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兴东生于普通工人家庭，下

乡当过知青，入伍成为一名边防战

士。基层生活为他积累了大量素材，

在后来漫长的编剧生涯中，深入生

活发现素材也成为他创作的基石。

他把编剧创作比喻为春蚕吐丝：“春

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锦缎，经由

丝绸之路传递到世界各地。编剧的

创作就是从深入生活采集素材开

始，一步一步发现题材，创造人物，

挖掘思想，编织成精彩的故事。”

他以军人的作风突破障碍，攻

克堡垒，大胆创新。他用电影最先

揭秘了雷锋牺牲的真相；他率先将

延安时期审判黄克功案写成电影

《黄克功案件》，为党史和延安法治

史留下浓重的一笔；他最早以电影

的方式关注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他

创作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故

事，又将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许海

峰的人生经历写成电影……他的原

则是写别人所未写，创造前所未有

的电影故事。

王兴东还曾创作《狼犬历险记》

《鸽子迷的奇遇》《飞来的仙鹤》等一

系列有关动物的剧本，以简单诗意

的情节表达深刻的哲理，呈现乡土

情怀。他曾凭借《蒋筑英》《离开雷

锋的日子》两部剧本两度荣膺金鸡

奖，后来又担任过金鸡奖评委。他

说：“金鸡奖主要奖励艺术的创新与

突破。奖杯主体都有底座，金鸡站

在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意思就是生

活为基，功力为础。一部获奖作品

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创新能力

为基础的，奖杯的含金量才更高。”

当下很多大学开设了影视文学

专业，编剧队伍成长迅速，年轻编剧

挑起大梁，王兴东感到十分欣慰：

“年轻编剧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

去学习。”在他看来，电影的一切从

剧本开始，题材无禁区，编剧有立

场，电影不是简单的商品，也不是概

念化的宣传品，而是作用于人的精

神产品，必须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人

生观、世界观。

四十余年的编剧生涯，创作了

三十多部电影作品，王兴东怎样从

一个边防战士成长为电影编剧？他

独到的创作技法是如何形成或受何

人影响，其每一部影片背后有什么

样的故事？编剧是写故事的人，编

剧本身也是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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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0年56位贫困学生的求学故事

寒门学子的人生攀登

口述 艾苓 整理 何玉新

近日，黑龙江绥化学院教授艾苓

的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由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出版。作品以口述形式记录

了56位贫困学生的人生故事，记录了

他们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书中部

分内容曾在《读库》发表，引发广泛讨

论。艾苓的母亲姜淑梅被誉为“传奇

奶奶”，60岁开始认字，出版了多部畅

销书。艾苓曾多次陪母亲回山东老家

采集故事，那时候她以为好故事都发

生在母亲经历过的“乱时候”和“穷时

候”。当她做了贫困学生这个选题后

才明白，好故事一直有，就看你是不是

愿意走进生活现场。

敞开心扉走向学生

借助文字彼此照亮

绥化学院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北
林区，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
的县城和农村。我是绥化学院1987
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
员、记者，凭借写作上的成绩，2005
年，38岁时回到母校教写作。
那时候我领的是助教工资和讲师

津贴，但幸福指数超级高。办公室有
个同事告诉我，每次我起身去上课时，
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在自己的母校，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喜欢的事，
还有比这更幸福的职业吗？只有恶补

学历跟英语较劲，或者为论文绞尽脑
汁时，才稍稍拉低了我的幸福指数。

很多人羡慕高校老师不用坐班，
还有寒暑假，其实我们只是换了工作
地点。就算是法定假日，早8点我也
开始工作了，读书，备课，写论文，批阅
学生作品，经常加夜班。这样忙了七
八年，顺利晋升副教授。我教过的学
生作品见诸报刊，文盲老娘姜淑梅成
了作家“传奇奶奶”，而我自己倒没什
么作品。娘说：“写了那么多年，你才
出版了三本书，我都撵上你了。”还说：
“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你的书咋不加
印呢？”被高龄学生打脸，我哭笑不
得。我必须用作品向娘证明，老师就
是老师，会教更会写。

我发现写作课特别神奇，在我敞
开心扉走向学生的时候，他们也打开
心扉走向我，借助文字，我们曾经彼此
照亮。我的日记里埋藏着大量写作素
材，2016年我出版的《咱们学生》就是
我的教学笔记。记得在成书之前，我
觉得里面缺少贫困生系列，便在QQ
和微博上做了贫困生微调查。收到的
反馈林林总总，我发现这是一个大课
题，是另外一本书。

在时间跨度上，我选择了2000年
以后的毕业生，这个时间节点，高校毕
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2017年
暑假，我选择了西部、中部、东部等多
条黑龙江省内线路，采访了几十位当
年的贫困生。黑龙江以外的毕业生采

访，多是出差或者陪娘参加活动的间
隙进行的。个别采访是线上完成的，
接受访谈的师生超过200人。临近退
休，我终于完成了这件事——追踪贫
困生的成长历程，为贫困生立传。

如果我遇到同样的困境

未必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这十几年来，我接触的学生超过
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我
通过社交平台发出“贫困生调查说
明”，寻找毕业生，同事、朋友、学生们
纷纷转发，还帮我联系到自己的学生
或同学。最初我不知道该如何呈现内
容，采访完第二个学生的时候就明确
了，我决定由受访者自述，这样可以避
免信息流失。我愿意隐身在文字背
后，做那些声音的记录者、传达者。众

多的声音汇集起来，才能构成寒门学
子的集体发声。

采访时我没有录音，我想更认真
地倾听，只记录一些细节和关键词。
有些故事和细节我们反复沟通，几易
其稿，应该说，这本书是我和受访者共
同完成的作品。有些人愿意向我倾
诉，但不希望出现在书里。有些故事
稍显重复，整理书稿时忍痛割爱。我
也经常设想：如果换了我，遇到他们的
困境会怎样？答案是：我未必有他们
做得好，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有个女生特别瘦弱，身高不到1
米5。毕业前夕，她用兼职收入还清
助学贷款后尚有余额，拉着好友去逛
街，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穿上
后特别满足，笑着说：“长这么大，我第
一次穿这么合脚的鞋。”我采访她的那
位好友，对我说起这件事，仍是泪眼婆
娑：“穿别人的鞋长大，她怎么可能有
合脚的鞋呢？”

有个班初选贫困生，班长统计完
说：“现在多一个人，谁愿意主动退
出？”一个男生举手，事情解决了。毕
业前，同学帮辅导员整理档案，看到他
的家庭登记情况，他爸爸患有精神疾
病，其实他更需要助学金。

有个女生看起来特别阳光，大学
毕业四年后，她有个心结还未打开：小
学五年级某次课间，老师跟大家解释，
她这次考试没考好，因为她爸爸去世
了。喧闹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谁都
不说话。她问我：“他们为什么这样对
我？”我问：“你希望大家怎么做？”她
说：“我希望他们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说：“一
年级的孩子或许会那样，五年级的孩
子大致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他们在
用静默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无措。”听完
我的回答，她终于释然。

贫困生群体的大学生活不乏温

馨，也不乏精彩，很多人兼职尝试经济独
立。有个女生告诉我，2017年她一学期
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其中伙食费600
多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
豆丝、大头菜、豆腐可以换着买。毕业
前，她用饭卡里攒下的助学金偿还了部
分助学贷款。让她感到疼痛的不是贫
困，而是学业上的差距，有些同学的专业
课作品，她怎么努力也做不出来。

他们当中没有“成功人士”

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梳理贫困生采访札记，我也看到了
这二十几年间社会、学校对待贫困生的
变化、进步。有位班长告诉我，当年班级
评选贫困生，有个女生低着头走到前面，
大概一分钟，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哇的一
声哭了。同学投票，她的票数最多。当
众诉苦互相比困，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
停。此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
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
以往信息闭塞，勤工俭学方式单一，

想做家教得举着牌子到大街上推销自
己。网络普及后，校内兼职QQ群、微信
群的信息很多，贫困生更愿意选择与自
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兼职，为日后求职积
攒履历。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费
用让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
是贫困生的首选，进入全媒体时代，贫困
生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他们中
的很多人愿意自主创业，选择自由职业。

贫困生这个群体毕业后过得怎么
样？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们求职顺利
吗？工作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总
体来说，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
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大学毕业并
没有让他们鲤跃龙门，快速完成阶层跃
迁，他们依然受制于贫困。没有人脉资
源，没有名校光环，银行卡里余额不多，
经常被当成三本院校毕业生，他们只能

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一点一滴地积
累、攀爬，没有奇迹。

我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之为“摸爬式
努力”。有人卖过服装，在服装店门口大
声吆喝；有人卖过保险，一个月没签一份
保单；有人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在
编老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人在年
会上准备抽奖，被同事叫停，因为她是临
时工，抽奖没她的份。他们哭过，怨愤
过，但没有退路，只能在泥泞中继续摸
爬。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
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
质量的生活。

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大学毕业两
年后贷款在农场买了房子，虽然只有60
平方米，在顶楼七楼，但装修完的那天，
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她告诉我：“我俩
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
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
跟着我一起打滚，那感觉太幸福了。”

尽管生活还是很艰难，但很多贫困
生毕业后便开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
会。他们当中没有“成功人士”，但每个
人都很了不起。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绥
化学院的寒门学子给出回应：教育一直
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
运的最好投资！

写这本书，我还想试着为这个群体
勾画一幅群像。他们来自欠发达地区的
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
女、单亲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过校园
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
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他们自卑，敏
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动
跟老师互动，内心时常纠结。让他们纠
结的可能是囊中羞涩，可能是自己的方
言，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话，可能是自己无
法克服的紧张情绪。我还想告诉读者，
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收获，毕业后过
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讲述

印 象

他把编剧创作
喻为春蚕吐丝

王兴东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
文 阿加东

中国人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是
由无数中国人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创造出来
的极为可贵的精神能源。我有幸创作了《一
个人的奥林匹克》和《许海峰的枪》两部电影，
在银幕上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奥运梦想。

有“中国奥运第一人”之称的刘长春，是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文史资料选
辑》第70期发表了《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
会始末》，记录了自己1932年只身前往洛杉
矶参加奥运会的往事。他曾是大连玻璃厂的
工人，由于跑得快被东北大学破格录取，百米
成绩为10秒8，是当时的全国冠军。他决心
赴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张学良为他饯行，资
助他8000块银元。尽管在100米和200米预
赛中就被淘汰，但他不畏强手的勇气让人感
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民族的尊严敢
于挺身而出，一路冲刺，单刀赴会的英雄气
概，像暗夜里的火炬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奥运
征程，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为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而永远奔跑。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经过一年
多的采访和调查，创作了《一个人的奥林匹
克》这段中国人悲壮的参赛故事，得到国际奥
委会主席罗格的支持，他为影片题写了英文
片名。影片拍摄制作完成后，我随北京市广
电局到美国洛杉矶做宣传，许海峰也受邀来
到洛杉矶。当年刘长春来这个城市参赛没有
取得成绩，而在1984年，许海峰在这里实现
了中国人夺得奥运会金牌的“零的突破”！把
许海峰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成为我的另一
个梦想。

电影是以人为本的艺术，许海峰是写入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杰出代表人物，做这样
的电影是有着现实与历史价值的。由于许海
峰当时名不见经传，没有留下完整的影像资
料，这也为电影创作留出了空间。在许海峰

的信任和授权之下，我带着年轻人
王放放深入采访了许海峰，见
到了所有能见到的涉及许海
峰人生道路成长的人物。

我问许海峰夺得第
一枚金牌时的脑子里在
想什么？他说：“当时并
没想太多，就是想做好每
一个动作，最后一发子弹
打出去，得了冠军时，我才
意识到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

人的第一枚，更是中国人的第
一枚，还是萨马兰奇当选奥委会主

席颁发的第一枚，是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
第一枚。”
许海峰回忆，那天萨马兰奇到场颁奖，突

然宣布推迟30分钟，因为王义夫赢得第三
名，必须同时升起两面中国国旗，而组委会只
准备了一面，只好等待工作人员回驻地再取
回一面五星红旗。这个等待国旗的情节，也
成了电影剧本的亮点。当第二面五星红旗运
达会场时，气氛达到了高潮。

中国人一次次零的突破，铸造了中华民
族的精神脊梁。作为文艺创作者，我们有责
任为英雄讴歌，为勇士立传，让零的突破的精
神激励后来人，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精
神基因。

只有贴近人民群众

才能激发创作冲动

王兴东当过知青，19岁应征入伍到吉林省
延边军分区边防二团，又参加了军分区宣传队，
写快板、歌词、戏剧、小京剧，在部队出了名。
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招
人，部队推荐王兴东考入长影。本来他有机会
当演员、场记甚至导演，但他却选择了当编剧。

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特别重视剧本
创作，编剧队伍很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
的编剧于敏、《上甘岭》的编剧林杉、《智取华山》
的编剧纪叶都出自长影，编剧在长影地位很高，
影片开始字幕上第一个署名就是编剧，厂院里
有一幢日式别墅“小白楼”，是专供编剧修改剧
本的地方。

当时编剧张天民创作反映大庆石油工人
“铁人”王进喜事迹的电影《创业》，请来老编剧
孙谦助阵，长影领导派王兴东担任助理，协助搜
集资料，也负责照顾张天民和孙谦两位同志的
日常生活。在大庆油田，三个人跑遍了钻井队、
采油队、炼油厂，采访了很多石油工人，那段经
历让王兴东受益良多。
张天民告诉他：“生活的大地蕴藏着无穷无

尽的能源，不下钻头是打不出油来的，打10米
是水井，打1000米才能出原油！没有油，天上
飞的、地上跑的都玩不转。剧本创作的道理也
一样，要向生活的大地开钻，向生活要能源，向
生活要能力。生活是源，人物是根，没源没根，
一切发昏！”
这段话王兴东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放弃

了小说、散文的创作，一心学习编剧，把自己对
生活的感悟、态度、观念，甚至我的人生宣言都

写在剧本里，放大到银幕上。”他的每部剧本都会
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井位”，盯住人物，一钻到底，
直到钻出“油”来，抵达这个人物的灵魂。蒋筑英、
孔繁森、乔安山、牛玉儒、许海峰、刘长春、曾联松
等，都是他从生活中“钻”出来的。

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无字的剧本。他一直奉
行剧本不能用手“写”，而要用脚“写”，只有贴近人
民群众，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被生活触动，有触
动才有感动，有感动才能激动，有激动才有创作冲
动，才能以高于生活的标准去提炼生活，表现生
活。这也是长影老编剧们教会他的写作方法，“生
活是本经，一念就灵”。

同样，生活也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感动。1980
年，王兴东和王浙滨合作编剧电影《明天回答你》，
到大连机车厂体验生活。有一天下大雨，鞋湿透
了，王兴东拎着鞋、光着脚走进机械二车间。待他
采访完回驻地时，车间安全员送来一双雨靴：“您
得留神，厂里地上全是铁屑，别伤了脚。”几十年后
回想起来，他心里仍涌动着一股暖意。

通过采访了解大量细节

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王兴东的经验是“脚
踩两只船，手拿两把刀”。他解释说：“所谓两只
船，一是生活的大船，二是市场的航船；两把刀，指
的是刻画人物的雕刻刀，剖析现实的手术刀。”

1982年6月，长春光机所研究光学传递函数
的科学家蒋筑英到成都出差，当晚开会到深夜，次
日一早换乘两次公共汽车，又步行三段路程到达
某工厂开展工作，后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
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抢救无效去
世，当时年仅43岁。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兴东出任电影《蒋筑英》
的编剧，他从长春到北京，再到成都，调研长达一
年，采访了六十多位蒋筑英生前的亲属、老师、朋
友、同事，记下几大本采访笔记。蒋筑英的同事、
数学家孙国良告诉王兴东：“蒋筑英是个喜欢较真
的人，平时去菜市场买菜，小贩的菜牌写了错别
字，‘韭菜’写成‘九菜’，‘大葱’写成‘大冲’，他也
要给人家修改过来。”很多这样的细节集中在一
起，蒋筑英的形象变得立体而鲜活。

有一年，王兴东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乔安山的
故事：他与雷锋一起出车执行任务，倒车时意外撞
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柞木桩子，正打在指挥倒车的
雷锋的太阳穴上，雷锋受伤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
无效去世。乔安山这个人物出现在王兴东的脑海
里，他想：“身为事件旋涡中心的人物，乔安山到底
是怎么面对周围的战友，怎么面对铺天盖地的学
雷锋活动？这些年他在干什么，他是怎么熬过来
的？”他认为这个从未被曝光过的真实题材值得深
入挖掘，于是前往辽宁铁岭采访乔安山，想要创作
《离开雷锋的日子》。

当时乔师傅56岁，下岗已经3年，家庭主要经
济来源靠他和妻子在农贸市场卖茶叶、糖果。夫
妻二人住在旧宿舍楼三楼的一个小单元房里，房
间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和雷锋的合影。当乔安山得
知王兴东此行的目的时，表现得有些抗拒，他并不
想让太多的人知道雷锋的离世与自己有关。王兴
东向他承诺：“影片拍成后请您先审查，您要是不
满意，就不通过，一直改到您满意为止！”

或许正是出于对战友的那份深深的怀念，乔
安山终于打消顾虑，同意配合采访。当时手机尚
未普及，创作过程中，两人需要频频联系，开始时
王兴东只能给乔家楼下的小卖部打电话，小卖部
的人再去喊乔安山，实在是不方便，他干脆自掏腰
包给乔安山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随后，他又奔
波辗转采访到雷锋的战友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
等人，最终顺利完成了剧本。

样片完成后，剧组请来乔安山，专门为他放
映。乔安山看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看完之后，他
拉着王兴东的手泣不成声：“你解开了我的心结，
我对班长有了一个交代，你们让班长的精神回家
了！”《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后，全社会掀起了关
于雷锋精神和雷锋故事的讨论，不仅票房大获成
功，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更要追求艺术品质

由王兴东担任编剧的《建国大业》是一部主旋
律电影佳作。回想这部影片的创作始末，王兴东
说：“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写了电影
《共和国之旗》，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一届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集新中国国旗图案，最终选
定了曾联松的设计方案。后来，我又在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上提出写《建国大业》，庆祝新
中国成立60周年的构想，得到上级支持，开始创
作剧本。”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每一位都有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都能写成一本
书，写谁、不写谁，如何取舍，很难做出选择。王兴
东与搭档陈宝光研究，最终确定用“一个篱笆三个
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结构模式，重点表现毛泽东
主席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副主席肝胆相
照、风雨同舟的情谊。这部影片情节紧凑，故事精
彩，环环相扣，2009年上映后在观众中产生了极
大影响，完美体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应有的
艺术水准。
《邓小平小道》也是王兴东呕心沥血创

作的一部精品。当时，在读过《邓小平的南
昌岁月》之后，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
特别适合用电影来表现的故事。2004年，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兴东
和团队在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的帮
助下，深入到邓小平同志下放的新建县（今新
建区）拖拉机修配厂，采访了很多当年的见证人。

王兴东了解到，尽管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作条
件很艰苦，但邓小平同志仍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
态，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体现出政治家的高风亮
节。他曾累得低血糖晕倒在地，工人程红杏用一
碗红糖水救醒了他。而专门为他修筑往返于车间
和住所的乡间小道，更体现出工人们对邓小平同
志的尊敬和爱护。王兴东创作了《父亲邓小平》
的剧本，但暂时没能投拍，于是他又改编成了广播
剧《深情》。

历经15年，王兴东终于完成了《邓小平小道》
的剧本，并成为建党百年重点剧目。他亲自出马
担任艺术总监，请来老搭档雷献禾做导演，特型演
员卢奇出演邓小平，在江西实景拍摄。王兴东说：
“这样的电影不是过眼云烟，而是一块基石，在历
史画卷中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王兴东自述

再现许海峰“零的突破”
凝聚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王兴东
1951年生于辽宁省大

连市，国家一级编剧。编剧
电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
《邓小平小道》《蒋筑英》《孔繁
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一
个人的奥林匹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