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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萌

“高峰”电影 经得起时间检验

追踪热点

“三观正直一把尺，扎扎实实

讲历史”，这是B站UP主正直讲

史—李正Str(以下简称李正)每期

视频的开场白，也表明了他对待

历史的态度。从2021年开始，李

正在B站上陆续发布了70多个历

史科普视频，视频点击率破百

万。生动有趣的故事，跌宕起伏

的人生，一个个历史人物的传奇

一生再现。网络上李正是一名拥

有百万“粉丝”的UP主，现实生活

中他是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紫云中

学的一位历史教师，他说讲好历

史是他想用一生去做的事。

日前，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此次电影节期间，举行了多场

电影论坛，导演、编剧、演员、剪辑师等电影行业专家，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中国

电影艺术与电影工业的相关话题。其中“如何提升创作质量，打造‘高峰’电影”，

成为讨论焦点。

李正 有趣的不是我，历史本身就很精彩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主对话up

有些人应该被我们所铭记

记者：您是如何想到要成为一名UP主、在

B站上讲历史的呢？

李正：我与历史的缘分还要从大学说起。
大学时期我学习的专业是历史，当时老师给我
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选取一个历史人
物，根据他的生平来探讨朝代官职的升迁制
度。我一直对雍正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因此
我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历史上唯一配享太庙的
汉臣张廷玉。作为三朝老臣，张廷玉的一生可
谓是大起大落，充满传奇，我也在很多地方听
到过学者们对他的讨论。然而随着我对他愈
加深入的研究，发现有一些之前听到过的描述
并不是很准确。当我翻开一部部历史资料，将
一个个线索拼凑起来，直到找到最接近历史真
相的答案，那个过程让我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
快乐，我也是从那以后对历史产生了更加浓厚
的兴趣。

后来我了解到如今短视频的制作成本已
经很低了，一台相机，两盏灯，就可以完成一个
视频的录制。这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我开始尝
试着制作历史科普短视频，并发布在B站上，没
想到反响还不错。

记者：您每期视频的选题都是如何挑选出

来的？

李正：其实刚开始我没有明确的方向，就
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更多的还是分享。可能
很多人第一次关注到我，是因为我早期制作的
一个视频——《想系统自学中国史？我只推荐
三本书》。这期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70多万，
也让我的观众数量一下子涨到了几万人，但那
时我还没有想好接下来要讲些什么。直到去
年7月份，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里面提到
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其中很
具代表性的一位就是辜鸿铭，我在高中时期曾
读过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感触很深。因
此我决定从辜鸿铭开始，讲述在《觉醒年代》中
出现过的一些人物，这些人或许在剧中只有短
短的几个镜头，但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
多的人知道他们都曾有过怎样传奇的一生。
《觉醒年代》系列受到网友的好评，我想或

许这可以成为今后的一个方向，通过讲述历史
人物的一生来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感悟。我私

心是很喜欢《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这
两部电视剧的，所以我的第二个系列就是《雍
正王朝》，没想到这一讲就讲了一年多，直到现
在仍在更新。

记者：目前为止，您觉得制作难度最大或

是带给您感触最深的是哪期视频？

李正：这一年多来，我讲了很多在中国的
历史长河中留下过姓名的人物，而让我感触
最深的，往往是那些曾为国家默默付出，但却
不为人知的人。我在做《觉醒年代》系列时，
讲到了一个人——陆征祥。他一生九任外交
总长，每每在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以自己出
色的外交能力为国家挽回了损失，保全了大
国地位，但他的外交生涯十分曲折，毁誉参

半，最终也只能以遗憾收尾。在收集他的生
平资料时，我看到了一个故事很触动我。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出兵占领了我国山东
胶州湾，并提出妄图侵占我国主权的“二十一
条”。陆征祥临危受命，出任外交总长，与日
本进行谈判。面对重重压力，陆征祥全力周
旋，尽力拖延，但无奈当时的北洋政府已是强
弩之末，最终在1915年 5月 9日的夜里，陆征
祥签下了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即使这并不
是陆征祥的错，但此后一生他都生活在愧疚
之中，晚年的他选择前往比利时的圣安德洛
修道院归隐，有位叫罗光的人曾去拜访过他，
聊天时陆征祥从怀中掏出了一张记有“二十
一条”新闻的老报纸，喃喃自语地说，“我是民

族的罪人”。历史上有不少陆征祥这样的人，他
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铭记。

用我的讲述让历史人物“活”起来

记者：您现在既是一名高中历史教师，又是

班主任，还要保证B站上的持续更新，会不会压力

太大了？

李正：确实，现在既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又要定期更新B站的视频，时间和精力都非常
有限，所以我经常会熬夜，忙里偷闲，才能两边
兼顾。但我能一直坚持做下去的原因，并不在
于我个人有多少业余的时间，而是B站上这些
观众的肯定和鼓励，给了我很大动力。我经常
会收到一些喜欢看我视频的人发来的私信。去
年冬天，有一位年轻的妈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她说现在窗外正在下着雪，她一边听着我讲述
的历史，一边给孩子织着毛衣，觉得生活很美
好。她言语间所描述的那个画面，令我十分感
动，原来我的视频还可以带给一些人生活上的
影响，这让我觉得我正在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
我愿意为了他们坚持下去。压力确实存在，但
我也很开心。

记者：很多人都说历史想讲好很难，既要保

证它的真实严谨，又要讲得生动有趣，您在制作

视频时如何兼顾这两点？

李正：保证史实的真实严谨，这是讲述历史
所必须做到的基本条件。在讲述一段历史时，我
们要为所说出的每句话负责，提出的每一个观点
也是要有历史逻辑的，这都需要依靠大量的历史
文献作为支撑。而生动有趣这一点，我想并不是
我的文案有多么的吸引人，而是这些历史人物的
一生本身就很精彩。人这一生其实很短暂，能够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姓名的人，必然是作出
卓越贡献的人，而取得成就的背后，也必然是这
个人的努力与付出。而我只是将这些人生命中
的闪光点讲述出来，能够让观众共情的还是那些

人不平凡的一生。
记者：两年多的时间，您的视频点击量从最开

始的几万提升到现在的几百万，您也成为了一名

拥有百万“粉丝”的UP主，这样的变化有没有给

您的生活带来影响？

李正：我特别喜欢李开复曾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世界有你，一个世界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
最大化，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在做UP主之前，
可能我并没有过多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这个问
题，但做短视频的一年多，我觉得我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更强了。这种感觉可能在最开始时还没有那
么强烈，但随着关注我的观众越来越多，我会觉得
我的每一次讲述都是被人所期待的，这些人可能
原本对历史并没有多么深入的研究，只是出于对
我的信任，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
故事。甚至有时当我讲到一些冷门的历史人物
时，我会突然意识到可能会有几十万人是从我这
里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人物的故事，也许以后他
们也不会再去探究这个人物究竟是不是像我所描
述的那样，所以我必须要为每一位观众负责，我要
确保至少从我口中说出的历史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也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将更多的优秀传
统历史人物推荐给大家，现在的我也相信自己有
这样的能力。

记者：您觉得历史与您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李正：历史原本只是我所学习和研究的一
个专业，但现在历史和我已经产生了密不可分
的联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我，它给予
了我太多太多，我也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它，通过
留存下来的珍贵史料，去努力做好历史复原的
工作，再将它变成一个个好听的故事讲给更多
的人听。历史不仅仅是中学课本上那几行冰冷
的文字，在一个个名字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不
为人知的故事，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这
些历史人物“活”起来，也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历史的魅力，

◆“高峰”电影基本属性
思想性、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

此次电影节期间，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
在谈到中国电影人追求“高峰”作品时表示：一
定意义上讲，一部中国电影史就是中国电影人
追求“高峰”作品的历程。尽管我们不能保证
每一部电影都是“高峰”作品，但是我们却可以
呼吁每一位电影人，都向着“高峰”去追求。古
语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只有越来越多的
电影人心怀“高峰”，我们中国电影才能够在
“高原”基础上，迎来更多“高峰”。

到底什么是“高峰”电影作品？郝戎表示：
学界一般认为“高峰”电影应该具备四个基本
属性，即思想性、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高
峰”电影应当具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前沿的时
代意识，丰富的民族图景，至美的艺术追求。
而所有这一切属性，要想经得住历史检验，就
必须深深根植于人民，“人民性”是它的根本属
性。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社会生活，注重从人
民的立场描绘时代火热的思想感情。毫无疑
问，之所以“高峰”，正是因为反映了人民的意
愿、表达了人民心声。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
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地提炼生活、生动
地表达生活、全景地展现生活。

在谈到如何追求“高峰”电影时？《当代电
影》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有自己的看
法：我做了一些社会调查，我曾经问一位出租
车司机，你认为什么是优秀的电影？他的回答
是“我看两遍、三遍，这可能就是好电影”。道
理是对的，但是可能并不精确。首先“高峰”电
影本身应该是一种追求，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然后朝着目标来做，可能会产出一系列的优秀
电影，其中可能有些电影是“高峰”电影，但是
学术角度好像还是没有很好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从“高峰”电影的四属性：思想性、当代性、
艺术性、民族性来谈，优秀的电影在这四个属
性上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这四

个方面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是“高峰”电影
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需要建立多层级
的评价体系，包括它的表现力、传播力、持续影
响力等这样一些一级指标，之后还有口碑、获
了什么奖、专家评论怎么样、票房达到多少等，
最终会形成指标的模型。学术是接地气的，研
究本身是很重要的且非常有价值的，因为研究
本身不仅是认知电影本体以及电影发展过程
的层面，背后还有话语权的问题。如果从社会
发展和电影史的角度也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
指标，这个指标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达成共
识的时间维度，也就是说，“高峰”电影一定是
可以禁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
移、社会发展和变迁，“高峰”电影会愈发表现
出艺术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成为一个国家民族
的艺术珍品和文化记忆，甚至有些作品是全人
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有些作品在当时会很轰动，但是随着时

间流逝也就悄无声息了，另外一些作品当时并
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
人们会重新发现其价值。这样的作品为什么
能够禁得起时间的检验？”皇甫宜川梳理了“高
峰”电影的三个特质：

一、它一定是创作表现力、创新性上非
常强。

二、它应该能够表达人类的普通情感和普
通人的情感。

三、它能够对社会、历史和当代都有非常
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和对人物情感的表达很
好地结合在一起，并有很好的创作表达力。

◆“高峰”电影社会价值
把文明化解在其中

编剧、作家兰晓龙在谈到电影的社会价值
时这样表述：我不认为电影是艺术，我倾向于电
影是社会学，我同意称电影为“文化”，也就是文
化解于人。“高峰”电影，“高峰”并不是体现在票
房上，更重要的是明年观众是否还记得你，是否

想起一部电影时还会真心一笑。我认为真正把
文明化解在其中的作品，就是“高峰”。
“要创‘高峰’就要有数量的积累。”编剧、

导演束焕表示：“‘高峰’不是像盖楼一样一层
层搭建起来的，它是‘堆’出来的，好比一吨沙
子自由落体，落下之后自然而然会形成圆锥
形，金字塔最上面就是‘高峰’，这是创作规律
的过程。我把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港
片都看过，其中的很多是真正为观众服务的，
他们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与香港老一辈
创作者交流，他们年轻时把自己的激情和创造
力投身于创作中，这是团队化的过程，然后炮
制了大量的电影，这些电影中的很多，观众可
能看完就忘记了，但是确实娱乐了观众，他们
要为电影院的观众服务，要让观众开心，这就
是人民性。之后香港出了吴宇森、王家卫等大
量优秀的导演。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方式移
植过来，首先要有大量的有激情的创作者，我
们的体系要靠非常庞大的年轻人群体去建立，
他们凭着热血，投入、攀爬，最后才会有人能够
到达金字塔的顶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底下
所有为之奋斗的电影从业者，唯有这么大的基
础才能支撑所谓的‘高峰’。”

《电影艺术》主编谭政表示：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能够达到这三个维度就称得上
是“高峰”作品。这样的作品必须要禁得起时间
的考验，它一定呈现的是经典的艺术形象，这个
形象肯定会栩栩如生；影片表现了人性的美好，
这是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呈现，即便是残酷的影
片，也会在某些自然时刻，呈现出击中人们心底
柔软处的美好；影片必须要思考人类本身的问
题，思考人类终极的问题，要有哲学思考。

◆ 走向电影强国
向全球展现中国艺术魅力和价值观

“电影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勇于进入、勇于推动
的艺术形式，任何一代年轻人进入电影行业，永远
对上一代的作品提出挑战和不满，这是电影发展
的根本动力。”在谈到中国如何走向电影强国时，
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表示：总是要标新立异、总
是要与众不同，这是年轻创作者的心态。但是，观
众对电影有一个根本的影响，我们在电影节看电
影，跟艺术家在一起讨论电影，他们要认真分析电

影、评价电影的好与坏，观众不是这样的，观众对
电影只有喜欢、不喜欢。电影是通过电影院放映
的，这是商业的过程，观众拿钱买的东西一定是他
喜欢的，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观众不喜欢，
电影通过市场放映就没人看了。做市场电影的时
候，我有一个感觉，不能自视太高，电影的品质应
该是一个苹果树，观众跳起来可以够到，如果这
个苹果树八米高观众就不跳了。电影分两部分：
电影节电影、市场电影，这样有艺术化的电影创
作，丰富了电影语言、丰富了表现能力，让主流市
场电影水准提高，这样可以与观众和谐互动。“高
峰”是要攀登的，但是这个“高峰”不会自然存在，
比较高水平的基础是可以达成的，中国电影人是
有这个能力的。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往上爬，那是
我们的理想和努力目标。

谈到电影强国，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于冬表示：我个人体会，电影强国有两个标
志，一是本国电影在本国市场上的绝对主导地位，
电影大国我们已经做到了，无论是故事影片生产
能力，还是技术的进步、人才优势、工业化水准提
升，这些方面我们已经是电影大国了。还缺一个
标志，就是中国电影的海外出口能力、辐射能力和
国际影响力。美国电影强大是因为除了本国市场
以外，向全世界进行输出。不要把好莱坞等同于
美国电影，好莱坞当中有很多美国电影，但是好莱
坞是全球人才集中之地，全世界的导演、全世界的
制作人被吸纳到好莱坞拍电影。中国电影在面向
国际的时候是要吸纳全球的人才来拍中国电影、
来拍中国故事，要多种声音、多种渠道、多种方式，
向全球展现中国的艺术魅力和中国电影所承载的
价值观、理念及话语权，未来十年当中，我们更要
注重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谈到海外发行的意义，于冬认为：海外发行不
仅仅是卖片的生意，海外发行业务另一个重要组
成是知识产权保护。要强化中国电影的知识产权
保护，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商业价值，才有源源不
断的回血来补充壮大我们的生产力，资本市场助
力是必由之路，中国的影视公司发展一定要借助
资本市场，进入发展快车道，最终目的是吸纳全球
人才来讲好中国故事、拍好中国电影，向世界扩大
我们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