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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们跨过“山海”，重启“觉醒”，
重逢“1921”。《山海情》《觉醒年代》《绝密使
命》《理想照耀中国》《中流击水》《大浪淘沙》
《功勋》《悬崖之上》《1921》《奋斗吧 中华儿
女》等一批党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播映，与
观众频频“会师”。建党百年红色影视创作热
潮，“党史”“信仰”“青春”等高频热词，“跨越
百年的相见”“此生无悔入华夏”等弹幕热评，
如时代激流澎湃奔腾。

挖掘党史富矿
变局中开新局

《觉醒年代》进入今年高考多地作文题，剧
中毛泽东的出场等常见于公司面试题。党校
教授们每每在课上荐剧，广大网民誉为“yyds”
（永远的神）。编剧龙平平是原中央文献研究
室第三编研部主任。这位党史专家曾参与电
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和《历史转折中的邓
小平》创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作品
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经典。《觉醒年代》化
入党史研究成果，其中所有大事都是真的，时
间、地点、人物、过程，都有事实根据，哪怕一屏
字幕都斟酌讲究：“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但一些细节是虚
构的，如陈独秀宏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陶
然亭煮酒会友，“南陈北李”海河边宣誓建党
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体现了
历史富矿和艺术匠心的融汇。

“真实”是这批党史题材作品的底色。如
《理想照耀中国》《功勋》《百炼成钢》均选取百
年党史重要时期的典型人物事件，艺术演绎
党的初心使命。电影《1921》里火速赶到印
刷厂的李达坚持用“人民”替代“百姓”两个
字，细节生动、不喊口号，给人深刻印象；主创
人员深入挖掘日本警视厅档案等鲜为人知的
史料，引入了日本特高科计划破坏“一大”和
欧洲多国警戒共产国际代表抵沪的情节，以
谍战、动作等可视化方式表明：中国共产党诞
生于国际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追踪中，更诞
生于国内国际人民的热切盼望中。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也成
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啊摇篮》塑造了毛泽东
同志亲自任命为中央托儿所所长的“丑妈妈”
丑子冈及质朴坚强的延安女性群像，每集片
尾由角色的原型人物口述历史，原汁原味。
中央新影集团为《奋斗吧 中华儿女》提供了
过草地、抗美援朝等珍贵的纪录影像。《绝密
使命》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丘老八子
与一批批无名小人物以生命护卫红色交通
线，《金刚川》的主人公即普通志愿军战士，
《山海情》把镜头对准了扶贫工作中的基层干
部和普通农民迁居、通水通电、种蘑菇等，《理
想照耀中国》中《磊磊的勋章》注目女子柔道
冠军背后的男陪练⋯⋯这些作品选择“平民
叙事”和“微观叙事”，“下沉”视角表现普通人
的高光时刻，从小人物见历史见时代，让历史
幕布上的无名星辰闪烁成为灿烂星河。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望历史，初心
不改，当洞察时势，讲人民政治，明青春信仰。

汲取信仰力量
舞动青春韵律

在党史题材影视创作中，历史是重要方
向，人物是关键载体，精神信仰是核心价值。

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把墨
汁当成红糖，尝到信仰的甘甜味道。南湖一
叶红船，信仰坚定起航。《1921》里多处细节
感人肺腑：李达与王会悟在天台谈心，他说想
要烧掉抵制的日货时却发现连小小的火柴都
是日本制造，泱泱中华何来革命的火种？上
海法租界庆祝法国国庆，队伍中的毛泽东却
被拦于租界铁栏外，愤而奔跑在大街上；是

夜，博文女校，“一大”代表们询问最年长的何
叔衡为何革命，从私塾秀才转至师范大学的
他讲完状元面见太后不能抬头的真事，说投
身革命只为读书人乃至人民都能抬起头挺起
腰杆自在地活。上海、日本东京、北京、武汉、
长沙、济南、法国巴黎、广州等各共产党早期
组织涌现，形成燎原之势。《光荣与梦想》里镜
头剪辑也如排比：从一根火柴到星星之火，从
东方破晓到红旗漫卷，“红船精神”有了现代
的打开方式。时代境况可能不同，但信仰的
确立从来都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百年前的
先贤们执着寻找信仰的过程，于今天的我们、
今天的青年仍有启示价值。

以生命赴使命，龙华千古仰高风。上海
龙华烈士纪念陵园树木葱郁，护卫着共产党
烈士墓、碑苑诗词。陈延年、陈乔年的墓前放
满了鲜花。《觉醒年代》剧末，1919年陈独秀
送两个儿子到法国留学，蒙太奇镜头切换到
兄弟俩先后遍体鳞伤走向刑场时回眸一笑。
即将远渡重洋的意气风发的面孔，即将慷慨
赴死的大义凛然的面孔，眼神同样纯净，笑
容同样灿烂⋯⋯这是网友提及频次最高的片
段之一。1927年34岁的毛泽东写作《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29岁的陈延年
宁死不跪；次年，年仅26岁的陈乔年被杀
害于龙华。《光荣与梦想》交叉剪辑表现
1935 年瞿秋白、方志敏、陈毅的大义之
勇。1939 年，陈独秀作长篇古诗 《告少
年》：“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靠少
年，努力与天争。”除了青年，曾一度被遮
蔽的女性在红色历史叙述中也呈现更多可
能，《啊摇篮》《向警予》《1921》《悬崖之
上》中有杨开慧、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中共
一大“温柔卫士”王会悟等“她们”，其中高
君曼给女学生上的第一课即“论女性的人
格”。

一批创作者既夯实了研究历史的内功，
又创新找到符合新时代年轻人审美需求的年
轻态、个性化表达方式。《大浪淘沙》里，观众
跟随21世纪青年陈启航的视频直播，从嘉兴
一路走到延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
七大这26年风雨历程。年轻的视频博主与
电视剧制作团队共同在史料中找寻。1921
年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2021年《理
想照耀中国》主创团队平均年龄35岁。20世
纪与21世纪的“90后”“00后”隔空相会，两
代年轻人的银屏对话跨越百年。《跨过鸭绿

江》将“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疑问句，变为
感叹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金句震
聋发聩，擂响历史鼓音，启示新时代的我们。

党史学习教育如火如荼，影视作品是生
动载体，助推当代青年和近现代历史人物汇
聚思想共识和情感纽带。回望青史，重温初
心，再现红色青春，重塑唯物史观，砥砺奋进
再出发。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让信仰
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
精神激发力量。

创新文化之思
展现艺术真实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研
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
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
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
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
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五四运动发生时，身在中国现场的观察者杜
威看到“国家”的诞生，把运动描述为“一个民
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当事人傅斯年则看见“社会”的出现，认为此
时“中国算有了‘社会’”。即时认知如此不
同，充分表明五四运动蕴涵丰富，同时也召唤
深入多样而非单一封闭的历史阐释脉络。《觉
醒年代》《大浪淘沙》等作品视觉呈现砥砺思
想、披沙拣金的过程，生动体现历史思维。在
诸多思想的百家争鸣中，在一次次血与泪的
牺牲中，在一次次左与右的交锋中，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九转功成。《大浪淘沙》将目光
锁定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前的讨论、纷
争、决策，以及之后的经验总结、教训反思
上。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路
线、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堡垒对堡垒”正面战
和毛泽东运动战的军事策略之争，这些主义
之辨与路线之争交叉叠加，生动说明了中国
共产党人只能走符合国情、理论联系实际的
中国道路，让观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皮
鞋、布鞋、草鞋都穿过，水泥路、石板路、田埂
路都走过，《中流击水》遂有从逆水行舟到浪
遏飞舟的故事。近期影视作品通过寻路抉

择、青年价值、信仰叙事和思想交锋等主
题, 剖析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深层机理，
赓续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暗算》
《潜伏》《风声》等作品的美学创新，在多元思
潮激荡中凝聚共识。

随着国产影视类型日益成熟，人物塑造
从观念纯粹和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向思想
深度和美学价值更为突出的圆形人物转变，
体现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细节的真实和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觉醒
时代》里“憨坨”李大钊为妻建灶、过年慰问长
辛店工人；吃花生米、炸酱面和老北京涮肉等
的美食爱好者陈独秀，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但也难掩家长制作风与专制等毛病。
尊重历史原貌，坚持秉笔直书，不回避党的错
误过失，并站在历史的高度，平和理性看待评
价。更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思考问
题，旨在鉴古知今，以历史思维把握未来。对
历史的认知把握抵达新的高度，对历史研究
最新成果应用自如，体现创作者较高的政治、
艺术智慧。瞿秋白、鲁迅等历史人物从概念
化和标签化走向更为生动传神。观众实现隔
空对话，并对党史产生共情、共鸣和共振。

既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也有独到镜
头语汇暗藏历史密码。闪回、画外音、长镜
头、黑白摄影、蒙太奇等艺术手段运用充分。
《觉醒年代》影像生动体现新文化运动时期鲁
迅提倡的“木刻版画”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美术
形式，刻画了鲁迅撰写白话文小说《狂人日
记》《药》的“前史”，既有他手拿刻刀、形同战
士、有如美术造型的思考过程，将思考过程、
思想生成可视化，又从执笔书写的特写拉到
窗外两棵枣树的中景远景，从写神到写意，深
得古典文艺意境精髓。视听让思想和理念变
得可触可感。瓷碗下的青蛙、话筒上的蚂蚁、
飘洒的风雪，细微着墨，暗藏隐喻。其中一组
冰雪视觉符号令观众记忆深刻：蔡元培风雪
三顾陈独秀，陈独秀抛下富商却冒雪与钱玄
同、刘半农赴会陶然亭，听琴把酒言国事；《悬
崖之下》在雪一直下、如履薄冰的凛冽北国展
现如火革命信仰，直至母子相见时风雪才静
默收声；《跨过鸭绿江》全剧30多场重要战
役，在拍摄盖马高原长津湖伏击中，演员在零
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中匍匐20多个小时；
《集结号》从解放战争延至抗美援朝，谷子地
在风雪地里按着地雷数小时不动，冰冻形如
雕塑。冰雪难凉热血，献身只为家国。这组
视觉隐喻，与人物剧情、年代质感、地域质感，
共同构成文艺作品在美学层面的重要支撑。

强大的影视演出阵容一度被戏称为“数
星星”，虽能体现文艺界齐心协力的精神风
貌，但“星力量”并不能决定口碑、票房、收视
的胜负。演员服务于人物，没有小角色，只有
小演员。《觉醒年代》以思想文化为魂，通过人
物群像绘制历史画卷，铺陈独特的思想史和
心灵史。张桐饰演李大钊、于和伟饰演陈独
秀、马少骅饰演蔡元培获得观众一致认可。
《理想照耀中国》《1921》则有林永健、张颂文、
王劲松、王凯、赵丽颖等兼顾老中青观众喜好
的演员群体。《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
乡》《石头开花》《在一起》《功勋》和2014年《十
送红军》都采用了单元叙事的集锦手法，多用
二三十分钟说完一个故事，力求“短而精”。
《理想照耀中国》集结22位编剧16位导演15
个摄制组6534名演员，彰显国产影视行业工
业化的发展，展现历史底气与大国成色。

近期党史题材影视作品在理想照耀下，
应时而生，向美而生，以小见大，从政治叙事转
为生活叙事，进行跨越历史的思想探索与代际
对话，体现唯物史观、历史思维，如江海奔腾，
正踏浪前行，频现“催更”“破圈”，展现全国上
下热涌的为美好生活而努力、为民族复兴而奋
斗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鼓舞人民“继续在
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
历史时间”。

（作者单位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前几天参加两个诗歌
活动，感触颇深。一是邀
请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
诗群”培养出的诗人石才
夫到学校以学长的身份作
讲座，另一个是在苏州，参
加诗人小海的诗歌研讨
会。两位都是成名于上世
纪80年代的校园诗人，离
开校园后在各自的岗位上
功成名就，但业余时间依
然写诗，诗歌已成为他们
丰富精神生活和区别于周
围人群的重要标识。我们
共同谈及80年代大学校
园的诗歌教育对年轻人成
长的重要意义，是提高人
文素养和写作水平的重要
目的和手段。仓廪实而知
礼节，实现小康社会之后，
经济的富足需要满足民众
的精神追求。作为孵化未
来知识群体，重提汉语诗
教传统对重塑新时代语境
下的大学校园文化是必要
的。

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先
生强调大学教育的根本在
于“美育”，借此可以“超越
利害”，“保持一种永久和
平的心境”，在物我关系的
认识上，融合天人合一的
哲学，以培养大格局、大胸
怀的超越性人格。相对于
以情节虚构和旁观者叙述
为特征的小说，以营构情
景交融的意境和抒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真情实
感为前提的诗歌，则先天性地拥有美育的特质，这也就
是清初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谈到的“诗之基”: “我
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
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
遇发生，随生即盛。”现代诗人闻一多在《一句话》里对
理想中国的畅想，彰显一代诗人不拘于现实窘境的情
怀。这种家国情怀在穆旦的笔下则体现得更为见微知
著，他在《祭歌》里用“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的诗句，在时空转换的大
格局里，赋予远征军将士的牺牲以悲壮的情感内质。

新时代语境下的大学课程，要求发掘“思政”属性，
诗歌这种以审美方式映现出的国家、民族意识，大格
局、大胸襟的书写境界，是新时代语境下课程思政的优
良载体，能够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到育人的过程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经常恐慌于“母语危
机”，概述其各种症状，并提出各种良方，王富仁先生在
《“大语文”与“小语文”》将其归结为缺乏真情实感，“我
们现在的语言危机常常不是因为人们说的话太少，而
是太多的话中缺乏真正具有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
审美的底蕴”。着目于在工具性而非审美化的范畴里
使用母语，这种语言观是形成“汉语危机”的根源，而这
个根源又可以归结为语言教育问题。在思想与诗歌语
言的相辅相成中，诗歌是最能超越语言的“器物”意义，
唤醒语言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文体。德国教育家雅斯贝
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将诗人视为预言家:“伟大的诗
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聆听伟
大诗人教诲的人们不仅被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而且也
将注意力转向了自身，思考起存在的问题来。”这和赫
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视诗歌为一种创造
性的认知语言殊途同归：“在诗歌的认知作用中，诗歌
执行着伟大的思想任务⋯⋯为‘未露面事物’命名，就
是破坏事物的现存名称；进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同的事
物秩序对既定事物秩序的渗入，亦即是‘一个世界的开
端’。”当我们想起海子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
大海除了波涛汹涌、深不可测、浩瀚无边等让人产生畏
惧感的意义外，因为这首诗的出现，增益了希望、梦想
的所指。诗人李琦在《变老的时候》一诗中谈及老之将
至的感受，“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犹如瓜果成
熟，焰火腾空/缓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或者是“变
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
劲”，或者是“幕帷垂落，丝竹声远”，将生命的逝去视若
寻常，恍如四季更迭、日月互换一样自然。和叶芝的那
首名篇《当你老了》一起，荡涤掉因时间流逝带来的感
伤、忧虑，这是诗歌才有的贡献。如何以创造性的姿
态，富有生命感地准确理解汉语意指，以不断涌现的陌
生性而合理的经验丰富语词的活性，而非“传声筒”意
义上的单一符号，阅读诗歌是重要的。

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呈现为繁荣的景象。但这
种繁荣是写作的繁荣，而非阅读上的洛阳纸贵，传统纸
媒的扩版，各种诗歌自媒体的蜂拥而出，甚至让诗歌写
作成为行为艺术的趋势，故而有人戏称写诗的比读诗
的多。这种状况的出现说明两种事实，一个是诗歌被
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种需要是源自纯粹的精神世界
而非外在的功利需求，另一个是诗歌教育的缺失，导致
创作与阅读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桥梁，没有熨平二者
之间的折痕。事实上，无论是价值认同上的创作中心
论还是读者中心论，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失衡都不是诗
歌发展的良途。所以，在诗歌需求群体较为旺盛，同时
又有制度需求、时间保障的大学校园里，以系统、专业
的方式培养写作者和阅读者是可行之路。经典诗歌的
细读、仿写，传统的田野采风，代表性诗人的现场演讲，
中外诗歌理论的讲述与实践等，有助于提高学生诗歌
专业素养，营造良好的校园诗意环境。随着这些具有
专业诗歌素养的学生走向社会，必然会提高整个社会
文化对诗歌的理性认知，从而实现从校园到社会文化
上的美育，缓解母语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

如此，终身受益于大学诗歌教育的石才夫、小海等
诗人的感慨也会从对现实校园的遗憾转向理应如此的
宽慰。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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