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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培成执导兼编剧、孟凡林编剧、

倪茂才主演、吉林省京剧团创作排演的革

命历史题材京剧《杨靖宇》讲述了民族英

雄杨靖宇1939年秋至1940年春在吉林

长白山一带率领群众及东北抗日联合军

第一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塑造了

以杨靖宇为主要人物的爱国军民形象，展

现了保家卫国、奋斗牺牲、民族团结、舍己

为人等可贵精神，歌颂了信仰之美、崇高

之美，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杨靖宇》唱响了爱国主义主旋律。

剧中杨靖宇曾“心暖潮涌望群山”，在看

到满山红叶后感叹“好一片山啊，好一片

水，好一个关东八月天”。东北拥有丰厚

的物产资源，杨靖宇在唱词中对东北大

豆、高粱、煤炭、矿场、林海等如数家珍，

认为“这宝贵资源岂容敌侵占，我要带领

抗日军民誓死保卫国土家园”。赴大刀会

时，杨靖宇与关山红一齐吟诵民族英雄

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展现了其必胜的决心。

《杨靖宇》讴歌了奋斗牺牲精神。剧中

将程斌和杨靖宇的价值观进行对比，两

人加入抗联的初衷不同，程斌是为了“能

过好日子”，杨靖宇是为了“精忠报国”；条

件艰苦之时，程斌说：“抗联的日子，我也

实在熬不下去了”，杨靖宇则鼓励战友“就

咱这一路军，牵制了多少日本鬼子？这对

全国抗战贡献巨大”；生死一线时，程斌叛

变日军、供出密营，杨靖宇则拒不投降、英

勇就义。叛徒的惟利是图、贪生怕死和英

雄的坚韧无畏、顽强拼搏产生了鲜明对

比，突出了杨靖宇在艰苦环境下不屈不挠

的奋斗牺牲精神。

《杨靖宇》体现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剧中杨靖宇将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创

造性地运用于东北抗日斗争中，并根据

南满地区敌我实力悬殊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石柱子

口中的“四不打”便是其中之一。“偷袭集

安镇”、“巧布口袋阵”，杨靖宇带领抗联

以少胜多，给犬野以有力打击，其军事思

想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杨靖宇》张扬了民族团结精神。剧

中杨靖宇联合各方力量抗日，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将群众当成自己的

亲人一般对待，石奶奶被犬野杀害，杨靖

宇怒发冲冠“誓为乡亲报仇怨”；棒槌爷爷

痛失亲人，杨靖宇说：“我就是您的亲儿

子”。为结成反帝统一战线,杨靖宇亲赴老

爷岭，以机智的“三问三答”说服关山红加

入抗联，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支持抗

联抗日，石奶奶以身护粮，棒槌爷爷舍命

送粮，关山红、石柱子、高粱花、牛嫂诱敌

牺牲。在日寇侵略面前，中华民族空前团

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中国力量。

《杨靖宇》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剧中多次强调杨靖宇的“仁义”及“精忠报

国”，棒槌爷爷评价杨靖宇“怪不得大伙都

听你招呼，仁义”；关山红评价杨靖宇“送

粮食赠枪弹，义薄云天”；独闯大刀会时，

杨靖宇说“只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在心

房”；关山红诱敌时，对杨靖宇说“你跟我

说过，中华儿女要精忠报国”；最后一场被

日军包围时，杨靖宇大义凛然道“从你们

侵略中国的那天起，我就随时准备战死沙

场，精忠报国”。杨靖宇的仁义之心塑造了

其团结群众、舍己为人的品德，而他艰苦

奋斗、保家卫国的精神则源于对传统文化

“精忠报国”的深刻理解。

《杨靖宇》的舞美偏重写实，舞台设

计独具匠心，达到了情景相融的艺术效

果。从茅草房的村落、秋日漫山遍野的红

叶，到冬日的雪原树挂、簌簌而下的大

雪，该剧都再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人文

风貌。在舞台设计上，该剧充分运用天

幕、移动平台、灯光、声效等手段，将舞台

一分为二，创造性地建构起杨靖宇与妻

儿、杨靖宇与犬野之间“跨越时空的对

话”，这是该剧舞台设计的点睛之笔。

《杨靖宇》在传统京剧音乐的基础上

加入军歌、民歌，不仅贴合剧情，更起到

了塑造人物、烘托气氛的效果。剧作一开

场便是抗联战士高唱《东北抗日联军第

一路军军歌》，奠定了全剧的爱国主义基

调。这首军歌在后面迎程师长、石柱子加

入抗联、杨靖宇在密林回忆过去时都以

伴奏形式反复出现，颇有主题曲的意味。

杨靖宇英勇就义时，幕帘后是抗联战士

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前进！前

进！”的歌声暗示革命的火种不灭，中华

民族将继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

民歌方面，小花子与高粱花的二人转《西

厢观画》突出了东北风情；棒槌爷爷牺牲

时响起的民歌“一杆长烟袋哟，一团红红

的火哟”突出了其人物特色。

精忠报国铸英魂精忠报国铸英魂
————评京剧现代戏评京剧现代戏《《杨靖宇杨靖宇》》 □□林玉箫林玉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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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二十二》是一部看起来很安静的纪录

片，记录的是22位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

的女性。在制作上，全片没有任何背景音乐的铺

垫，仅有的声音似乎只是背景的哀歌和人们的说

话声。这种沉默无形却扣人心弦，在极简的修饰

下引发人们的深思。就像老人们自己说的一样，

她们有太多苦水想说出来，可是却因为回忆所带

来的痛苦、身边人的看法，以及不知从何而谈而

使她们沉默。

“我宁愿自己死，也不跟你说”。

“不想提起这些事”。

“不讲了，不讲了”。

“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老人到最后多选择

了沉默。

老人们用满是皱纹的手捂住了同样沧桑的

脸，只剩下了微微张开的、已经掉光了牙齿的嘴。

她们的嘴唇微微抖动着，欲言又止。在这一切沉

默的背后，是老人的孤独与迷茫。她们是那么的

无辜，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却成为了战争的牺牲

品——“慰安妇”；好不容易活

着回到了家，却要忍受来自亲

人、熟人异样的眼光；在她们

的葬礼上，都被称呼为“慰安

妇”；她们一辈子都背着这个

丢不掉的称号，一辈子都藏着

埋在心底的曾经的屈辱……

为了记录曾经的这些老

人当下的生活状况，制作组不

仅跟拍了老人的日常起居，有

时候，制作组不得不一次次地

让老人回忆他们最不愿回忆

的往事，看着善良乐观的老人

潸然泪下，看着老人先后离

去。对这些情感，导演郭柯并

没有用激进的手法宣泄出来，

而是通过记者痛哭的背影和

磅礴的雨加以表现。

淅淅沥沥的雨，有时大，有

时小，有时急，有时缓，好像老人的眼泪，又似老人埋在心底的、永远不能愈

合的伤口在淌血。《二十二》呼吁人们聆听安静 ，解读沉默背后的悲怆。

除了用自然景观——雨来表达情感外，食物是《二十二》中经常出现

的另一个元素。它代表的是精神，是老人们不屈与顽强的精神。

尽管没了牙齿，脚步蹒跚，老人们仍能津津有味地吃着饭。出生在上

世纪20年代，老人们经历过战争，也受过饥荒。“有四两就吃四两，有半斤

就吃半斤，早晚吃完了再打什么主意去卖。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这世界

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不想的”。就像

老人们说的一样，食物意味着生命，是老人们对生命的珍惜，也是对过

往的释然和通彻。70余年的沉淀，让老人们拥有了孤立不堪回首往事的

能力，不想便实现了解脱。影片中的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表示：“ 她们

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我们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

人”。因此，王玉开老人在看到当年的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时没有哭

泣和愤怒，只是淡淡地笑了；韦绍兰老人在无数非议下仍拉扯大了自

己有日本血统的儿子，并在镜头前朴实地笑着：“这世界真好，吃野东

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毛因梅老人在过世前在镜头前对我们说：

“谢谢你们。”

相信很多人在第一次听说《二十二》时，心里是有些好奇和排斥的。

而当我们在银幕上看见老人时，她们质朴的笑容仿佛和我们的奶奶没有

什么区别。是人们，尤其是几十年前的人们，对女性贞洁的重视导致了我

们对这些老人的偏见。这种歧视使人们把受害者误认为罪人，把她们称

作“日本娘”。《二十二》给予这些遭受迫害的妇女发声的机会，也给予大

众从“慰安妇”角度设身处地地重新思考这段历史的机会，呼吁人们变得

同情而不是冷漠。

《二十二》展现的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她们既普通，又不普通。普通的

是如果不提“慰安妇”这三个字，她们和邻家的老奶奶没什么区别。可是

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字，她们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她们是“活见证”。同一

片天空下，下的是同一场雨，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因为《二十二》中的那段

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因为久了，就当它没发生过。也许以后当下雨

的时候，当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二十二》，想起那些很不普通的老

奶奶。

《二十二》以葬礼开头，亦以葬礼结尾。对于电影结尾的设计，导演郭

柯表示：“以葬礼的画面结尾，对我来说，只是作为一种感慨传达给大

家……这种方式是可以和观众互动，大家是能够思考的。”对于笔者来

说，整部影片就像一个圆，绕了一圈后回到原点；它也像人生，从虚无中

诞生后又回归虚无。老人们在快乐的童年中遭受了重创，青年和中年时

期都在痛苦中度过，老年时期的释然使她们重新获得了快乐。

尽管影片拍摄前中国内地仅剩22位二战时被日军侵略者迫害的“慰

安妇”还活着，并且总有一天所有老人都会回归尘土，但只要我们不忘记

她们过去的遭遇和她们的感受，这段历史便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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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正能量，把握好作品的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

工程师。2013年，我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彭德怀元

帅》。彭德怀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是为

新中国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英雄。怎样讲好

彭德怀的故事，怎么挖掘彭德怀丰富的内心世

界，怎么凸显彭德怀超强的人格魅力，并通过这

些个性化的东西与观众的情感有效对接？在创

作中，我有意识地把彭德怀的所作所为和当下

生活中的热点焦点相对应，针对不少年轻人信

仰缺失的现象，我写了彭德怀对理想的追求和

对党的忠诚；针对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很多干部

不作为的情况，我写了彭德怀在危险关头的三

次担当；针对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我写了彭

德怀的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这部充满正能量的电视

剧拍摄完成后，不少人为之担心，面对被打打杀杀、悬疑

探案、宫斗魔幻覆盖的电视剧市场，这部张扬思想旗帜

和理想光芒的电视剧会有收视吗？结果出乎意料，这部

剧播出当天，就获得了全国最高收视率。实践证明，不是

观众不接受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而是你没有向观众提供

雅俗共赏的高水准唱响主旋律的作品。曾几何时，有人

把艺术市场和主旋律人为地对立起来，好像一提走市

场，就必然偏离主旋律而走旁门左道。而一提主旋律，也

必然认为是主题先行、模式化、概念化，事实证明这是一

个误区。《彭德怀元帅》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们这

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弘扬高尚精神的艺术有着巨

大的市场潜力，每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编剧，都应

该理直气壮地歌颂党、歌颂祖国，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

塑造英雄，用高水平的主旋律电视剧去占领市场，引导

观众，把那些刻意抹黑历史、唱衰英雄、亵渎经典、消解

崇高的雷剧、神剧、闹剧挤出市场。

贴近官兵，扎牢生活的根

一部电视剧能否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和喜欢，一个

重要的标准就是真实，既包括生活的真实，也包括艺术

的真实，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

倡导的，扎根人民，深入生活。

那年，为纪念青藏公路通车40周年，我们到青藏兵

站去寻找创作素材，在一个叫五道梁的兵站，我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官兵大都没有头发，有的甚至

连眉毛都脱落了，问及原因，是这里的地理环境所致。兵

站站长告诉我，这个兵站从建立起，20多年来，没有种

活过一棵树，没有养活过一头猪。曾经有一位很著名的

作家来这里采风，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一个连老母猪

都养不活的地方，却要让高级动物的人在此坚守，这是

对人性的一种摧残。这位作家说完话，拍拍屁股走了，但

这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戳着战士的心。战士们坦言，我们

也知道这里的环境对身体危害很大，但为了保障这条输

油大动脉的畅通，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我们作出再大

的牺牲也无怨无悔。正是战士这朴实的话，深深地打动

了我，我下决心，一定要创作出一部真正属于青藏线官

兵的电视剧，通过这部剧告诉全国人民，在和平年代也

有牺牲，这种牺牲岂止在战场。

为了掌握扎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与高原官兵朝夕

相处了整整3个月，我们采访当年开路的老将军慕生

忠；我们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兵站和官兵同吃同

住；我们随着运输车队，翻山越岭，穿越日月山、沱沱河，

从西宁一直走到拉萨……这部叫《天路》的电视剧虽然

只有短短8集，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立刻得

到了全国观众的认可，特别是得到了青藏线官兵的青

睐，这部剧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电视剧的奖项，还推出

了一支脍炙人口的歌曲《青藏高原》。每当我登上领奖

台，抒发获奖感言时，我说的只有4个字，感

谢生活。

近年来，有一些院校、学习班邀请我去讲

课，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总是发

自内心地告诉他们，如果你想做一个合格的

编剧，那就请你迈开双脚，扑下身子，走进人

民中间，去拥抱火热的生活，去亲吻质朴的大

地，因为每一部有生命力的电视剧，不是靠在

宾馆里侃大山侃出来的，不是靠从泊来的电

视剧中扒桥段扒出来的，更不是躲在象牙塔

里冥思苦想想出来的，你只有走进生活的深

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

才能写出老百姓认可的、激荡心灵的作品。

精心打造，磨砺艺术的真

电视剧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编

剧在这个创作链条中是第一环节，也可以称

为第一生产力。衡量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与否，不是看投

资多少、阵容强弱，也不是看宣传的力度和粉丝的追捧，

而是看它能否经得起岁月的检验。

2015年，我去烟台某炮团联系《彭德怀元帅》协拍

事宜，接待我的政治处主任得知我是《红十字方队》的编

剧时，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走，一定要让我见见团里的其

他领导，后来我才得知，这个炮团的8个主官中，有6个

是当年看着《红十字方队》考进军校的。一部播出快20

年的电视剧，不仅至今还被人记得，而且在这些年轻人

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作为编

剧，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回想当年，这部电视剧的创作确实十分艰难。为了

捕捉到第一手鲜活的创作素材，我们先后去4所军医大

学采访，仅座谈会就开了几十次，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有

生活原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剧本写了一遍又一遍，

只要感觉不满意就推倒重来，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一件

事，怎么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怎么把情感

烘托得催人泪下、撼人心魄；怎么把台词打造得平实质

朴、风趣幽默。这个剧本先后三易其稿，每完成一稿我们

都要把其中的一些章节念给学员听，让他们评判，故事

讲得是否真实，有没有戳心窝子的感动。这部剧最初拍

完是20集，后来剪成18集、16集，最后播出时是14集，

看起来我们做的是减法，实际上赢得的是加分，这也许

就是创作的辩证法。

为时代立言为时代立言 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放歌
□马继红

创作谈

《《彭德怀元帅彭德怀元帅》》

作为一名军旅剧作家，我从1993年起做编剧，20多年来，先后创作了《天路》《红十字方队》《光荣之旅》《向前向
前》《铁肩担道义》《大酒坊》《彭德怀元帅》《英雄出草原》等10多部数百集电视剧，多次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
天奖”等奖项。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就如何用电视剧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谈一点个人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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