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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

出，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

是影视作品。如何创作好党史题材的影视作

品？如何激活党史资料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如何用剧作手段塑造共产党人的感人形

象？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日前举办主题为“庆

祝建党百年，讲好党史故事”的影视剧本创

作研讨会，160 多位新老编剧齐聚一堂，各抒

己见。

会议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汪海林主持。他强调，创作党史影视作

品，编剧是首创，只有编剧学好党史，理解党

史，从党史中汲取资源，才能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如何创作出高品

质的剧本，如何写好共产党人，作为会议讨

论的核心话题。通过大会的沟通和交流，总

结建党百年剧本创作的经验，号召编剧会员

积极筹划明年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剧本创

作。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影《建国大

业》、《黄克功案件》编剧王兴东表示，“在新

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用新方式、新手段、新视

野创造新的能在全球传播的共产党人形象，

是我们探索的课题。题材无禁区，作家有立

场。写党史电影要敬畏党史，也要遵循电影

创作规律，摒弃流水账式叙事，敢于去伪存

真探索真相，要用好用足一个‘情’字，要着

力表现信仰的旗帜。”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电影《开天辟

地》、《日出东方》编剧黄亚洲坦言，“作为一

个写历史的编剧，我有时候很痛苦：写出个

很好的桥段删了很可惜，但当艺术构思和历

史事实产生冲突怎么办？现在我在写电视

剧《红船》，胆子就越来越小，不像 30 年前那

样把历史剪来剪去，我觉得我对历史越来越

敬畏。”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电视剧《跨过

鸭绿江》、《巡回检查组》编剧余飞说：“写好

党史题材影视作品，一是要在历史的缝隙中

寻找戏剧冲突，二是要沿真实人物的有限轨

迹寻找惯性和亮点，这两个经验有助于解决

艺术虚构和历史事实的矛盾，增强观赏性。”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电影《战狼

2》编剧刘毅强调，“写党和国家领袖也好，写

先进英模也好，都还是要写一个人，如果这

个人本身写起来比较困难，也可以写和他相

关的人把他带出来。所谓英雄并不是生来就

是英雄，也不是做什么事都是英雄，在把主

人公写成真正的人以后，要着力塑造在关键

那一刻动人的英雄行为。”

从长沙专程来京参加会议的原湖南省文

联主席、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谭仲池，

在建党百年之际创作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

传记电影《血铸忠诚》。这位曾写过电影《袁

隆平》的老党员，深有感触地讲道：“一个作

家要写一个重要党史人物的电影，首先要对

中国共产党有感情，对祖国有感情，对人民

有感情；第二，作家必须走到生活中去。”

《金刚川》、《光荣与梦想》、《浴血无名

川》等电影的编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赵宁宇，近几年曾参与多部重大革

命题材的创作。他说编剧工作没有捷径，

必须要“在学习中创作”。他直言，现在有

些写党史影视剧的作者没有看完党史，出

现大量常识性错误，有些影视行业的甲方

不了解党史，往往生编硬造。他建议创作

者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要多学习前辈

的经典作品。

《革命者》的编剧张珂，其父亲就是党史

教授，他从十三岁就爱看党史书，进入电影

编剧行业，特别钟情党史题材的创作，《革命

者》就是写李大钊的一生。他有感而发：“涉

及到党史军史的题材，编剧的知识储备必须

足够，这是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编剧在创

作时，既要尊重史料，同时也不能被史料束

缚住，要善于考察历史的空白处，大胆地把

史 料 中 的 空 白 处 合 理 地 运 用 到 艺 术 作 品

里。”而且，他觉得创造共产党人形象的作

品，核心不是要满足甲方，而是更多地去感

染新一代的年轻人。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庆祝建党百年召开影视剧本创作研讨会

将吸管插入百年党史的源泉中

正如饶曙光所说：“电影在本质

上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主要的社会

功能还是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但

是，从每一个创作尤其是每一个创作

者来说，还是有一个偏重于主要满足

观众娱乐需求，还是实现个人自我表

达和风格之间的博弈、选择。理想的

情况是实现两者的平衡与统一，但更

多的时候真的可能是‘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

焕英》、《我的姐姐》更多还是从观众而

不是‘作者’出发，更多是满足观众的

娱乐需求和情感需求。他们抓住了社

会、人生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痛点、

‘兴奋点’并且给予了一个强故事化的

极致表达。想要有效满足观众的情感

需求，达成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

建构起共同体美学，强故事化的极致

表达是必须的：有张力的故事，有智慧

的叙事，饱满的人物塑造，有质感的细

节以及能够让人记住的精彩台词，一

个也不能少。”

之前电影市场上出现的《相爱相

亲》、《老兽》、《狗十三》、《小伟》等影片

也是家庭亲情主题的电影，但是并没

有引起市场非常热烈的反响或社会的

热议话题，但是这些影片在艺术风格、

艺术探索上能够对市场进行有益滋养

和有效补充。梁君健坦言：“电影是分

门别类的。电影市场需要类似《我的

姐姐》的市场热门，也需要类似《相爱

相亲》的风格化影片，需要有不同的影

片去填充市场以达到平衡。”

刘抒鹃表示，我们中国电影市场

在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创作上还有可拓

展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这类‘治愈

系’电影，一定有市场份额的存在，只

是可能没有《你好，李焕英》那么幸

运。但是，这种幸运绝不是偶然。创

作者通过长时间积累，沉淀下的乐观、

坚守、自省等充分运用到电影创作中，

因此说幸运不能完全地概括，应该是

创作者多年的生活阅历和功力在某一

时刻厚积薄发。所以，创作者要通过

不停地学习、不断地积累，时时刻刻紧

跟生活、创作视野和艺术水准的时代

步伐。

在未来的家庭亲情主题电影创作

方面，电影从业者能做的还有很多。

从制作层面的角度来讲，家庭亲情主

题影片的创作成本相对较低，不需要

大量的特效和工业技术的支撑。因

此，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可以有更多的

艺术探索。梁君健表示：“现实主义电

影，特别是家庭题材的影片制作成本

不高，即使是像艺术性比较强的影片

——如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票

房不高，但是从制作角度来说亏损不

会很严重，是可以支撑影片运行下去

的。因此，市场需要一些艺术性比较

强的影片去充实。”

从创作方面来讲，家庭亲情主题

影片也可以尝试走系列创作之路。如

日本系列影片《家族之苦》，通过讲述

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生活故事，反映一

家人的情感关系变化。家庭亲情主题

的电视剧非常之多，近几年在社会上

引起热议的有《小欢喜》、《小舍得》等

电视剧，而像《小欢喜》、《小别离》以及

正在筹备中的《小欢喜 2》共同组成了

“小宇宙”。电影创作虽然在篇幅上与

电视剧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从系列创

作角度出发，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创

作是可以围绕以一家或几家人的生活

以及情感关系的变迁展开尝试走系列

创作之路。

关于如何提升或超越现在的家庭

亲情主题影片，刘抒鹃真诚地表示：

“我们坚信一定会超越。不同的创作

者和创作团队会有不同的方向，我们

要充分利用在特定领域的深刻认识、

切身体会，创作出不同作品。比如，我

们的团队对医疗系统非常了解，在疫

情时期我也积累了许多的抗疫故事，

这些都让我有了更多沉淀和思考。当

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创作出和

亲情、熟悉的领域有关更深刻的作

品。只有经历过、沉淀过，创作出的作

品才能够更有力量。”

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始终离不开对

现实社会的观照、对家庭生活的理解，

紧抓现实主义创作，创作出反映人民

真实生活、真实情感的影片才能获得

市场和观众的认可。饶曙光认为，即

使像《你好，李焕英》这样的所谓穿越

电影，是不是也可以有“穿越式的现实

主义”？事实上，《你好，李焕英》的核

心和灵魂还是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人

的生活的“痛点”，包括情感的“痛点”

和人性的“痛点”，所以引发了观众最

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创造了中国

电影票房总榜第二的票房纪录。从某

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电影都需要现实

主义的底色、现实主义的支撑，只不过

是表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不一样而

已。中国电影更应该去努力实现现实

主义的深化、现实主义的现代化转换、

现实主义与电影高科技的无缝对接和

融合。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应该是中

国电影的基本底色，是支撑，是灵魂。

工业化电影也好，家庭亲情类电影也

好，都应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力量，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用刘抒鹃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可

以反映现实、温暖现实。曾经有人把

我的作品定义为‘温暖的现实主义’，

我是非常高兴的。虽然有人嘲笑我说

‘现实主义应该是深刻的、批判的’，拿

着利器去伤人是最简单的，但是要用

一颗温暖的心去创作、表达、传递温暖

给别人才是最困难的。”或许，我们中

国电影在家庭亲情影片的创作上，用

更加细致、更加积极、更加温柔的方式

进行现实主义创作，也会出现类似《我

的姐姐》的一批感人的影片。家庭亲

情主题影片可以在多个层次和多个维

度下展现不同的亲情关系，用温柔的

力量化开家庭、生活中的难题，用现实

主义的底色、真诚的人性体察传递更

为积极向上的精神。

◎深耕现实题材
紧抓时代脉搏更好书写时代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本报讯 近日，支教题材电影《月照秋河》

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

的留守儿童回乡成为普通支教女教师，甘愿

平凡坚守大爱无疆助力扶贫的感人故事。影

片由青年导演郭其瑄取材真实事件，关注精

准扶贫题材，著名导演胡玫担任总监制，4 月

21 日在全国上映。

影片中的主人公以长大的“留守儿童”、

青年党员李秋榕为时代缩影，她用实际行动

身体力行践行“感恩”与“反哺”，以帮助更

多老百姓脱离贫困的方式来回馈资助者。

预告的结尾当李秋榕喊出“这里不脱贫，我

就不脱单”的豪情壮语后，最终她的个人情

感也同山清水秀的美丽山村一样收获了美好

的归宿。

身兼编剧导演的郭其瑄在基层采风的过

程中陪同驻村干部们工作，参与座谈交流，

取得了大量的真实素材，根据素材中真人真

事来进行艺术改编，前后历经三年时间，将

走访中的所见所闻的人物“灵魂”附着到剧

中主要人物身上。

（李佳蕾）

支教题材电影《月照秋河》4月21日公映

本报讯“开讲了，影视人”电影创作主题

交流分享会新一期活动迎来重磅嘉宾，掀起

电影创作交流热潮。近日，著名导演、编剧、

制片人陆川，青年演员刘雅瑟，新锐导演许

磊，以及北京启泰文化董事长、知名制片人杨

硕现身西影电影圈子，在西影大厦一楼艺术

阶梯，围绕“电影创作”展开热烈对话，与现场

观众分享电影创作宝贵经验，畅谈中国电影创

作创新路径。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赵文涛，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黄献松，以及陕西影视联盟的代表、西安交

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学子，相关影视从业者、

影迷朋友及主流媒体参加本场交流活动。活

动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影视联盟联

合主办，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启泰文化共同

承办。

▶ 聚焦创作

共谋中国影视业发展

“开讲了，影视人”系列活动由西影集团和

陕西影视联盟共同发起，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

精神，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影视人、影视企业

同仁、青年影视人才现场讲谈，旨在营造良好影

视创作氛围，加强影视业内交流互通，加快共创

中国影视高质量发展未来。系列活动的举办，

也将为陕西影视企业创作生产的提质、创新提

供宝贵的学习、合作机会。

分享会上，著名导演陆川以《可可西里》、

《南京！南京！》等执导代表作，新锐导演许磊以

执导影片《天上的孩子》为例，分别讲述了各自

的电影创作经验和难忘经历，并对新一代电影

人寄予厚望。陆川现场透露，电影《749局》正在

紧张的后期制作中。

许磊认为电影“处女作”之于青年导演具有

重要意义，勉励有志影人从“做好剧本，讲好故

事”出发，脚踏实地创作，不刻意迎合观众。演

员刘雅瑟则通过自己的代表作《十三棵泡桐》、

《致青春》、《麦路人》等，从表演的角度分享了

诠释角色时的内心体验，她认为，电影是反映

真实生活的，生活中是有“情”的，电影需要与

观众共情。

▶ 着力西部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陕西雄踞中国西部，具有浓厚的电影传

统。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涌现出《红高粱》、

《人生》、《黑炮事件》、《野山》等一批艺术与

文化水准极高的电影，由此确立了具有独特

影像风格和人文情怀的西部电影，更使中国

电影成功步入世界电影艺术之林。

谈及新时代下西部电影的选题与创新，陆

川认为，西影曾经给中国电影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对中国艺术界有深远影响。参考西

影在历史中的文化坐标，新时代中以西部为

题材的创作者，更应当以创新的勇气、开阔的

视野，深刻地感受时代、拥抱时代。

导演许磊、青年演员刘雅瑟分别讲述了

《老井》、《红高粱》、《美丽的大脚》等西影经

典电影对自己的影响，并坦言期待有更多反

映西部精神、展现西部人文风貌的现实题材

作品出现。

▶ 见证改革

感受新西影守正出新

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热情提问，嘉宾们均逐

一认真解答。当被问及“重逢”西影的感受，陆

川直言“不一样”，并表示在这样一个“图书馆

式”的分享空间聊电影，真切感受到西影的传承

和变化，相信西影在不远的将来会再次用作品

震撼世界。

嘉宾的感受并不是孤例。近年来，随着改

革的不断深入，西影加强园区建设，锚定主业生

产，不断推陈出新。2020年起，西影全力聚焦主

业，十余部影视作品陆续提上日程；促进行业资

源联动，发掘、扶植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导演。

赵文涛表示，对西影而言，这次交流具有

重要意义。身处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好时

代，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西影将以西部电影

创作为主业核心，用开放的心态与优秀电影人

深度合作，一起把西影带向梦想之地，缔造新的

艺术高峰。

据悉，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集团、

北京启泰文化联合出品的宠物题材奇幻爱情电

影《再见汪先森》，将于 5 月 21 日在全国院线暖

心上映。该片曾入围第 36 届华沙国际电影节

“自由精神”竞赛单元，是 15部入围影片中大陆

地区唯一华语片。

（静默）

影视人西影开讲：

让创新力和时代性成为电影创作风向标

“开讲了，影视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