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文化视点 E-mail: hcmtjrb@163.com

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胡春萌 美术编辑：卞锐

追踪热点

本报记者徐雪霏

■ 40个选题40种风格
“红色盲盒”带来别样惊喜

5月4日，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整装待
发，正式登陆湖南卫视和芒果TV。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殊年份，在五四青年
节的特殊节点，《理想照耀中国》向青春与理想
致敬。由毛溦导演、张显编剧，靳东、刘奕君、啜
妮、曹磊等联袂出演的《真理的味道》作为开篇
第一集拉开40个“理想”故事的帷幕。
该集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

翻译者，我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陈望
道为原型进行创作，讲述其在艰苦条件下翻译
出《共产党宣言》，为当时迷茫中的中国先进分子
指引道路，激励和培育他们投身革命的故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社会的矛盾复杂却剧

烈，妇孺在宗族前的弱势、乞丐在大雨中的迷
茫、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方制度文明的争论……
这些蒙太奇画面的拼接，构成整集的戏剧冲突。
在这样悲悯的大时代下，陈望道坚守信念，

寻求救国之法，最终找到了属于未来光明的路：
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向更多中国人
传达新思想。在乡下老家，陈望道潜心翻译《共
产党宣言》，由于太过投入，误把墨汁当作了红
糖，吃着蘸了墨汁的粽子，还连声说“够甜了”，
而这种“甜”就是真理的味道。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加速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像火种一样引导无数革
命者走上翻身解放的希望之路。陈望道也将这
份火种传递给了那个看尽世间沧桑，深感救国
无望的年少伙伴手中，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
“你梦里的那条小道，没有光亮，没有尽头。但
在这本书里，我寻找的希望大道就在其中。”
正如全剧主题曲《理想》中所唱：“理想依旧

耀前方”，第二集《守护》讲述了革命者张人亚父
子保护、守护党的重要文件的感人故事。“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张人亚悄悄回到老家，
将一批党的重要文件交给父亲张爵谦保管。为
了完成儿子的嘱托，父亲给儿子立了个假的衣
冠冢，把文件藏于地下，这一守就守了二十多
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将这些珍贵的文件
交给国家，这其中恰好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
二十多年，父亲不知儿子是生是死，也不知儿

子交给自己的东西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在父亲
看来，他守护的不仅仅是几份文件，更是儿子心中
的理想和信念。因为张人亚曾告诉父亲：“相信我，
我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
第三集《磊磊的勋章》则将时间的轨道拉回

到现代。故事主人公刘磊磊是中国女子柔道队
的男陪练，从16岁开始，在生命中最美好的16
年，他被摔了284万次，陪练出了20多位奥运冠
军和世界冠军。人物身上的光芒无需刻意表现，
用镜头记录下最真实的状态已然足够。因此，这
一集创新地选择了原型人物刘磊磊本人出演。
在刘磊磊的生命历程中也有迷茫，有时候

他也会想做陪练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答案，
但他觉得所有人为同一个理想一起努力，既平
凡又有意义。“她们都说，在她们的金牌里，有我
的努力和付出，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真的懂
了这句话。这些年来，被摔上百万次留下的伤
痛，都是我青春岁月里无怨无悔的荣耀勋章。”
跨越百年，《理想照耀中国》聚焦“革命、建

设、改革、复兴”四个不同时期，讲述了40组“闪
光人物”背后的动人故事：“为祖国写歌”的王莘、
抗日救亡战地记者方大曾、写下《把牢底坐穿》诗
歌的铁窗诗人何敬平……这些人或许是平凡而

微小的存在，但他们充满温度，是历史长河里闪
耀的星。正如总编剧梁振华所言：“这四十组人
物和面孔，他们是并不遥远的青春纪念册，是理
想的人格载体，他们是不同时代人们身边亲切
的姐妹兄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人。”

在呈现上，40个故事也没有刻意追求表现风
格的统一，有的充满浪漫诗意，有的澎湃热血，有
的温暖感人，一个个故事像点点星火汇聚成人们
心中的“理想之光”，而这种创新的表现形式，也让
观众们大呼过瘾，说有一种拆“红色盲盒”的感觉，
总是期待下一集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巧妙“出圈”深入破题
主题创作更应讲艺术表达

用40个30分钟来写壮阔的百年，写什么、
怎么写，是摆在《理想照耀中国》主创团队面前
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编剧梁振华在采访时
坦言，“这是我迄今编剧生涯中对知识储备、思
想深度、艺术修养、从业经验、政治判断的一次
全方位严峻大考，既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又不
能囿于陈规，要敢于突破创新。”

去年9月，梁振华拿到一份46个人的名
单。这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和湖南广
电此前面向全网征集选题——建党一百年以
来，对年轻人有激励作用、和理想相关的人，最
终搜集而来的名单。

这份名单让梁振华十分震撼，其中有近三
分之二的人物他都没有听说过。一部主旋律作
品，讲述的却是大众视野之外的人物，梁振华立
马意识到这部剧选材的人文深度与社会广度是
一般主题创作所难以企及的。“他们特别动人地
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真的以这种方式哭过、笑过、
生过、死过。《理想照耀中国》也让我和所有编剧
用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走近和了解这些人。”

创作之初，梁振华与总导演傅东育对46个
人物进行了反复仔细的甄别；在跟分集编剧导
演沟通之后，根据采访采风、文献搜集的情况，有
增有减，最终确定下来40个人物。挑选的重要
标准之一，是对理想的内涵界定。在梁振华看
来，“理想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体验，它应该是利
他的，和世俗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

名单确定下来，寻找40个原型人物的故事
切入点和破题方向，是编剧工作中最艰难、也最
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作为开宗明义的开篇

之作，陈望道的破题工作更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陈望道作为开篇之作，承担着奠定全剧基调

的重任，意义重大。起初，梁振华想从陈望道的生
平或者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切入，他带着
分集编剧张显做了好几版方案，都不尽如人意，一
次次推倒重来。“干脆从《共产党宣言》的原文破
题，有一天在学校上完课后，我突然有一个特别大
胆的想法——这一集，应该是首哲学诗。”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精
心挑选了四段话，并且把这个创意和总局领导进
行了沟通。“全剧40集，有很多感人、动情的篇章，
但开篇这一集，必须要有一个有高度、有思想穿透
力的哲学命题来统摄全篇”，梁振华说，“陈望道翻
译《共产党宣言》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在探索中国未
来的出路，这本册子后来被证明是‘真理’。这一
集，真正的主题是《共产党宣言》为何适应于彼时
的旧中国，共产主义为何以及如何能解决当时中
国的实际问题。”梁振华这一破题方案，得到了领
导的首肯与支持。

最终，《真理的味道》的主角变成了《共产党宣
言》，而陈望道则成为了叙事的线索人物，作品的
思想核心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四段经典论述。“这
四句话，其实是层层递进的。第一，观众听起来能
够接受，没有那么生僻；第二，它和当时旧中国内
忧外患、民不聊生、思想混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的情状是吻合的，是‘对症下药’，恰恰反映了我们
这一集需要承载的思想主题。”

在《真理的味道》中有不少象征意味的意象。
比如，刚开始天下着雨，结尾雨停花开；起初孩子
们的风筝飞不上天，最后终于飞起来了。沙龙辩
论是对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一种浓
缩，火车不同舱位的众生相则是阶级分化的隐
喻。梁振华谈道：“在这样短的篇幅内，我们只有
用‘诗’的方式去跟理论匹配，太过‘实’的手法很
难承载深刻而辽阔的精神内涵。”

40集，40组“闪光人物”，每集也只有短短的
30分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好每个故事，并
非易事。经过深思熟虑，梁振华最终决定采取独
特创作视角，基本回避了展现人物一生最华彩的
高光时刻，匠心独运地去挖掘人物建立理想信念
前的变奏。在梁振华看来，理想并非是高高在上
的，而是朴素的。

为了寻找到符合每一集人物特质的表达方
式，主创团队大胆采用创新形式，每集都有其独特
的风格。例如《真理的味道》是一首哲学诗，《守
护》则是散文化的结构，《磊磊的勋章》偏纪实风

格，《纽扣》情节浓度更高，《歌唱！祖国》则从头到
尾渗入了风格鲜明的电影语汇。
在形式创新和诗意表达上，导演组和编剧组

达成了高度的默契。剧作上许多风格化的尝试，
不仅没有折损，在影像上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
化。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理想照耀中国》从叙
事技巧到结构方式、从镜头语言到美学风格，都体
现了许多风格鲜明的形式探索。对于这一点，梁
振华表示非常高兴，也感谢主创团队所有人的付
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让整个编导团队用这样
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是纯度很高的一
次艺术创作，对剧集创作来说尤其难得。”

■“年轻基因”链接时代理想
用青春力量打造新主流电视剧

集结数百名演艺明星、十几组青年影视创作
者，跨越全国投入拍摄，以每集30分钟的体量，讲
好40个闪光的人物故事……无论是从阵容、形式
还是创作方法上看，《理想照耀中国》都可堪称近
期主旋律题材作品中的“创新者”。
5月24日，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在北京

大学举办“圆梦新一代，理想正当燃”媒体放映会。
《理想照耀中国》制片人张琳熙、总导演傅东育等剧
组主创，演员代表刘芸、江一燕，以及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张颐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
慧瑜出席了当天活动，与北大学子和媒体朋友共同
观看影片，并交流拍摄心得和创作感悟。

在当天的放映会上，数百位北大学子与媒体
记者们抢先观看了《我是小方》《冰糖》《白骏马》
《秀才遇到兵》四集影片。在放映关于“白衣圣人”
吴登云故事的选题《白骏马》时，江一燕为“父亲”
写信的情节，及演员与原型人物交会时候的情景，
引得现场不少观众动情落泪，并自发鼓掌。选题
《秀才遇到兵》播放时，诙谐幽默的“老兵识字”故
事在井柏然、李乃文的生动演绎下，令现场爆发出
阵阵笑声，观众瞬间从《冰糖》和《我是小方》的感
动氛围中跳脱出来，气氛活跃。
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热情分享

了自己的创作心得。总导演傅东育首先表达了自
己对诸位选题导演的感激之情，他认为，《理想照
耀中国》这一全新的艺术创作，是为新时代人们重
新点燃理想的探索之旅，更是自己重获初心的一
次奇妙之旅。他坦言，《理想照耀中国》可能是今
年众多主旋律题材作品中的“奇花一朵”，“我们的
表达形态和艺术风格非常多样化。我觉得这部戏
可能会是非常吸睛的一朵小花。”
当谈及《理想照耀中国》引起关注的另一大原

因在于，它启用了上百名演艺明星，其中不乏年轻的
高人气演员时，傅东育并不讳言，这些青年演员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剧集吸引了年轻观众的关注，“我们可
以看到，有大量带着引号的‘流量演员’，拿出了他们
的水平和认真，感动了所有人。我开玩笑地和他们
说，祝贺你们，这一次你们的‘流量’有了价值。”
他同时表示，从目前成片来看，很多演员的表

现是令人惊喜的。比如，王俊凯在《远方不远》单
元中出演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
程师林鸣的青年时代，他就很好地把握住了角色
的书卷气。对于二度合作的王一博，傅东育也称
赞对方有“力量感”，“在青年演员中是不多见的”。
除了有人气演员，《理想照耀中国》也有众多

戏骨坐镇。其中，观众熟知实力演员王劲松，在他
主演的《雪国的篝火》单元的开机仪式上就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王劲松表示，早在《理想照耀中国》
项目启动伊始，他就有了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计划，
“我想，参加这个工作，可能是让组织考验我的一
个机会。”他更表示，希望观众能透过故事被人物
榜样所感动，“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真实，而不是
夸我演得有多好。”
回到创作本身，完成这次主题创作的过程，亦

是一场青春的修炼。《理想照耀中国》在由资深团
队保驾护航的前提下，集结了一大批年轻的创作
力量。各分集制片人、导演、编剧的平均年龄仅为
35岁，其中最小的出生于1998年。在傅东育看
来，年轻的队伍意味着充满想象力和可能性。尽
管《理想照耀中国》在同一个思想主线下有着统一
的主题包装，但在具体形式上，给予了各位年轻创
作者驰骋的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分享观看感想

时表示，“40个中国人的面孔凝缩了中国一百年
的发展历程，这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电视剧，这部
剧不在于讲述完整的人物故事，而是通过把这些
人物最闪光的点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到在历史的
某些关键点，一些人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把
他们的形象印刻在现代人的心里。”
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邓妙怡在观看后也表达了

自己心中的感动：“这样一个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
不过时的，而且任何一个时代不能缺失理想信仰。”
《理想照耀中国》以“理想当燃”为内核主题，创新打
造具有“电影质感”的系列短剧，以高质量的内容向
年轻人靠拢，力图用当代年轻人的语态弘扬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讲述那些振奋人心的革命故事或
是直戳心灵的奋斗故事。剧中人物用激情、汗水、
生命创造出的价值也往往能激发年轻人的青春共
鸣。相信对于当代青年来说，《理想照耀中国》不仅
是一份致敬，也是一份直击心灵的礼物。

近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创
作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播出完毕。作为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策划组织创作的
主题重点作品，该剧以不同时期的40组人物和闪光故事，
记录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团结和引领中国人民高擎理
想和信仰的火炬，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息奋斗的征程。

《理想照耀中国》自5月 4日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吸
引了大量观众，凭借细致入微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
象，以及赤诚的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在观看完该剧后评价
道，“《理想照耀中国》创造性使用了电影制作手法，用艺
术手法讲述现实主义故事，这样的短剧必将是一件非常
好的艺术作品。”

《理想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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