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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新主流电视剧”献礼建党百年：今年年初，在央视
首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觉醒年代》一经播
出便收获好评无数，成
为继《山海情》后的又一
开年爆款。在微博、B站
等社交平台上，有关于
《觉醒年代》的话题讨论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豆
瓣评分更是高达多年罕
见的 9.3 分。更令人惊
喜的是，看似很难吸引
到年轻人注意的主旋律
电视剧，今年却收获了
大批年轻观众的青睐。
开播3个月以来，每天都
有大量年轻观众在线讨
论，追更《觉醒年代》成
了新风尚。
从4年前大热的主

旋律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到如今引发年轻人
观剧热潮的《山海情》
《觉醒年代》，主旋律电
视剧成功破圈，逐渐摘
下“不吸引年轻人”的标
签，实现了主流价值观
与主流市场的融合，业
内也因此赋予了这类电
视剧一个新的叫法：新
主流电视剧。
在新主流电视剧创

作中，有哪些经验和创
作规律？新主流电视剧
制作的难点在哪？新主
流电视剧如何能够俘获
年轻观众的心？带着这
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
相关的专业人士，请他
们聊一聊他们眼中的
“新主流电视剧”。

本报记者 徐雪霏

◆用年轻人习惯看的方式讲故事
新主流电视剧要有“烟火气”

今年正逢建党一百周年，除《觉醒
年代》外，《理想照耀中国》《功勋》《光
荣与梦想》等献礼建党百年电视剧纷
至沓来。近日，第28届北京电视节目
交易会（2021·春季）创作论坛在北京
会议中心举行。围绕“新主流电视剧
的精品化创作”的主题，《人民的名
义》《巡回检查组》的出品人兼总制片
人李学政、《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
《光荣与梦想》导演刘江、《功勋》总
制片人曹平、《功勋之张富清》导演
康洪雷、《理想照耀中国》总编剧梁
振华展开讨论。他们表示，让年轻
人抛弃成见是当下新主流电视剧的
显著特征，而最核心的一步，就是要
将故事讲好。
《觉醒年代》主要讲述从1915年

《新青年》杂志诞生到1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同
于以往其他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
醒年代》重点观照思想潮流的流变演
进。如何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流
变，用可视可感的形式凸显出来，导演
张永新和主创团队认为：既要做到守
正，也要做到创新。

在剧中，陈独秀会在《新青年》杂志
成功招股时兴奋得扑向雪地；李大钊作
为一个普通父亲、丈夫，剧中亦有他与
妻儿共处的温情。在《觉醒年代》导演
张永新看来，平凡才能孕育真正的伟
大，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既要做到严

谨，又要做到相对不严肃。既要做到黄
钟大吕，同时也要做到下里巴人。”张永
新在平凡的层面上提出了更加精准的
定位，新主流的电视剧需要“烟火
气”。在《觉醒年代》中，人物命运多舛
等大起大伏的情节较少，人物的宿命
也都是观众早已有所了解。在保证不
跑偏历史的经纬度的情况下，张永新
和团队希望能在生活的质感和烟火气
中有更好的内容呈现，“我们也不排斥
和拒绝幽默和轻松。”

如何讲好中国建党百年的伟大故
事，也是导演刘江及其团队考虑的首
要问题。当刘江接到《光荣与梦想》的
拍摄任务时，他的第一直觉便是要找
到故事的规律，让这部作品拥有一个
引人入胜的故事。刘江和团队的方法
是找到人的故事，其中还需挖掘人物
的多重身份和关系之间的化学反应，
“我们不是符号化的伟人，我们是要见
真人，我们不光有事件，还要见冲突，
还要见细节、见诗意。”
《光荣与梦想》讲述了从中共一大

到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胜利，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以来恢宏壮阔的发
展历程。剧中涉及的历史人物超400
人，场景超700个。对于一部写党史
的史诗剧，每一处都有“标准答案”，不
能有感而发去编织。但刘江认为在画
面的冲击力上、构图上、精致度上、情
节的燃度上，都要让年轻人能够接受，
“我们要用年轻人习惯看的方式讲故

事。”因此在《光荣与梦想》中，刘江借
助科技含量更高的视听手段尽可能地
还原再现过去的辉煌岁月，用“年轻
化”的音乐与视听语言去讲故事，用细
节、人物情感去打动观众，刘江相信，
好看的故事，观众是不会拒绝的。

对此，《理想照耀中国》总编剧梁
振华也深有体会。该剧讲述了建党百
年以来不同时期的40组人物的闪光
故事，这些人物更多的是历史长河中
“熟悉的陌生人”，比如《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
我国第一个个体户，草原红色文艺轻
骑兵等。

梁振华透露，《理想照耀中国》光
破题就用了3个月时间。他带着编剧
团队，在一个个剧本创作的深夜，被剧
中人物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他看
来，百年党史，同样是国史、是民生史，
是民族的奋进史，因此，如何在30分
钟的时间里去浓缩经典的历史故事，
是主创团队需要去破解的难题。

为了打破年轻人对主旋律电视剧
的“成见”，梁振华创新了讲故事的方
式，从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故事入手，把
握主旋律的“年轻态”，力图用全新的
表意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讲述两
弹元勋邓稼先的故事时，主创团队从
“冰糖”为切入点展开叙事，邓稼先先
生在特别紧张的时候容易低血糖，而
嚼冰糖渣可以帮助他稳定情绪。在那
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邓稼先的妻子为
了给邓稼先寄一斤冰糖，问了所有同
事、朋友都没有凑齐。那个时代生活
的艰难和人物对于事业的坚韧，于冰
糖这个小细节中看到了大情怀。

◆还原“历史名场面”
讲好故事、讲透故事、激励人心

2021年的春天，一部兼具历史厚
重与理想浪漫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觉醒年代》讨论热度在青年群体中居
高不下，来自优酷单平台数据显示，
该剧观众中，六成以上为“90后”“00
后”。一部党史题材献礼剧为何能受
到如此多年轻人的追捧？或许在你
看完剧中这几个名场面时就会懂了。

风雨飘摇中，毛泽东发足狂奔，趟
过民不聊生的世道；被“人血馒头”事
件深深刺痛的周树人，以笔作刀写《狂
人日记》，向封建礼教拔刀宣战，泣泪
署名——鲁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
辜鸿铭讲《中国人的精神》时，戳中所
有人的“心中的辫子”；胡适与黄侃的
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以及那句著名
的“干不了，谢谢。”

出色的镜头语言，细致鲜活的人
物群像，以及对各种“历史名场面”的
完美还原……《觉醒年代》让年轻观众
们感受到了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革
命先驱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也激起
了当代年轻人心中热血。

讲故事易，但讲好故事、讲透故
事、用故事激励人心才是难上加难。
编剧龙平平用近6年时间，前后修改9
次才最终完成了《觉醒年代》的剧本，
他想通过这部剧告诉所有观众，尤其

是当下的年轻人，100年的历史证明：
社会主义没有欺骗中国。
1985年，龙平平研究生毕业后就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一直研究党
史。在参与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
月》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创作之
后，他就萌发了要写一部既全面客观，
又有思想深度、高尚情怀和生动故事
的全景式反映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
立过程的电视剧的想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

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番讲话大
大激励了龙平平创作的决心，也为《觉
醒年代》注入了灵魂与活力。
《觉醒年代》以事实为依据，把北

京大学作为电视剧的叙事中心，展
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
产党建立的历史画卷，反映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这个主
题。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
蓬勃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
信服地说明了一百年前先哲们的选
择是正确的，使得剧本在展现这个
主题的时候理直气壮。
在剧本中，龙平平特意安排了胡

适和李大钊的一场辩论——
胡适责问李大钊：社会主义是德

国人发明的，德国人都不信；法国人按
照社会主义理论搞巴黎公社，失败了；
英国人欧文在美国搞社会主义试验，
破产了。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骗局，你
们凭什么说它能救中国？
李大钊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相信，

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
“我创作这部剧就是想告诉大家，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
起来的？当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走
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什么要搞社
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我想，今
天的青年人在荧屏上听到李大钊这句
话时，应该是感同身受的。这就是这
部电视剧的主题。”龙平平感慨地说。

◆从“红楼”追溯百年历史
堂堂正正地表达大爱与大美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
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
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
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

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
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
生。”日前，北京大学礼堂的舞台上，身
穿长衫的“陈独秀”“李大钊”与身穿校
衫的北大学子共同宣誓，字字掷地有
声，句句铿锵有力，两代青年用信仰的
力量跨越百年，实现灵魂的交流，也将
在场所有人的思绪拉回了百年前的那
个午后。
1920年腊月二十三，李大钊冒险将

受到警察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
上，看到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情景，令
人心情沉重，悲痛万分。两人约定，分别
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南陈
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这也是《觉醒年
代》最重磅、最动人的情节。两位从北大
红楼走出的革命先锋，以先觉者的睿智
和胆识，肩负起了复兴中国的崇高使命，
让发自红楼的曙光以星火燎原之势点亮
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伟大事业自此拉开帷幕。
“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都是北京大学

教授。陈独秀月薪300大洋，还办杂志、
写文章、做演讲，李大钊月薪180大洋。
他们衣食无忧，锦帽貂裘，可以过着奢华
的生活，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带领穷
人闹革命，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让大家
都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和使命。”台上，编剧龙平平与北大
师生分享着自己在创作这部剧时的心路
历程，他坦言，这部剧的创作难度的确很
大，以往写建党的故事，大多是以上海石
库门、南湖红船为叙事中心，围绕着中共
一大代表来写。《觉醒年代》则聚焦到了
“红楼”，追溯“红船”是从哪里开过来，讲
述的是源头的故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是在北
京，北大的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的发源地。”

此次，剧中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
和李大钊的扮演者张桐也来到了活动现
场，分享了他们饰演两位革命伟人的感
受。于和伟表示，这是他第三次扮演陈
独秀，对仲甫先生有了更加全面和丰富
的了解。在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和《觉醒
年代》剧本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了那个
年代知识分子的风骨、精气神，而且感受
到了他们身上的烟火气。好看，生动的
角色塑造，才能更有传播力，才能与观众
产生共情。
张桐则表示自己饰演的不是真正的

大钊先生，而是符合大多数人心里的大
钊先生的艺术形象。一开始他并没有胆
量挑战大钊先生的角色，是靠后续慢慢
摸索出来。比如最近上了热搜的李大钊
生前唯一视频影像，他在三年前就研究
过了，他希望能够从举手投足、思想脉络
来了解大钊先生。
在剧中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
乔年，两兄弟从起初对父亲的不理解，
到后来投身革命，为了革命的胜利奋斗
终生，最终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
和26岁。剧中，两兄弟走上刑场时，已
是衣衫褴褛血肉模糊，回头微笑时，脚
下血泊中有鲜花绽放的场景令无数观
众为之动容。
陈延年的扮演者张晚意在回忆起陈

延年最后赴死的这场戏，他觉得那既是
生命的终点，也是精神的起点，“因为有
所信仰，所以无所畏惧。”而剧中陈乔年
的扮演者马启越年仅17岁，这段历史距
离他太过遥远，起初他不知道该如何演
绎这个人物，直到他去到陈乔年从容赴
死的片场，当戴上冰冷的镣铐之后，那一
瞬间立刻就有感觉了。他认为，陈乔年
的那种爱国情怀特别值得自己，以及当
代所有的青年学习。
在谈到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时，龙

平平深有感触，他表示陈延年是他最想
写的一个人物，“这些年来只要一想到
他，我就有一种冲动。几年前，我曾参与
过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创
作。那部剧没有写陈延年和陈乔年。
一位领导同志看了剧本后，专门把我们
叫到家里，郑重地告诉我们：讲留法勤
工俭学，一定要写陈延年、陈乔年兄
弟。他特别说，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
的人才。”
陈延年从青少年起就下决心为国家

牺牲个人的一切。他十几岁时就给自己
定下了“六不”的戒律：“不闲游、不看戏、
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
爱”。大革命失败后，他用年轻的生命实
践了诺言，道德品行堪称楷模。
“在《觉醒年代》中还有许多这样的

青年英雄，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
夏、蔡和森，包括李大钊，他们个个都是
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的精英，为了追求真
理，为了拯救中国，不惜慷慨赴死、从容
就义。他们理应成为今天青年的偶像。”
龙平平激动地说。
作为一个今天的创作者，导演张永

新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
让人们知道中国的新青年他们的力量源
泉在哪里，“我们今天生活在和谐安定的
社会中，要知道背后是什么样的人一代
一代付出。我们有责任将先辈们的大爱
与大美，堂堂正正地表达出来。”
让张永新最欣慰的是，这部剧受

到了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
爱，在翻阅网上的评论时，有这样一句
话让张永新至今提起仍很感动，“有人
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回答是，你
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张永新感
念于观众说出这样一句简练简约又饱
含感情的话，感念于作为创作者，主创
团队7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那一
刻我想哭。”
是啊，历史虽已过百年，但初心仍

在。当代青年仍需肩负起新的历史使
命，为祖国奋力谱写新的篇章。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