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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胡军，我们马上会想到 《天龙八部》 里武功
盖世的大侠、《影》 里孔武有力的将军。但在电影 《音
乐家》 中，他“弃武从乐”，放下刀枪，拿起了谱曲的
笔、指挥棒和小提琴，饰演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从
武将到文人，一个老北京人饰演一个祖籍广东、出生
在澳门的南方人，为了演好病入膏肓的冼星海，他还
减重 9 公斤。胡军在影片中的表现，被媒体称赞“演
技炸裂”。他自己感觉如何？胡军说，“演员不是千面
手，要随着角色做出调整”，但这次饰演冼星海，“确
实是自己能够把控的”。

有音乐方面的准备
冼星海创作过 《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
人后方去》 以及 《黄河大合唱》 等大量脍炙人口的作
品，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少有人知。影片 《音乐家》 就
描写了冼星海最后 5 年的人生历程：1940 年 5 月，他
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配乐。抵达后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因战乱和交通
阻隔，他滞留卫国战争的大后方哈萨克斯坦。其间，他
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克占莫夫结下深厚友情，以音乐
为武器，写下了交响曲《民族解放》
《神圣之战》
《阿曼盖
尔达》、管弦乐组曲《满江红》
《中国狂想曲》，并对《黄河
大合唱》等进行了修改，以歌颂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
争，表达对祖国的深切怀念。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
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 年 10 月，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胡军的父亲胡宝善、伯父胡松华都是歌唱家，母
亲王亦满是话剧演员。胡军说，父亲从他儿童时代起
就逼他学小提琴，还学过唱歌、指挥、钢琴，至今他
还记得小时候大雪过后，其他孩子都在外面玩，他被
关在厕所里拉小提琴的情景。父亲为他打下的音乐基
础，对于塑造冼星海这一角色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对
他多年来出演舞台剧和其他影视作品也都有着潜移默
化的影响。
虽然有音乐方面的准备，胡军也很喜欢冼星海的
作品，比如最喜欢的 《到敌人后方去》 这首歌，他小
时候演出时还唱过，但在接演这部电影之前，胡军对
冼星海生平是“零知识”，“看了剧本我才知道，天
哪，冼星海在人生最后几年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和无
奈。当然，他也在哈萨克斯坦遇到音乐家知音，创作
了许多作品。”

中哈友谊是表演底色
影片在哈萨克斯坦拍摄了几个月，片中有多位哈
萨克斯坦演员和胡军演对手戏，而且有很多灌注了真
情实感，胡军和他们的配合细腻流畅，感人至深。胡
军说，其实语言是拍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他在影片

胡军在影片《音乐家》中饰演冼星海
中要说俄语、英语以及汉语，俄语台词尤其多，但他
从没学过俄语。拍摄前，他要先把对手演员俄语台词
的汉语翻译全部背下来，然后再去学习自己台词的俄
语发音，这样在拍摄现场才能互相对话交流，把戏演
好。虽然总有翻译在现场，但这个过程中，胡军仍下
了很大工夫。
对合作的哈萨克斯坦演员，无论著名演员别里克·
艾特占诺夫、阿鲁赞·加佐别可娃，还是饰演房东女
儿的小女孩，胡军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们很专
业，吃苦耐劳，也很珍惜眼前的机会。更重要的
是，两国不仅在筹备拍摄、演员配备等方面精益求
精，胡军也自始至终感觉到两国对这部合拍片的重
视，两国领导人都指示一定要拍好这部电影，两国
也都举办了大量的、规模盛大的宣传活动。“无论哈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那条冼星海大街、大街上的冼星海
雕像，还是传唱至今的冼星海为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
阿曼盖尔达创作的同名交响乐，都深深镌刻着两国人
民的友谊，构成我表演的底色。”他说。

英雄也是真实的人
影片中有一个特别催泪的细节。茫茫雪野，一道隔
开中哈两国的铁丝网上，挂着几只冻死的鸟雀。对面就
是中国新疆，但被反动军阀占领，即使哈方允许冼星海

出品方供图
过境，他也会马上被捕遇害。冼星海久久凝望着对面祖
国的群山，从铁丝网这边伸手到祖国那边抓了一把雪，
紧紧攥着……这个场景把冼星海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
以及有家不能回的无奈，渲染得淋漓尽致。
记者问胡军演这场戏时的内心活动，胡军的回答特
别实在：冼星海人生的最后几年，是音乐支撑着他的精
神世界，他也只会拉小提琴，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和妻
子孩子几成永诀，组织上交代的任务也随着胶片被炸毁
不可能完成，
“这时的冼星海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
拜克占莫夫开车前来看望他的时候，冼星海用中文冲口
而出说了“祖国在打仗，自己只能留在这里”等一番话，
拜克占莫夫理解冼星海的心情，劝慰他：
“活下去是最大
的希望。”这段戏胡军自己看后也觉得很震撼，“这些
片段也许不是特别高大上，但是非常真实。”
胡军早期演过一些文艺片，后来也演过商业大
片，现在这部电影被归为主旋律电影。他坦言，
“ 我最
担心的就是这部电影不被观众接受。”
“ 西尔扎提·牙合
甫导演一直说，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艺术片，要
把冼星海写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英雄，他该受苦的时
候受苦，该忍饥挨饿的时候忍饥挨饿，该无奈的时候无
奈。”冼星海为“风在吼马在叫”谱的曲充满革命英雄主
义气概，胡军的理解是，
“ 每个人都有英雄气概，他能写
出这种乐曲，是他自己的音乐表达方式，不一定代表他
生活中也是如此。这样理解，可能塑造人物会更真实。”

由《因法之名》看现实题材剧进入深水区

苗

□本报记者

彤

中哈首部合拍片《音乐家》正在上映

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和凤凰卫
视 影 视 中 心 出 品 的 电 视 剧 《因 法 之
名》 日前已经收官。看了这部剧，我感
到现实题材创作正在渐渐进入深水区，
《因法之名》就是一部啃骨头的作品，给
我们留下的思考比观剧的快乐更多。
这部电视剧将检察机制的历史性
变革与检察队伍的代际变化联系起
来，将复审司法案件的复杂性与本剧
公检法人员的伦理情感纠结起来，通
过角色伦理关系设计来讲述法制故
事，是其鲜明特色。许志逸案、葛晴
案涉及的主要角色均为亲友，最后触
及的是现代司法体系和传统伦理的尖
锐矛盾。故事的发生地还不在北上
广，更像二三线城市。这种城市里现
代化步伐没有北上广大，公民意识没
有北上广强，传统的宗法势力和伦理
势力占重要地位。所以这部剧的叙事
空间选择得很准确。
该剧所附着的社会价值也值得寻
味。许志逸是今天社会生活复杂化背
景下出现的一个新的错判角色。剧作
处理力图让道德评判和法律评判各归
其途，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电视剧有
启迪认识功能，还有社会谴责和复位
功能，在观众观赏效果上，剧情给予
许志逸的惩戒是不够的。“有缝的蛋”
怎么处理呢？我们以前处理的都是
“无缝的蛋”，受了委屈就把他解救出
来，但是“有缝的蛋”被错判以后，
我们的同情心应该往哪里放？还要深
思。陈硕这个唯利是图的律师角色也
耐人寻味，先问油水再问案情，给观
众留下了应该予以鞭挞的深刻印象。
这部剧留下了比较大的思考空
间。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应该表现出向
深水区和啃骨头迈进的态势，这部剧
在这方面值得肯定。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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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演技炸裂

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生
命中最后 5 年经历为内容的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拍片《音
乐家》，目前正在公映。这部
电影是中哈电影界的首次合
作，也是中哈两国在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人文合作
的重点项目。

张丰毅（左）、李小冉在电视连续剧《因法之名》中
百度供图

190 件北京市属公园精品文物齐聚首博

冯骥才：当代的“行动知识分子”
□郝泽华
日前，“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
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
术研究院举行。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冯骥才
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作品研究”“冯骥才的非虚构写
作研究”“冯骥才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知识分子精
神史与时代转型研究”等议题进行研讨。

现了冯骥才见证思想、实践情怀、传承文明和开拓世
界的特点。冯骥才的非虚构写作研究是巨大的宝藏和
财富，“需要文学创作者、研究者、翻译家继续寻找、
研判、挖掘冯骥才开拓出来的丰沛的文学世界。”

非虚构写作的良好示范

与会学者认为，冯骥才是当代的“行动知识分
子”。冯骥才喜爱文学，却不局限于文学领域，将视野
放在整个文化领域。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
育是冯骥才的“四驾马车”，50 年来，冯骥才以一己
之力拉着四驾马车奋力前行。
冯骥才这样的“行动知识分子”有着特定的内
涵，评论家贺绍俊认为，“首先是文化理想的实践性行
动。”当下，文化渐渐成为纸上的文化，往往停留于概
念状态，没有能力进入现实实践。如何把文化返还现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为口述、自传等非虚构
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评论家李炳银说，冯骥才能
够把真实生活进行思想转化，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表
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又会把思想转化成诗，借助美好画
面呈现出来。
作家邱华栋表示，“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集合
了文学类、历史类、新闻类、传记类等诸多因素，展

“四驾马车”齐驱并行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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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徽班进京重大文艺历史

华

胡玫邹静之联手电影《进京城》

戏言史，一波三折，严穆有趣；史为戏，雅俗共
鉴，贯通古今。电影《进京城》讲述的故事再现了 300
年前的清代乾隆年间，徽班进京的重大文艺历史事件，
由中国第五代女导演胡玫执导，具有深厚编剧功底的
邹静之原创剧本。他们的过往作品中不乏能留名影史
的经典之作。而两位电影人所追求的艺术形式，也正
是这样一种“戏史融合”的美学意境传达。影片以戏言
史，通过戏中有戏的独特艺术表现，将恢宏的历史事件
与经典的国粹文化融合为一，极富观赏性地谱写出一
代戏剧人为国粹艺术聚神铸魂以开先河的赞歌。
不比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进京城》 中的戏
曲艺人生活在清朝，社会地位低下，被蔑称为“下九
流”。尽管受尽冷眼，但这些匠人前辈却能做到不自
轻、不自贱，以山包海汇的艺术流派和精湛传神的戏
曲功底，逆转世人对他们的偏见并将徽派戏曲勃发成
日后享誉世界的国粹京剧，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铸
就出一道最靓丽多彩的风景线。
影片从始至终都紧紧围绕京剧艺人在三尺戏台之
上的与世沉浮，并由此延伸出国粹经典与政治、礼俗
交相辉映的历史足迹，让京剧源起的历史轨迹和文化
底蕴重被发掘，引领世人进入到传统文化出神入化的
大美境界中。借以戏言史的艺术手法和戏比天大的精
神内核，影片通过呈现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和反转曲

实，成为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冯骥才则身体力行，通
过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等方式推动着文化在现实中落
地生根。其次，行动知识分子需要有专业性行动，并
为此进行充分准备。冯骥才曾在书画社工作，接受民
间艺术熏陶。“他有自己的话语权，但不滥用话语权，
将专业性付于行动之中。”贺绍俊说。

内在体量与精神情怀
与会学者指出，冯骥才是一位有大体量的作家，
他的体量和实践为当下知识分子树立了良好榜样。冯
骥才既展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又有执著的艺术观和
自我追求。冯骥才始终和普通人站在一起，拥有深广
的情怀。“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希望。”
贺绍俊说。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丛书包括 《冰河：无路
可逃》《凌汛：朝内大街 166 号》《激流中：我与新时
期文学》《漩涡里：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 4 部作品，
是冯骥才近年以个人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其亲历的
1966 年至 2013 年间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的历
史。“我们经历过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几亿人在时代
激流里翻滚着。我们不能拒绝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的
使命。”冯骥才说。

折的京城传奇，再现了戏曲界一代宗师的辉煌往昔，
并对国粹京剧的诞生发展追根溯源，令观众得以见识
到戏曲大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淋雨砥砺前行
的精神。而这种用现代时尚电影美学语境传达中国传
统文化的手法，不仅令国粹艺术重燃起新的生命活
力，更承载起扎根神州大地的“中国价值”，是立足
千年传统的“东方智慧”。这样的传统文化，是我们
安身立命、发展壮大之源，亦是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之本。
影片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就是由富大龙饰演的
旦角岳九。他对戏曲表演的痴爱达到了“不疯魔，不成
活”的境界。片中一段岳九深夜练习“豆子功”的戏颇
为传神。通过这场戏，影片将岳九虽跌至人生谷底，却
不妄自菲薄，反而愈加刻苦钻研技艺，为争一口气等候
东山复起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折射和揭示
的，正是支撑老一辈艺匠能在风云交汇的时代背景下，
开山劈地创造出一个艺术门派的精神底座。
胡玫还携影片远赴西方，
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展映，
收获西方观众与学者的好评，让美国影迷被京剧“圈
粉”。正如罗曼·罗兰所言，
“艺术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能
彰显一个民族的文化宝藏、内心生活和热情世界。”
《进
京城》用电影艺术的方式，给予我们抒发民族精神、推
崇国粹经典和宣扬文化自信最舒适的情感入口。

本报电 （记者施 芳） 来自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北京市
属公园的 190 件精品文物将首次“走出”公园，5 月 18 日起集中
亮相首都博物馆，众多文物为首次公开展出。
据悉，这是北京市属公园馆藏文物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集
中展示。展览以《园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为主题，包括
“平地山海，溯自辽金”
“ 坛庙相望，天人合一”
“ 三山五园，移天缩
地”
“ 百年公园，旧貌新颜”4 个部分，以文物为载体，讲述 11 所北
京市属历史名园的历史、文化、生态及社会价值，展现园林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
展览中很多文物都是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其中《无量寿尊
佛像》长 7.5 米、宽 4.5 米，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缂丝作品。原为清
乾隆皇帝为其母祝寿所织造，有乾隆帝五方印章，具有极高的艺
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此外，来自颐和园的慈禧油画像、紫檀嵌珐
琅罗汉床，天坛公园的明代鎏金铜编钟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电视连续剧《七日生》讲述跨国营救故事
本报电 （文 依） 由派乐传媒制作、出品的公路题材悬疑
剧 《七日生》 正在东方卫视播出、优酷独播。
该 剧 根 据 孙 康 青 小 说 《解 码 游 戏》 改 编 ， 讲 述 了 以 李 晓
宇、邱永邦、简妮为代表的华人同胞，历经七天七夜，上演一
场生死时速的跨国营救，同时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该剧摆脱
传统国产剧的制作桎梏，在创新题材、精细制作、精炼剧集的
基础上，以 28 集的较短篇幅，通过强悬疑、多场景、高浓度的
叙事，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干货硬核季播剧”，同时整个
故事强调了同胞互助，讴歌了英勇无畏的平民英雄，见证了有
胆识、有特色的国人形象，在快节奏的惊心动魄中，在大是大
非面前，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

电视连续剧《七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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