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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让观众“燃
燃”起来

十部入围电视剧豆瓣均分 8.2，评委如何取舍？

“专业性强艺术性好”
“要打动我”
□殷茵
8 日，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见
面会举行。本届白玉兰奖自入围名单公布伊始
就引发热议，尤其是备受瞩目的中国电视剧单
元——《大江大河 2》
《觉醒年代》
《跨过鸭绿江》
《流金岁月》
《三叉戟》
《三十而已》
《山海情》
《隐
秘而伟大》
《在一起》
《装台》，10 部入围作品高
达 8.2 的豆瓣均分，
质量之高堪称
“神仙打架”
。
见面会现场，电视剧类评委主席、导演刘
进，中国电视剧单元评委——导演傅东育、演
员陶虹、演员佟大为、编剧张蕾、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关玲、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
长霍廷霄，纪录片类别评委刘湘晨，动画片类
别评委于胜军，海外电视剧单元评委梅一桢集
体亮相，
“剧透”了各自的评选标准。

□邱伟
《光荣与梦想》播出过半，
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全景
式观照 30 多年间影响中国命
运的重要事件，既有宏大叙事
和正剧品格，也将笔触探入历
史深处，
不乏人性化、诗意化的
个性表达，进一步提升了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手段。

如何评价今年的入围作品？

重要的人和事都交代清楚了

电影大片式的视觉手段都用上了
镜头就是创作者的眼
睛，对于创作者来说，
“ 怎么
看”尤其考验创作者对历史、
人性和生活的理解深度。
《光
荣与梦想》中展现的革命先
驱高光时刻和激烈的战争场
面，不断带给观众感染和震
撼。方志敏、瞿秋白、杨开慧
就义时的大义之勇；红军血
染湘江、激战腊子口的悲壮
豪情……这一幕幕也伴随着
画面带来视觉冲击。比如湘
江 之 战 ，是 长 征 路 上 的“ 触
底”时刻，既是红军战士英勇
血战的英雄篇章，也是剧情
起伏的关键转折，所以这一
战用“详笔”，通过水下摄影，
从独特视角近距离、沉浸式
呈现了战斗的惨烈。8 万人参
与的红军长征，剧中则用了
一个 10 分钟的超长镜头来
展现。观众的视线随着镜头
由上到下、由远及近，穿梭于
行军队伍中，近距离观察红
军战士们的行军细节，从航
拍场景，到大全景，推进到中

《光荣与梦想》尽管事件众多，但节奏紧
凑，对彼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宏壮阔的
历史进程进行了揭示和剖析。目前播出的剧
情中，从中共一大建党、北伐战争，到红军长
征、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
无一遗漏，文约而事丰，艺术表达手法多样。
最新剧情中对皖南事变的呈现，用简笔
交代了人们熟悉的事变过程，同时把相对充
分的笔墨留给鲜为人知、值得开掘的“事件
背后”。比如事变发生后，
《新华日报》是如何
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把周恩来写下
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刊发在报纸上。剧
中还特意用一个长镜头直观地呈现了随着
报纸的传播，在街谈巷议中形成的轰动重
庆、传遍全国的舆论声势，镜头语言简短清
晰又极具说服力。
该剧开播后，独特的诗意表达最为人称
道，作品开篇 5 分钟切换了 3 个时空：杨开慧
写给毛泽东的《偶感》手稿于 1982 年在杨家
老屋墙砖里被发现；晚年毛泽东在菊香书
屋，抚摸着木梳，看着妻儿的合影，潸然泪
下；青年毛泽东意气风发，投身革命洪流，奔
走呼号，领导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3
个时空场景串起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与亲
人间的眷恋，人物情感层层叠加、丝丝入扣，
令人耳目一新。这种跨时空平行剪辑手法让
网友惊叹：
“从没见过这样的开篇，画面和配
乐都很高级，
真是不一样的革命历史剧。”

景、近景，成为有纵览、有细
节的历史重现，看得人心潮
澎湃。
近日，
《光荣与梦想》主
创走进大学进行交流，青年
学子们表示该剧并非刻板地
说教，而是让历史事件和人
物以鲜活的面貌进入大众视
野。谈及该剧的现实意义，导
演刘江表示，他想要作品见
人、见史、见诗、见情，他希望
故事能讲得“燃”一些，以青
春共振青春，
去影响年轻人。
近年来，主旋律作品以
愈加精良的制作和多元的艺
术展现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但如何更深入地走入
观众内心，讲述好那些值得
被纪念的大时代，一直都是
创作者们不断在探寻的问
题。
《光荣与梦想》以人带史，
以情动人，紧扣历史逻辑，以
沉浸感、共鸣感拉近观众与
历史的距离，通过详略有序
的镜头表述，揭示历史进程
的必然。 （
《北京晚报》6.9）

《觉醒年代》编剧谈“押题”
▶编剧
龙平平

让年轻人熟悉国家历史是好事
□肖扬
6 月 7 日，
《觉醒年代》编剧龙
平平在接受专访时谈及高考，龙平
平笑说自己没有什么押题成功的
“预谋”，但这条新闻挺有趣。他表
示，通过高考让年轻人熟悉自己国
家的历史是很好的一件事。
龙平平笑称，高考以来自己手
机来电不断，但实际上自己并没想
到押题，
“ 之前确实有朋友的公司
面试时用过《觉醒年代》中毛泽东
的出场当作考题，有一位面试的年
轻人答得很好，就被朋友公司录用
了。其实，用国家的历史教育年轻
人正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
龙平平表示，高考不可能根据
《觉醒年代》出题，这部电视剧只是
帮助很多年轻人更好地了解党史，

了解先烈的奉献，而且恰好今年考
题涉及党史的内容比较多。
《觉醒年代》高考“押题成功”
早 有“ 预 兆 ”，在 5 月 27 日《开 讲
啦》栏目中，请到的嘉宾便是龙平
平老师。在节目中，撒贝宁说：
“感
谢龙老师，感谢这部电视剧，让我
们看完这部电视剧以后，至少未来
如果再碰到这 6 年当中，这一段史
实的任何考题，如果你得不了高分
找我，如果我不管用找龙老师。高
考的考生这两天抓紧复习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情
景，我觉得今年高考一定会有相关
的题目。”
龙平平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与
党史有关的电影：
“ 讲述年轻共产
党人的故事，
拍给年轻人看。”
（
《北京青年报》
）

佟大为：今年的入围剧目品质很好，无论
是作品、美术、摄影乃至群众演员，细节处理特
别吸引我。
看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
张蕾：影视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作为编剧，
很欣慰能看到优秀的合作伙伴把我们心中的世
界超乎想象地呈现出来。这次入围的作品就是
如此，
编导演服化道，
好的作品真的是每一个环
节都特别优秀，它们共同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
的世界，
这是对剧本最好的加持。

好剧云集，
选择的时候会有纠结吗？
刘进：今年入围的作品都很好看，我们会
坚持标准，统一意见。我相信，我们心目中对好
作品的认知，
标准是接近的。

更容易被什么样的作品打动？
傅东育：我的评判标准是专业性更强、艺
术性更好，在入围剧目中选出这两方面真正代
表中国电视剧水准的作品。
陶 虹 ：我 在 看 电 视 剧 的 时 候 特 别“ 老 百
姓”，跟着哭跟着笑，完全忘了自己这次是做评
委的。即便是站在评委角度，人的情感也是最
直接的，谁是资深谁是新人，我不考虑这些，就
是好看，
要打动我。

今年不少主旋律题材作品成功“吸
粉”
年轻人，
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傅东育：到底何为主旋律？主旋律并非高
高在上的作品，我理解的主旋律作品，要能够
表达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美好愿
望和理想。当作品将生活的细枝末节和现实生
活相关联，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表达，自然而然
能感染所有的观众。
关玲：关于主旋律，可能过去我们的理解
有些狭隘。其实但凡能将社会生活中美好事物
呈现的作品，都应该叫主旋律，它们代表了时
代前进的主要方向。
（
《新闻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