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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西安事变》的“一切为真”

史料选取多而不乱

电影《西安事变》首先体现了导演

驾驭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矛盾冲突

的能力。影片分上、下两部，上集聚焦

事件的原因，下集表现事件的经过。全

片紧紧围绕四个主要矛盾展开叙事，即

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的矛盾；张学

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国共两党的矛

盾；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的矛盾。

此外，还隐藏着亲日派和亲欧美派的矛

盾；张学良、杨虎城和部下官兵的矛盾；

张学良、杨虎城和抗日爱国群众之间的

矛盾。导演成荫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

将大、小 7 条矛盾线索有效组织，充分

展现。

西安事变的史料浩瀚，如何选择、

提炼、剪裁成为导演工作首要面临的任

务。成荫最初曾考虑从张学良从意大

利回国、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写起，但是

篇幅太长、重点不够突出。经过反复考

量，最后决定集中写西安事变前后的经

过，从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提出“攘

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丢掉三个师

得不到补充写起，迅速进入核心事件，

突出张学良、杨虎城关系的变化；张学

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

张；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矛盾的深

化。从三个层次入手取舍选材，做到多

而不乱。

成荫在创作过程中，特别强调不能

脱离现实生活和时代背景，写西安事变

必须把时代背景烘托出来，他称之为

“穿靴戴帽”的创作方法。以《西安事

变》的创作为例，李克农报告西安事变

时，党中央正在研究“东进问题”，从表

面看研究“东进”和西安事变关联不大，

但这样的细节有效地反映了时代特点，

让人物、矛盾不孤立于时代。

求“真”而不求“奇”

西安事变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

胜利,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此付出惨痛

代价，立下不朽功勋，这是西安事变的

历史本来面貌。成荫回顾影片创作时

阐述了他真实的创作史观，“我们就是

把这一事件中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发

生、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真实地再现

到银幕上。历史本身已有褒贬结论，我

们不想再主观地褒谁贬谁，或不以历史

为根据的突出那一方面。”概括而言，成

荫的创作求“真”而不求“奇”，用真情、

真事、真景，浇筑成属于西安事变的历

史真实。

在“一切为真”的前提下，摄影、美

工设计和化、服、道各个部门按要求还

原历史本来面貌。收集了大量资料做

为创作的依据，然后尽可能真实地制作

出那个时代的建筑、服饰、用具、枪炮、

车辆、飞机等等。

据统计，仅服装一项，红一军、东北

军、西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就制做了五

六千套军装。红军的服装也按当年样

式制作，以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

创作中成荫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

在选择外景地时，为了能真实地再现历

史，尽可能按原来的面貌在实地拍摄，

如南京的夫子庙、中山门、伪国民政府、

美龄宫、何应钦公馆（内外景）、西安的

杨虎城将军的新城办公大楼、住宅“止

园”，张学良将军的私邸、蒋被囚的公

馆、华清池（五间厅和蒋被抓的地点）等

等，都实地拍摄。从各个方面，使人看

到那个历史时期真实。

对真实的追求也体现在电影中人

物的语言上。据介绍，电影中人物的语

言很多来自历史人物语言的原话，如蒋

介石在五全大会上的讲话采用当时的

原话；张学良说行动不自由、张学良对

学生的讲话等等都是历史人物的原

话。成荫认为，类似的语言是虚构、想

象不出来的，用真人原话，既符合时代

特点、又符合人物性格，“生活本身提供

的东西往往比虚构有力得多”。

全国选角

不仅长得像还要会演戏

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离不开对

历史人物的真实还原，为了找到合适

的演员人选，剧组分了几个小组，拿

着原型人物的照片，跑遍了全国许多

省、市寻找演员，“有七八成像、五六

成像的演员。因为不仅要长得像，还

要会演戏，要演员都十分像，那是不

可能的。”成荫说。

据介绍，《西安事变》中的演员绝大

部分是从舞台上选的，又都是第一次在

摄影机前演戏，台词和动作上存在一定

的夸张，导演成荫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演

员走上或接近现实主义的表演道路。

反面人物塑造的突破

《开天辟地》和《西安事变》是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在历史人物塑造方面

颇具突破性意义的两部影片。《西安事

变》上映后，许多看过片子的人都说，孙

飞虎扮演的蒋介石演得好，没有用漫画

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反面人物，使人看了

感觉真实可信。《西安事变》也被认为是

我国银幕上创造反面人物形象的一次

重大突破。

谈及《西安事变》的人物塑造，成荫

曾在采访中表示，“漫画可以把蒋介石

画成脸上贴两片膏药的小丑，但是电影

则不能如此。”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如果将蒋介石

塑造成小丑式的银幕形象，他如何能称

霸一时，致使我们与他较量了二十多

年，才把他赶到台湾一隅？成荫对演员

孙飞虎的要求不是从外形上去丑化他，

而是掌握蒋介石的思想脉络，时刻从蒋

介石在不同情景中，必然产生的思想情

绪动作出发，从而避免表演中夸张造作

的痕迹。

镜头的使用

具体到镜头的使用，《西安事变》没

有采用当时流行的不以场景为重、短镜

头近交叉移跟主要人物的活动，造成强

烈印象的手法。成荫更多考虑到表现

人物和人物活动的环境，一个画面中同

时出现众多人物或两个主要人物时，渲

染他们之间相互关系。因此，电影采用

全景、中景镜头与近景特写镜头交替结

构的处理办法，为了使镜头活泼，用了

许多移动镜头。

成荫认为，一部影片的成败关键在

于人物情节的真实生动，主题思想的深

刻。“我们看一部影片，最重要的是看它

的内容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技巧只能

为内容服务，脱离内容玩弄技巧，只能

走到形式主义的道路上。”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从1977年着手查阅资料到1981年

电影《西安事变》拍摄完成，编剧郑重见

证了电影历时5年的创作过程。起初，

郑重受朋友之邀创作了话剧《西安事

变》，话剧在北京上演后，他又接受了将

故事搬上大银幕的任务。

历史题材创作如何处理历史真实

和艺术真实是创作者首先要面临的难

题。《西安事变》的编剧郑重引用两个细

节阐述了他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

理解。

细节一：电影中有东北军高福源团

长被俘接受教育后，苦谏张学良的细

节。根据史料，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被

俘，创作中为了集中写好直罗镇战役，

编剧上没有拘泥于史实，将他结构到直

罗镇战场上和牛元峰一起战斗，后接受

周恩来教育回洛川苦谏张学良。

创作中，虽然调整了高福源被俘的

具体战场，但高福源和接受周恩来教育

的历史细节都有据可查，影片实现了艺

术的典型化，也得到了相关历史专家和

观众的认可。

细节二：电影中原本设计了周恩

来、张学良延安见面，特务尾随的细

节。事件的亲历者向郑重解释了特务

职级和尾随至高级秘密谈判地点的不

可能性，郑重随后将特务职级调整为

“剿总”政训处主任，特务行为也从尾随

至延安教堂调整为去张公馆一探虚实。

修复启动早，主要专注配音

《西安事变》也是国内比较早启动修

复的经典影片之一，因为启动较早、底片

效果比较好，修复工作进展很顺利。

中影华龙电影数字制作有限公司

方荣国曾撰文以《西安事变》为例，介绍

了胶片电影的数字化修复工艺。2006
年9至12月，华龙公司耗时3个多月左

右对《西安事变》原片 190 分钟的片长

进行了再创作，最终定为 140 分钟；影

片的声音也从当年的双声道进入了杜

比5.1的制作。

中国电影资料馆参与影片修复工

作的左英告诉记者，修复后的影片主要

进行了调色和配音处理，调高了亮度，

花费 70 余万重新做了配音处理，修复

后的影片还跟西影厂同期修复的部分

影片一起做了重映。

“《西安事变》是 1981年的电影，早

期影片都是单声道、立体声，修复重新

配音、做了环绕立体声。”左英说，“当

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修复技术

和今天的修复技术有一定的差距。”

本期“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聚焦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对

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分析国内外形势，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

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达成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

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错综复杂、曲折传奇、极富特征性的历史事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电影、电视剧、话剧等

领域都有优秀作品呈现。由成荫导演，郑重、成荫编剧，金安歌、辛静、孙飞虎、王铁成等主演的电影《西安事变》是新中国首部全景式展现

西安事变历史的电影，也是导演成荫继《钢铁战士》、《南征北战》、《停战以后》之后，在战争历史题材电影创作上的一次飞跃。学者倪震在

《成荫的艺术道路》中评价其“由于反映战争历史的宏观性和高视点，在战争题材电影的群体探索的坐标系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西安事变》原本计划由著名电影导演崔嵬执导，因为崔嵬逝世，导演成荫接过了创作任务。成荫在《不是总结——有关影片<西安事

变>的一点创作心得》中分享了影片的创作细节，着重总结了真人真事历史题材创作经验，“《西安事变》这样的题材更加要求真实性，只有

真实可信，才可能动人、感人，也才能达到影片的教育作用”。

倪震认为，正是成荫着力追求的求“真”而不求“奇”，以再现事变的原因和真实过程为影片的最高任务，体现了伟大历史冲突和历史

人物之间深刻的关系。

金安歌演张学良

金安歌原定出演戴笠，进组后

导演成荫感到他更像张学良，只是

他胖一些，经过化妆师试妆果然比

原来选的对象更接近原型，试戏后

成荫看到他表演上的潜力，于是决

定让他演张学良。开拍以前，金安

歌按照导演的要求刻苦锻炼，每天

早晚跑步，使体型变得精干。开始

拍的两场戏眼神不够不理想，成荫

与金安歌不断探索、排练，他演的

张学良越来越活，少帅的味道也出

来了。

崔嵬病中看剧本

接受创作任务时，崔嵬正在河

南出外景，年逾花甲的老导演白天

在烈日下拍戏，夜阑人静了还一手

摇着蒲扇驱赶蚊虫，一手翻阅编剧

手稿。他病倒进医院后，还叫郑重

到床前逐章逐节地认真研究如何

艺术地再现这一光辉的历史事件。

崔嵬特别强调剧情和戏。他

曾说过:“ 小时候在家，东厢房后

墙被牛搡倒，父亲上去和邻家拼

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中国

人民怎么会不动感情？西安事变

本身就惊险离奇，充满了传奇色

彩，更何况我们搞的就是戏！”

成荫为拍《西安事变》第五次回延安

成荫很早就有将《西安事变》

搬上银幕的想法，1960年代他曾写

过一个剧本提纲，后因故推迟。

1980 年初春成荫接手电影创作。

他一接手就开宗明义，要把《西安

事变》拍成文献纪实性影片，为了

达到这个目标，成荫导演不仅顶

风冒雪出外景，还在 42 度高温下

拍摄。作为一个从战士成长起来

的电影艺术家，成荫对革命队伍、

对延安有着亲切、神圣的感情。

他曾表示，“1981 年春为拍摄《西

安事变》的外景，我第五次回到延

安，游子归乡，听到陕北土语唤起

我多少深情的回忆！在我年近古

稀的时候，重温青年时代的往事，

重温党的教导和延安精神，我感到

无限留恋。”

邹人倜北京查资料做模型

邹人倜 1976 年进入西安电影

制片厂做电影特技师，拍摄《西安事

变》时，厂里派邹人倜到北京查资

料，任务很明确：张作霖1928年6月

3日离开北京前门火车站，乘坐慈

禧太后曾坐过的花车出山海关一个

铁路交叉口，遇到日本人的炸弹。

张作霖乘坐的是什么样的花车？张

学良从西安到延安坐什么样的飞

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

石乘机从西安飞往洛阳，飞机是什

么样子……邹人倜在北京花了两三

个月的时间查资料，最终核实并完

成了相关模型的制作，并按照1：15

的比例制作了火车模型。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