哉沙海老兵村》的文章，陷入回
忆开始讲述。1949 年，第一野战军
一野一兵团英雄团团长的栗峰与
1800 多名官兵星夜兼程，解放新疆
和田。15 天行军 755 公里，创造出
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奇迹，得到彭德怀、习仲勋
的特别通令嘉奖。随着中央政府的
一声令下，沙海老兵就地转业，扎
根新疆，屯垦戍边，建设家园，再
次创造了人间奇迹。

该 剧 取 得 可 圈 可 点 的 收 视 成
绩，在于其主题昂扬向上，故事具

有感染力。导演高希希表示，该剧
通过塑造沙场老兵坚定理想信念、
忠诚担当的群体形象，向一代兵团
人致敬。

演员邵兵饰演的男主角栗峰是
个英雄人物，他扛枪打仗、指挥作
战是把好手，拉着爬犁、寒耕暑耘
也是标兵。邵兵受父辈影响，对当
年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的老兵怀有
深深敬意，认为他们的故事值得年
轻一代知晓学习。

该 剧 还 引 发 了 网 友 的 强 烈 反
响。有网友在微博上写道：“我的父
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新疆。
一路上他们且战且行，有的战士就
牺牲在路上。向老兵致敬。”一位新
疆网友说：“看着满目黄沙，能想象
出拍摄环境的艰苦，对当年建设者
的敬意油然而生。”

近日，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2017 年度奖提名名单在北京揭晓，

《战狼 2》《芳华》《嘉年华》 等 15 部
年度国产影片获得提名。据悉，终评
结果将在4月21日公布。

在提名名单中，不乏冯小刚、陈
凯歌、田壮壮等资深前辈，一些新生
代导演、演员如大鹏、周冬雨等也引
人注目。另外，商业片和文艺片并驾
齐驱，使提名名单呈现出多元化的态
势。

评委会还将2017年度杰出贡献导

演奖授予韩三平，同时公布了终评评
委会名单。张艺谋任终评主席，张建
亚、李少红、杨凤良等任终评委。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说：“终
评委的工作很艰巨，好电影太多，很
难选择。我们评选时会有复活和复议
的环节，希望没有遗珠。”

作为中国电影界最具权威性的行
业协会之一，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每年
举办年度奖评选活动，从导演视角对
年度国产影片进行行业表彰。

（陈钟昊）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提名揭晓

惟愿情动你心
□吴 悠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
台首席主持人曹可凡向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提交了《关于鼓励电视
剧/节目积极呼应新时代
的建议》。他指出，“近两
年各大电视台陆续推出
了不少以现实主义手法
创作，呼应现实生活的电
视剧和节目。但从质量
和数量上看，此类作品依
然不够多，对新时代生
活、精神的呼应还嫌不
足，而且其中不乏滥竽充
数的‘伪现实题材’。”他
的建议受到媒体的广泛
关注，也得到业内人士的
认同。本版特约请曹可
凡撰文详谈他提出这个
建议的原因和他的所思
所想。 ——编 者

做
新
时
代
的
记
录
者

●

我
看
现
实
题
材
影
视
创
作
④

《初心》

写活一个纯粹的人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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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老兵》

致敬一代兵团人
□肖 林

《沙海老兵》

致敬一代兵团人
□肖 林

《谢谢了，我的家》

传递温情 探寻传统
□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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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孙周令飞在节目现场

红色题材剧《爱人同志》播出后很受观众喜爱

吕薇在《呦呦鹿鸣》中饰演屠呦呦吕薇在《呦呦鹿鸣》中饰演屠呦呦

电视连续剧《初心》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