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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媛 用新方式讲好非遗故事
本报记者 胡春萌

■ 他们选择的，是开拓者向前的勇气

“向前，向前，向前！”亦如这首《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歌》，郑律成一生向着太阳的方向前
进。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
国籍，一生留下360多部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
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
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音乐事业的开拓者”。

唐荣枚之子、音乐史学家向延生说：“郑律
成同志最早创作的《延安颂》，周恩来同志评价
得非常高，说当时好多革命青年都是听了《延
安颂》的召唤到延安来的。”如今，在延安，宝塔
山上流淌出来的是《延安颂》，公园里的百姓口
中唱的是《延安颂》，饭店里的老板能脱口而出
郑律成的名字。远在韩国光州郑律成的故乡，
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只要按动了
按钮，《延安颂》旋律就响彻街头……
《走过世纪》总导演宋林轩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讲道：郑律成之女郑小提曾说，父亲只是
跟她说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却从来没有向她提
过自己的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谱的发
现也十分偶然，有一次家里地下室发大水了，曲
谱才从地下室里翻出来，那曲谱都泡褶了。宋
林轩说：“他们是十分朴素的人，像郑律成，他并
没有把自己做过的成绩特意珍藏起来，也很少
向自己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往。子女对这些遗物
整理的时候，也是对父母了解的过程。”
“我父亲就是一个医生：红军的医生，八路

军的医生，麻风病的医生。”这是马海德的儿子
周幼马回忆父亲时，最朴素的描述。

1933年，23岁的马海德刚从瑞士日内瓦大
学攻读了医学博士，便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
在宋庆龄的推荐下，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成为最早进入红色中国的外国人。马海德
不仅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还是
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为消除
麻风病奔走近30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上海九江路的一幢小楼里的一家诊所，
这里是年轻时马海德接触中国的第一个窗
口。透过十里洋场的繁华，马海德看到的是旧
中国的灾难深重。马海德之子周幼马说：“这
时候他看到了穷人，看到了中国人这么苦难，
这么穷困。他说，我可能一天可以给二三十个
病人看病，但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中国穷人，根
本没有多大的帮助，他说改变的应该是这个社
会，这个国家。”

周幼马讲道，“父亲对我说，他到延安后要
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
国人民改变这个社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而且毛泽东说，按长
征(三军会师之前)过来的人，没有预备期，什么
时候申请入党，什么时候就是正式党员，我父
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了中国国
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申请。马海德也成
为新中国，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1950年四十岁的马海德被任命为新中国
卫生部顾问，当卫生部通知马海德前去领取专
为外国专家发放的工资补贴时，却遭到了他的
拒绝，他不高兴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外
国专家。”马海德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
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

周幼马说：“在1936年，毛泽东不舒服了，
发烧了，我爸去摸一摸看烧不烧。我父亲去世
前，给麻风病人把鞋穿上，一辈子。普普通通
的一个医生，按共产党的要求，他做到了一生
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很满意他的一生。”

■ 他们留下的，是充满情感的故事

奥地利裔傅莱在窑洞里研制出中国抗日
战场上的第一批粗制青霉素。这个救命灵药

挽救了大批战士的生命，在当时药品全面被日
军封锁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创举。傅莱晚年
留下遗嘱，将遗体献给医疗科研使用，将骨灰
撒在河北省唐县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长伴
他所怀念的战友以及他所热爱的人民。

傅莱革命生涯的起点在天津，片中首次呈
现了傅莱故居。五大道景区历史文化顾问金
彭育讲道：“我们找傅莱故居时主要通过照片，
经过反复甄别才得以确定，这个洋楼跟原来几
乎完全一样。傅莱住登百敦道，登百敦道就是
现在的云南路。”

傅莱夫人江国珍讲道：“傅莱的脚太大了，
发的鞋他穿不上，很受苦。老百姓给他做了很
合适的鞋，他觉得真舒服，真好。你说老百姓
对他多爱护。”

傅莱儿子理查德·傅莱说：“父亲在晚年时，
只要他一提到晋察冀，就很兴奋。眼里总透着
一种少见的眼神。他还说，在晋察冀工作的三
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也
是他最有激情、最幸福和最为怀念的时期。”

宋林轩向记者讲起了令她十分触动的这
一幕，摄制组在河北唐县寻访时，在一户老院
子里，一位老太太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那时
候部队的医生常常在这个院子里开会。傅莱
因为个子高，就只能斜着睡在土炕上。”老人
说：“我们院子里有棵柿子树，这个柿子树是傅
莱他们那年代就有的，现在结了新的柿子给你

们拿走，尝一尝。”
尽管他们不在了，但他们留下来的，却是

充满情感的故事。
1951年汉斯·米勒加入中国籍，1957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封布满了折痕数十载不曾离
身的入中国籍证明，见证了他对中国深沉的
爱。他的爱人中村京子说：“米勒入中国籍的
证明，怎么会这么碰巧，正好这个是跟米大夫
的生日同一天。这个是米大夫的宝贝，折过
去，折过来，折了这么多，不管去哪它就跟着
他，一直在身上。”因为一直装在身上多年，米
勒的入籍证明早已磨成了小块。

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前往延安加入八路
军队伍并开展战地医疗救助，和来自日本的护
士中村京子女士相识，结为伉俪。两位“洋八
路”在中国抗日和解放战场上救死扶伤，并肩
战斗。中村京子说：“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
本，他说就是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人，在共产党
军队里头结婚，没有过的事。”

汉斯·米勒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
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带领医疗团队研制成功
中国第一批乙肝疫苗。这位“来自德国的白求
恩”，始终为能够给中国人民尽一份力量而感
到幸福和欣慰。

汉斯·米勒1994年临终之际，特意嘱咐自
己的妻子，一定要把他的信仰传下去，不要离

开中国：“米大夫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教育了你，他
说我也是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不能忘记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我说我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中村京子守着米勒的嘱托，守在了北京的一
处院子，不曾离开，她说：“留在中国，看到中国的
发展变化，这是我的幸福。”

■ 他们追寻心中红星，走过世纪

“在我生命的夕阳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
‘你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回望自
己七十多载的新闻生涯，细数对中国八十六年的
见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坚定地写道，“在历史
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
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
义。”在《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出版后
的第二年，这份对中国深切的爱和无悔的奉献，
化作他此生的墓志铭。

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两
岁来到中国，以赤子之心见证中国沧桑巨变，将
一生奉献给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外宣事业。他用
一篇篇鲜活的新闻报道，坚定地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发声，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他
曾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
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

日本传奇“红色特工”中西功的经历首次以纪
录片的形式在《走过世纪》中呈现。他提供的情报
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为反法西
斯同盟最终取得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他在狱中撰
写的《中国共产党史》，成为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和
红军长征的日文著作。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
战争的形势下，中西功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打入
日本高层的他发给中共中央的情报、密电数百份，
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直游走在生死
的边缘，直至被日本特高课逮捕。

晚年的中西功虽然没能再回到中国，但他始
终心系中国，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等一系列著作。中西
功在去世前，一直整理撰写《我与中国革命》，这
却成了他的绝笔。“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
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
国。”遗憾的是，自1942年离开中国直至去世，他
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中西功的资料太少了。”宋林轩表示。为了

呈现更充实的内容，摄制组几经周折找到了中西
功的在东京的墓地。宋林轩说：“我们最早知道他
在日本确实有一块墓地，但是在哪儿没有人说
过。我们找了很多处，向许多专家打听，最后终于
找到了。”

在一年多的时间中，摄制组足迹遍及北京、河
北、广东、江西、陕西等十余个省市，还有韩国、奥
地利、日本的海外拍摄团队。宋林轩表示：“受访
的老年人大多是90多岁高龄，他们与平常采访的
嘉宾状态不同，他们情绪不能太激动，说一个小时
的话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为了不让受访者太累，
我们往往会去拜访两三次分着采。”
“了解他们的故事是最浅层次的，最重要的是

能够找到那些宝贵的讲述嘉宾。”宋林轩说，为了
找到讲述嘉宾，摄制组去过许多偏远的山村，不
放过一个线索，只为找到那个年代的见证者，那
些隐默在村落里的老人。当找到这些嘉宾时，他
们如获至宝，“找到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亲眼见
过他们的人，跟他们说过话的人，而此前不曾有
对这些老人的采访。受疫情影响，有的家人表示
愿意受访，但不得拖延一下，等再联系，老人没
了，我们特别痛心。”

摄制组与时间赛跑，做着“抢救性”的拍摄。
宋林轩说：“当我联系到与郑律成共同创作军歌的
词作者公木的夫人95岁的吴翔老师时，她对我
说，‘你们快来吧！也许明年我就不在了。’那时候
老人家很健谈。一年后我们的节目播出，我却得
到吴老师刚刚去世的消息。前一段时间，95岁的
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也去世了，让人十分心痛。
我们很幸运地记录下了他们的讲述。为历史留
影，为时代存像，这是我们肩头沉甸甸的使命。”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六集系列纪录片《走
过世纪》在天津卫视等频道播出。在节目播出前
夕，恰逢习近平总书记给包括《走过世纪》5位主
人公在内的16位国际友人亲属复信。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表示，《走
过世纪》聚焦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
际友人这一特殊群体，客观、生动地为观众奉献了
一部聚焦“外籍党员”富有时代精神、见证中国革
命史、题材感人、制作精良的大型纪录片，既是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举措，又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际友人亲属的复信精神，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友人的深切缅怀和始终铭
记，对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讲好
国际友人故事，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潘敬国表示，
《走过世纪》用光影艺术定格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
体——“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奉献了一部以党
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优秀红色纪录片。这群可敬
可爱的人，一生追寻着心中那颗闪闪的红星，走过
了一个世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没
有辜负他们，他们也没有辜负历史，盛世中国已经
用事实证明了，当初他们的选择是多么正确。他
们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展现出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孙振虎表示，
这部反映历史的作品是历史的记录者和挖掘者，
甚至是历史的抢救者。作品以一种诗一般的节
奏和韵律，对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进行了艺术
化的表达，更具有了电视散文或电视诗一般艺术
风骨，令人耳目一新。在历史陈述的创新上，很
多历史见证者已经无法采访，节目组通过原景重
现，配音的方式模仿了不同被访者的语气和个
性，从而让历史的陈述更接近一种话剧般的“历
史演绎”。

宋林轩说：“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好像进
行了一场跨时空的采访和对话。正如走过世纪的
六位主人公，他们崇高的精神就像一片沃土，深深
滋养着我们，我们将这一切用镜头和心灵记录下
来，讲给更多的人听，从而让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愈
加有意义。生命的长度有限，但生命的宽度和厚
度正是因为与他们的相遇而无限延展。”

据悉，《走过世纪》即将在凤凰卫视金牌栏目
《凤凰大视野》中面向全球播出。

利用现代传播手段传承非遗
有收获也有困惑

记者：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传播烙画艺术，

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媛：好几年前我就在网络上开店销售烙
画工艺品，最开始拍短视频、照片，是为了配合
销售和宣传，一般是发在朋友圈和网店上。后
来短视频平台开始火起来，差不多2018年前
后，才着力做短视频。当时积累了不少“粉
丝”，还做直播，确实是起到了给网店和实体店
引流的效果。

记者：当时的短视频平台的环境是什么样

的？和现在差别大吗？

李媛：我觉得那会儿短视频是属于发展前
期，我们手工艺人这个垂类的UP主，大多以拍
工艺作品为主，短视频呈现的样式是比较商业
化的。有一段时间，我是坚持每天直播三个小
时，早上10:00至 11:00，中午12:00至 13:00，还
有晚上18:00至21:00，这几个时间段我全部都
试过。当时确实费了很多心思，比如直播我烙
画的过程，有的人他喜欢传统题材的，有的人
他喜欢符合现代审美的，还有的年轻人喜欢卡
通题材的，每个题材我当时都设定了相应的直
播内容。直播吸引了很多人来看，也有人开始
跟我学做烙画。其实，一场直播的观众人数不
太多，也就几百人，但是好在比较固定，每天他
们会固定的时间来直播间，和你探讨一些烙画
上、雕刻上碰到的问题。有的人是单纯欣赏，
有的人是初学的，有的人也是学到了一定程
度，大家想在技法上有一个交流，灵魂上的碰
撞，那会儿每天都是这样的。

那时做短视频的人也比较少，所以说前期
“进场”的UP主可能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到后
期了，做的人也多了，竞争就比较激烈了。而且，
经过几年的发展，观众的喜好也在发生变化。
后来我就发现，短视频只展示你的作品，点击率

往往都不算太高，观众们更喜欢看制作过程，而
且对视频质量要求更高了。我也在尝试着去转
型，多拍点制作的过程和日常与创作有关的花
絮，但是发现靠我自己做，很难兼顾短视频创作
和烙画创作，没有那么多精力。

记者：最近我看你短视频更新的频率没那

么高了？是因为精力有限吗？

李媛：这个就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目
前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短视频，我个
人认为是需要团队的，最少也要两三个人。
因为首先前期要有剧本，然后制定、拍摄内
容，还要有后期剪辑制作、搭配文案。这一套
工作下来，也许我们看到的短视频只有十几
秒钟或者一分钟，但是实际上制作它可能需

要我们花费几个小时。所以说如果只靠我们
这些非遗传承人自己去做，每天我又要拍视
频，又要创作烙画，然后还要经营，说实话一
个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精力和时间都达不
到。这还只是日常的一些工作。我有时还要
参加各种交流活动，就更不能保证更新了，毕
竟我不是专职UP主。

记者：刚刚你提到，观众对短视频的喜好

在发生变化。

李媛：是的。已经不是短视频刚兴起时，
那种对内容非常饥渴的时候了。观众对短视
频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专业视频制作团队
也“进场”了。我们这种非专业的、单打独斗
的，越来越没有优势了。

非遗传承需要拥抱现代生活
用新时代的艺术传达新时代的声音

记者：那你还会继续制作非遗短视频吗？

李媛：那是当然的，我只是要重新思考做什
么？怎么做？其实不只是拍摄短视频，包括我的
烙画创作，也要考虑这两点。非遗实现活态传
承，它一定是需要融入现代生活的，它不能是摆
在博物馆里的。那么，在传播方式上，以前的手
艺人，口碑都是街坊邻里口口相传，那么现在，
最新的宣传方式，就是短视频、直播，可能过几
年还会有更新的传播方式。那么，作为新一代的
传承人，我就要积极去利用这些现代科技平台，

去为传承非遗做更多的尝试。刚刚过去这一个
月，我参加了天津大学、天津市文旅局主办的
“2022年葫芦制作技艺高级研修班”，是脱产学
习的，在这个过程中，在与很多老师和同行的交
流学习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他们的理念和做
法开阔了我的眼界。

记者：你对非遗创作和传承有什么新的想法

吗？我看有专家评价你的新作品《葫芦汉字艺术》

是将蒙德里安的色块、康定斯基节律线条和中国

传统文化的造型特点相结合。

李媛：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是不同的，这些审美
它不可能跨时代跨民族去传承，我们都是在基于
前人的工作成果上，对前人的这些技艺进行创
新。所以说我们在非遗传承上是需要迎合现代人
的审美的。我父亲也是烙画非遗传承人，但我们
两个人的风格是不同的，他偏向于传统，我偏向
于创新。我父亲的作品，有他的受众群体。我的
作品结合了现代人的审美，可能年轻人会稍微更
喜欢一些。比如，我的作品里运用的技法，不只
是有烙画，我还会添加一些彩绘、雕刻，而且我
在创作时会更注重作品的实用性，比如说做成酒
葫芦、葫芦灯具等。我父亲那一代传承人，他们
的作品更注重观赏性。但是，我的技艺和风格并
不是凭空创造的，我的创新是根植于传统的，这
实际上就是在活态传承，用新时代的艺术去传达
新时代的声音。

说回短视频，新媒体宣传这一块我是肯定要
做的，我也尝试着从后台大数据去分析观看的人
群，比如说看我视频的人哪个年龄段最多，哪个时
间段我推送这个视频达到的传播效果会更好，什
么样风格的视频会更受欢迎。前景还是很乐观
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困难，这次研修班，我发现遇
到类似困难的同行还是很多的，而且对于一些老
一辈传承人，他们想要拥抱新媒体的门槛更高，那
么同行业抱团取暖的需求就很强烈。我们能不能
建立一个非遗短视频制作团队，去让专业的人去
做专业的事，大家一起分担成本、共享成果呢？其
实有很多新的思路是可以去实践的。

追踪热点

主对话up

近日，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品的六集

系列纪录片《走过世纪》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这是国内纪录片首次将

镜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外籍”党员：郑律成、马海德、傅莱、汉斯·

米勒、爱泼斯坦、中西功，他们所创造的奇迹，汇成为红色中国胜利推波助澜的力量。该

片入选国家广电总局首批“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名单，国家广电总局建党100周

年重点纪录片名单，并获得国家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走过世纪》摄制团队历经 16个月的调研、走访、拍摄、制作，行迹遍及全国十

余个省市，“抢救式”采访嘉宾数十位。寻访、回忆、讲述，一幅幅感人至深的世纪

画卷徐徐展开，带您走进深藏于历史深处的珍贵记忆。

摄制组讲述《走过世纪》幕后故事

与时间赛跑，“抢救性”拍摄，让消散在历史深处的传奇变得清晰

本报记者 张洁

聆听我党“外籍”党员的初心、激情与大爱

作为非遗项目烙画制作技艺的年青一代传承

人，李媛一直在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非遗之

美展示给更多的年轻人。开网店、拍摄短视频、直

播……她在尝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思考，

非遗传承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年轻人的审美需

求怎么与古老的艺术特色向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