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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镜头背后
都是对这座城市的回忆及自豪

专题片《行进天津》全景式展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天津历史、人文、经济、
生态、民生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振
兴小站稻助力粮食安全，到守牢疫情防控屏
障，从连续6年延长供暖，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试点……天津的担当和城市温度，都让市民倍
感骄傲。《行进天津》共分为《逐梦远航》《红色
画卷》《星河璀璨》《魅力之都》《拱卫之城》《津
沽韵味》六集，通过气势恢宏的影像语言展现
了天津之美、产业之兴、底蕴之厚新时代天津
蓬勃发展的壮美图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一座港口，便是和世界对话的一种语言。
全球港口每装卸40个集装箱，就有1个来自天
津港。天津港——全球第八大港，吞吐万汇，
奔流不息，这里是京津冀及“三北”地区的海上
门户、“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点。汉堡，德国
第二大城市，这里拥有欧洲第二大集装箱港
口，被誉为“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码头上，
中国远洋的标志数不胜数，每年，汉堡港三分
之一的集装箱货物，往来中国。“法国空客公司
生产的飞机机头、机身、尾翼等超大部件从此
起运，被不远万里送往天津港，在天津完成总
装。通过这个细节，我们意在展现天津港‘志
在万里，通达四方’的朋友圈。”总导演路一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这短短几秒钟的镜头，背后却有制作团队
辛勤的付出。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在德国汉
堡港的拍摄任务面临诸多困难，经历多方协调
后才得以实现。路一帆说：“要拍到空客大部
件装船绝非易事，为了寻找合适的拍摄时机，
我们足足等待了三个星期。在拍摄过程中，我
们很难从港区内进行拍摄，只好在海上租了一
条拖轮，组织一路团队在海上进行拍摄，才拍
到了如今呈现给观众的画面。”

天津，正在打造千亿元产值的航空航天产
业链，以链集群，聚势赋能，为“制造业立市”提
供坚实支撑。而制造之光，已在天津闪耀百
年。1860年，天津对外开埠，成为通商口岸。

中国第一台火车机车、第一辆有轨电车、
第一家机器造币厂、第一条电报线、第一座铁
路大桥……多达百项的制造业中国第一在此
诞生。

如何让历史中的印记贴近当下观众，成
了制作团队反复思考的问题。路一帆介绍，
拍摄团队尝试让这些过往的老物件与现实的
人在虚拟场景里结合。“大家看到的背景是鸵
鸟墨水、可耐冰箱，前景是各个场景里的我
们，我们操作着牡丹缝纫机，推着飞鸽自行
车，这是为了在虚拟的情景下把观众带入其
中，拉近老的物件和观众间的距离。通过这

么一种虚实结合的方式。看到其实这些物件
离我们并不远，其实还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
回想就能够感受到。”

天津人乐享生活，天津的美食自然少不
了。谈起美食的拍摄过程，路一帆说，拍摄团
队不仅希望拍出烹饪的过程，也要把成菜的色
泽和味道通过电视语言呈现给观众，为此，摄
制组下了很大的工夫。他说：“比如拍摄煎饼
果子的烹饪过程，摊皮儿，油条的放置，刷酱等
工序，我们前后拍摄了7遍。第一遍可能光影
没调好，之后又觉得动作不够舒展，之后我们
干脆从果子摊移到了演播棚里去。最终，我们
采用微距摄影这种近距离、动态化的展现方
式，把煎饼果子的风味给带了出来。”

谈及创作过程，路一帆说，从项目立项到
播出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是团
队面临的挑战。项目立项是在冬季，制作团队
想呈现出天津四季四时的景色和景象。在整
合现有的资源素材后，需要抢抓在初春和入夏
时集中拍摄画面。“花期的时间大概是在一周
左右，在拍摄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每一天都
打足用满，从天亮拍摄到天黑，所以拍摄强度
非常大。”令他欣慰的是，团队拍到了难得的画
面，拍出了天津有代表性、“仪式感”的场景：五
大道的花海、蓟州初春的景象、天塔的灯光秀
以及解放桥开启等画面，这些能够唤起天津人
对这座城市的回忆以及自豪感的场景，在《行
进天津》里有丰富且多视角的呈现。

■ 每一个出场人物
都爱着脚下这片热土

行进中的天津，有看得见的都市繁华迷人
情调，也有蕴含着城市风骨的赓续传承。于
是，今天街头巷尾的红色印迹，就有了不同寻
常的意义。由爱国而奋起，由建党而牺牲，由
不忘初心而奔赴使命，正是天津这座城市，跨
越百年的红色画卷。天津，成为李大钊从乐亭
老家，走向新世界的第一站。

2021年，一部讲述建党历史的电视剧《觉
醒年代》火出圈，百年前的新青年，对于信仰和
真理的追求，让今天的年轻人产生情感共鸣。

剧中这个片段，令无数网友泪目，一遍遍登上
热搜：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李
大钊送陈独秀来到天津，由天津乘船去上海。
他们坐着骡车，从北京行至天津海河边，难民
流离失所、百姓饥不果腹的场面，深深震撼着
他们的灵魂。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国家话剧院演员、津籍演员张桐是李大钊
的扮演者。在天津的红色遗迹中，探寻共产主
义信仰的真谛，张桐一步步走近这位思想的巨
人。张桐说：“每一场戏我都会被大钊先生所
感动，我不断地去摸索。这个人从来没为自己
活过，他为国家而活，为整个民族的兴旺而
活。军警对于五四运动的强烈镇压，在这么一
种乌云盖天情况下，他可以说出‘九死而不悔，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原副局
长薛庆超说：“天津是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一
个重要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时期，具有重要的作用。当时天津是中国的一
个对外口岸，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中
国，首先来到天津，与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的
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取得了联系，他们
两个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取
得了联系。”

当镜头转向觉悟社时有这样一幕，在航拍
的镜头下，一面党旗出现在觉悟社，这幅红色
画卷在津沽大地上展开，这时一群和平鸽从空
中掠过，画面自然顺畅。路一帆介绍说：“这个
画面拍摄了好几版，比如无人机的运行角度，
党旗在画面中的大小以及铺陈位置等，都会对
我们最后的画面有影响。在成片里，无人机徐
徐螺旋上升，为了能拍摄到和平鸽在我们画面
里飞过，这一镜头我们等了很久。这样的画面
往往需要前面拍摄10个到20个镜头，才能拿到
1个特别满意的画面。”

要讲出天津传承百年的城市底蕴，又要展
现历史与现在，这需要体现出古今交融的叙事
感。以当下的内容为主，那又如何兼顾过去的
内容？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制作团队采取了虚
实结合的处理方式，这需要前期拍摄内容与后
期动画相整合。路一帆说：“《行进天津》用当
代视角来解读这座城市的发展。我们通过虚
实结合的电视表达手段，用画面语言把观众带
入其中。比如，现实画面的最后一帧变成虚拟
动画的第一帧，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过去与现在
的无缝连接，通过虚拟内容和现实内容，通过
画面的巧妙设计，自然地呈现出来。”

天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教育
界、科研界、文艺界、医学界等诸多领域星光熠
熠的名人，他们推动思想启蒙，引领时代更迭，
见证城市荣光。国之大者，以风骨披荆斩棘，
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

中医药走向国际，标准至关重要。张伯礼
举天津中医药大学全校之力，五年准备，三年
编写，聘请15个国家和地区的290位中医药教

育专家共同参与编写的这套世界中医学核心课程
教材，终于在2018年完成。现在，这套十四册近千
万字的中医教材，正在被译成多国语言，发往海
外。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
伯礼说：“这证实了我们这条路选对了，中医药古
老，中医药有很多宝库，但是要和现代科技结合，
赋予古老的中医药现代科技的水平，这是我们这
代人该做的，就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

作家周骥良生于1921年7月1日。这位与党
同龄的老人，是爱国实业家周学熙的后人，也曾
是一名地下党员。路一帆说：“周老是一位百岁
老人，他在谈到天津发展时感慨良多。由于年纪
大了，谈吐不是很清晰，但他说的每一词每一句
都铿锵有力。当他讲到爱国实业的时候，我能感
受得到他对于先辈的追忆，以及对我们天津这座
城市深厚的底蕴感到骄傲和自豪。天津这个城
市其实开创了很多中国的先河，一座城市能够浓
缩我们中国近代发展的历程，这也是在其他城市
很少见的。”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说：“天津的
人，很朴实很重感情，所以我觉得，天津是个有人
情味道的地方。家国的情怀，忠诚的感情，这是
中国非常美好的传统。”天津浓厚的学术氛围，城
市的包容性、开放性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
正因此，叶嘉莹先生在漂泊半生之后，晚年回到
天津，回到南开大学继续她的研究。

路一帆表示，“在人物的这种选择上，画面中
我们的采访量并不是很大，但受访者说的是画龙
点睛的内容，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些表述。片中呈
现30秒，其实我们在沟通、采访时下了很大工
夫。通过采访对象讲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对
这座城市的认识和情感，这激励着我们这支创作
团队做好这部专题片，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
够感同身受。”

■ 每一个故事
都展现了众志成城的坚守与温暖

早餐是乐活天津一天的开始。每天清晨，最
长的队伍总是出现在煎饼馃子摊前。

乐小悦来自意大利，自从2013年来到南开大
学读研，她就爱上了天津美食，尤其是煎饼馃
子。沉醉在天津烟火气里的乐小悦，毕业后不舍
得离开，她选择留在南开大学，成了外国语学院
意大利语系的首批教师。她说：“所有的邻居都
特别热情，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早上好啊！’
‘你吃了吗？’我真的很开心。我最喜爱的是天津
的老百姓，因为天津、天津人真的都特别热情，我
真的特别喜欢天津呐。”

30 万字，历时一年，如同翻越一座高峰。
2021年，由乐小悦翻译的意文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行》正式出版。中国声音，从海河之
畔传到意大利。首批图书一经发行，便迅速售
罄。翻译如同架桥，乐小悦让更多人走过这座

桥，看到了真实的中国。
今年年初，奥密克戎疫情突袭津城，这对于摄

制组而言是一次挑战。“天津在2020年打赢了一
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这次我们又要近距离的
跟踪、记录天津如何在冬奥临近、春运在即的大的
背景下控制疫情。”通过实地采风和拍摄，摄制组
记录了很多感人生动的素材，而这也成了《行进天
津》专题片里生动鲜活的内容。

三九隆冬，天寒地冻。无论是与疫情短兵相
接的白衣天使，或是坚守一线的党员干部、志愿
者，还是配合大筛的你我他，每一个人，都在为
这座城市默默付出着。郑永伟是津南区咸水沽
镇金华北社区志愿者，他的手被烫伤了，但他宁
愿自己烫伤也不愿“大白”的手冻伤。他说：“我
端锅的时候一下没弄好，水溅出来了，就那时候
把手给烫了。我也是一名党员，我看看我手上的
伤痛，比起这些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我这点儿
伤是微不足道的。”

摄制组跟随着津南区的医务人员走进社区，
路一帆讲起令他感动的一幕幕画面：“一些志愿
者们坚守在一线，他们为了克服困难，甚至把床
都铺在了社区中心。有位餐馆老板也是社区的
志愿者，他把为年夜饭筹备的肉类、蔬菜等食材
全都做成了盒饭，免费发放给社区工作者和医务
人员……拍摄过程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们非
常感动。特别是我们在采访市民时，很多老百姓
会说‘冷在医护人员身上，但是疼在我们的心里。’
‘有总书记的指挥，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
情。’‘特别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我们
的天津！’大家这种充满温暖充满力量的话语，也
深深感染着我们。”天津这座城市是温暖的，大家
众志成城。

在近现代，天津创造了数不尽的第一，今天，
天津又在不断传承和发扬它的传统。走向未来的
天津，则在科技助力下书写着城市新的传奇。路
一帆说：“我们希望《行进海河》把这些内容呈现给
观众，让大家能够进一步了解天津，能够提升大家
对这座城市的爱和自豪感。另外，我们也想把天
津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呈现给更多的观众。”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鹏认为，
《行进天津》突出了一个“情”字，“从总书记对天津
人民、天津发展的深厚感情，到新老天津人对天津
城市融入的归属之情，从城市对海内外企业的求
贤之情，到对八方宾客的企盼之情，寓情于理、寓
情于事、寓情于人，拨动着幸福天津、美丽天津的
心弦，让人们沉浸在共情传播之中，体验出城市无
尽的魅力。”

当代作家、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院长冯骥才说：“我们天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
市，一个城市的特点往深处说，实际就是这个城市
的集体性格。这个性格离不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
化，天津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比较开放的，表现在
天津人的性格上，天津人比较豪爽、天津人包容性
比较强，这种厚道、这种亲和、这种幽默和对生活
的炽烈的这种热爱。”

近者悦，远者来。
600余载岁月，一代又一代人，用奋斗、用拼

搏，铸就了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唯有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才是创造未来的力量。天津，正站
在非凡的起点上，与1400万市民的梦想一起，再
启新程，奔向未来。

本报记者 张洁

追踪热点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策划制作的六集专题片《行进天津》近日在天津卫视收官，并在天视

新闻频道重播。全片在古今交汇激荡的华美篇章中展现“近者悦，远者来”的天津城市形象。专题片播出后，获得了良

好口碑，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该片大气磅礴，纵观古今，以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生动呈现了新时代天津令人

瞩目的发展成就、积淀深厚的革命底蕴以及灿若星河的名人名家。这部专题片的拍摄制作，融入了参与拍摄的每个人

对天津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其背后的故事如一首写满爱的诗，着实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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