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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香》 的故事横跨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 2008
年，反映了改革开放近 30年中，中国南方农村发生
的深刻变迁。全剧以江南农村落雁滩这样一个南方
小乡村为舞台，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为背景，以男
女主人公长达几十年的人生起落和情感悲欢为叙事
主线，展开曲折的剧情。其人物命运令人感慨唏
嘘，其时代风云变幻让人思绪万千。

男主人公云宽退伍回乡，和恋人麦香憧憬着婚
后的美好生活。但上一辈的恩怨使得两人洒泪分
手，化爱为怨，各自组建家庭。此后漫长的人生
中，他们一起经历了落雁滩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
程，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蓬
勃发展到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新家庭的组成到
遭遇变故，他们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感受到了
乡村和个人命运的改变。当年华老去，男女主人公
再次携手，过往种种的苦难和艰辛，使他们对曾经
的情感备加珍惜。

这是云宽和麦香的故事，也是几十年来中国南
方的乡村往事。《麦香》尝试去努力完成一个时代的
双重叙事，形成其最为打动人心的命运主题——个
人命运和时代命运之交响。

假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我们可以明
白，军人身份对于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不仅仅体
现为一种荣誉感，更是获得了一种新身份。这种新
身份的确认是推动剧情的重要动力，它最终让男女
主人公从个人情感失落中跳出来，融入新时代的召
唤。随着剧情的展开，这部电视剧的可贵之处也显
露出来：它并没有止于人物的身份标签，而是遵从
生活的本来面貌，将关注点牢牢瞄准时代风云变幻
和人的命运本身之间的关系。这是这部电视剧的重
要收获。

所谓的乡村风情画，不仅仅停留在展示山水风
光，表现一个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更应该展现的
是乡村的世情民俗和人的精神世界。因而，它不回
避残酷生活本身，剧中人经历了生离死别、爱恨情
仇，虽然故事的场景仅仅是落雁滩这个偏僻小山
村，却仿佛上演了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其戏剧冲
突之强烈，人物命运之大起大落，在同类题材中是
不多见的。惟其如此，落雁滩这个小山村才有其独
特的叙事意义。

上世纪 80 年代初是从封闭向开放转折的年代，
男女主人公的遭遇，其实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叙
事寓言：它以这样一个个人情感诉求被无理压制的
故事，来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语境进行热场。而改
革开放的意义，首先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唤醒和张
扬。因此，《麦香》 与其说是一部乡村的改革开放
史，不如说是一部乡村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这是

《麦香》的独特价值。

本报电（记者苗 春） 5月27日，由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领衔出品的儿童励志电影《好小子，好功夫》在北京
首映。影片主创孙茜、李沛泽、郑昊、巩汉林、林威等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几代国产儿童电影经典之作，包括《三
毛流浪记》《鸡毛信》《小兵张嘎》《英雄小八路》《烽火少年》

《闪闪的红星》《红孩子》《革命家庭》《苗娃》《天堂回信》《我
的九月》《少年邓恩铭》《寻找成龙》等影片的主演石小满、
石晨、苗苗、富大龙、蔡明、祝新运、刘继忠、杨贵媚、谢孟
伟、牛犇、左航、戴佳佳等，都来站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江平说，经典的回顾和新作的推出，都是对第
七十个国际儿童节的热烈庆祝。活动最后环节，瞿玄和、
张筠英夫妇上台带领全场百余位嘉宾，现场合唱1955年拍
摄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感
谢电影工作者对儿童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让几代观众看
到许多优秀的儿童电影，期待儿童电影更加蓬勃的未来。

《好小子，好功夫》在澳门、北京、洛阳等地拍摄，以孩
子视角表达现代家庭关系，着眼于儿童成长，反映当代社
会亲子沟通面临的问题，温暖励志，寓教于乐。同时影片
也向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致敬。该片将于5月31日公映。

本报电（严 飙） 日前，20 余位中外作家来到北
京昌平深入生活，为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进行乡村走访与深度交流。

“三个文化带”建设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
系的重要内容，高度凝练了北京的文化遗产，对于新
时期建设北京全国文化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起到关键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昌平区作为首都
唯一将三个文化带相融合的区域，悠久的历史文化引
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昌平三个文化带建设的宏伟

目标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昌平区文联、作协联手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中国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
基金，邀请“中外作家交流营”20余位中外作家来到
昌平深入生活，在昌平区流村镇长峪城村、南口镇居
庸关村、昌平镇化庄村的白浮泉遗址公园，与当地村
民和文化带建设的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互动，感
受文化带建设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重要影响。

吴仕民、叶梅、赵晏彪、衣向东、朱小平等及来
自白俄罗斯的达莎和来自伊朗的纳莉等作家参加了本
次活动。

本报电（记者郑 娜） 经过4年规划打磨，由《环
球人物》 杂志社运营的人民文创品牌日前在北京正式
发布。

作为人民日报系的文创品牌，人民文创也是传媒
界的首个文创品牌。与近年来大热的文创产品绝大多
数植根于传统文化，从博物馆藏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进行创意不同，人民文创植根于中国日新月异的现
实，立足于人民的需求，在国家大事和时政热点中进
行创意。从中共十九大精神学习、举国关注的阅兵仪
式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都是人民文创的创意空间。

人民文创当天发布了3款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的纪
念产品，包括《祖国万岁》画册、“英雄1949”国庆纪
念版钢笔和“鼓舞中华”国庆纪念茶。《祖国万岁》画
册以重要历史事件为线索，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如何从

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走到今天的繁荣昌盛。“英雄
1949”国庆纪念版钢笔、“鼓舞中华”国庆纪念茶由人
民文创联合上海英雄集团、云南普洱茶集团共同打造。

人民文创总经理李荣刚表示，文创事业以人才、
知识、技术、创意、资本作为内生增长动力，其核心
竞争力是培植原创内容和原创人才。《环球人物》杂志
经过 10 多年的办刊实践和 4 年来的文创实践，积累了
独特的策划能力、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有了创意这
个“血肉”，人民文创就有了宝贵的优势。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指出，人民文创要坚
守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彰显大国风范和盛世气象，
发挥媒体优势和品牌优势。他表示，媒体行业是文化
创意的核心领域，要积极把握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的大趋势，发挥好推动引领作用。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单身青年的婚恋状况
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是当代年轻
人的生活现状的缩影，并逐渐成为电视节目的热门
选题。日前，爱奇艺推出观察类节目 《喜欢你我也
是》，聚焦8位都市单身男女的恋爱现状，展现积极
向上的爱情观与婚恋观。

《喜欢你我也是》将拍摄范围选择在北京，这里
拥有庞大的单身男女群体，但受制于工作压力和现
实条件，“孤独”成为年轻群体的新标签，单身男女
的“脱单焦虑”也成为一个避绕不开的问题，“恐
婚”“催婚”等一系列现象随之而来。节目以4组男
女素人嘉宾的交流相处为主线，配合8位艺人组成的
推理观察团进行点评，全程引导大家积极生活。节
目中的素人嘉宾职业、性格、成长环境截然不同，
面对爱情的想法与态度各异，节目以此激发普通观
众的情感共鸣，从素人嘉宾身上的点滴细节，看到
自己的缩影以及面临的共同困扰。

节目还以恋爱为切入点，放大至嘉宾对待成
长、友情、家庭等的深入的话题。例如，观众可以
看到董浩然情感受挫时，感悟到这件事对个人成长
的历练作用；从刘问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她如何从
沉默寡言到学会积极表达，这不仅帮助她迎接更好
的爱情，对亲情、友情同样有所助益。因此，节目
自恋爱始，但不仅限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引导青年
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突破自我的短板，乐观面对
生活中的一切。

记 者：《伟大的抗美援朝》 这部电视政论纪录片重
播，引起观众的关注。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如今再看这
部纪录片，您有什么感受？

李慎明：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近 70年。但是，人
们对这场战争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对这场战争关注
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
有进一步“热烈”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现
实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结果。

这部文献片，我看了两遍，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
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
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
雄浑。

现在，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抗美援朝战争
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
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伟大的抗美援朝》在汇集
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
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摄制，受到很
多观众的称赞。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
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定
的人的灵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记 者：您认为这部纪录片中的哪些内容最应该受到
观众关注？它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哪里？

李慎明：片子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
性。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
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
装干涉。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
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
的本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代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审慎的反复研究，毅然决
然作出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正确的抉择。建议对此有误
解的同志，一定要先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出兵台湾海峡，而我军在其出兵三个多月，
准确说是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纠纠，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也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
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

片子充分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70年
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
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
上，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中国的抗美援朝完全是被迫
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 1950年 10月 27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
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
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
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
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
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
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
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
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
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
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
上述相关论述。

60多年过去了，从片子中认真聆听上述这段谈话，我
们更加认识到：正因当年打得“抗美援朝”这一拳开，才有
免得冲着新中国60多年来和平建设与和平生活这百拳来；

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
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年毛泽东关于这“三把刀”威胁的
论述，至今仍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片子也充分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可行性即必胜
性。片子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片子中列
举：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这
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 2848亿美元，钢产量 8772
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 60 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
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还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
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 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但
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仍然能够大
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
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片子中分析归纳的
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
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
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 20 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
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
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种必胜
的信念也直接体现、浸润于片子中。片中讲了战场上敌
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也讲了志
愿军这一群体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
还集中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
之本的源泉。

记 者：片子是如何阐释取得这场伟大战争胜利的意
义的？

李慎明：如果说，片子直接间接表现了战争，讲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也回答了将近 70年前所进
行的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的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继八年抗日战争
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
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
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
势，锻炼了我军现代化的作战能力，提高了我军的军事
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
此后将近 70年来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和
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新中国真正站立起来的时
候，这至今都对保障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
进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
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
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
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同时也逐步消除了部分人中的崇美、恐美心理，
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抗
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展，还赢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
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到
极大鼓舞，推动他们纷纷走上争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
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
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
的脚步，这其实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广
大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联合国开了先河与铺平了道
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 60年的和平建设
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记 者：应该如何运用这个片子，对观众进行爱国主
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李慎明：当今文艺题材的表现中，我们既需要“小
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伟大的抗美援朝》是我
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
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历史时期的好教材。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对武装
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仗都敢打，并且打赢了，这
有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
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
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有所裨益。

中外作家走昌平中外作家走昌平

植根日新月异的现实

人民文创品牌发布

植根日新月异的现实

人民文创品牌发布

我们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
——访电视政论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总顾问李慎明

□本报记者 苗 春

我们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
——访电视政论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总顾问李慎明

□本报记者 苗 春

儿童片《好小子，好功夫》首映

献礼第七十个儿童节

时代命运

和个人命运的交响
□徐洲赤

时代命运

和个人命运的交响
□徐洲赤

《喜欢你我也是》：

体察爱情 乐观生活
□汤 嫣

电影《英雄儿女》 百度图片

电视剧《麦香》 百度图片

编者按：近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也正在重播2014年北
京电视台推出的电视政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引发观众热评。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担任《伟大的抗美援朝》总顾问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

《伟大的抗美援朝》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
院长、研究员李慎明 百度图片

电影《好小子，好功夫》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