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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践行者
——评影片《柳青》

■文/许 波

凸显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

柳青为了抒写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尤其

是广大中国农民的新生活，毅然辞掉北京的

干部待遇，落户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与当

地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将自己融入农

民之中，将体验生活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

体，“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

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来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

命和这次革命是怎么进行的”问题。柳青在

落户陕西省长安县农村期间，积极参加农业

生产劳动，长期与农民吃住劳动在一起，目

睹着发生在农民身上的变化，与广大农民建

立了深厚的情谊。可以说，长篇小说《创业

史》凝聚了作家深刻的现实农村生活体验，

建立于他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浓厚的

经验基础之上。曾经西服革履的柳青，为了

和农民“打成一片”，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十

足的陕西老汉”。在皇甫村十四年，《创业

史》漫长而艰辛、专笃而坚韧的创作过程甚

至像一部行为艺术作品，柳青的行为即使在

当时也算是特立独行的——响应号召“深入

生活”的作家很多，但是只有柳青愿让自己

一家人十几年如一日地过着农民式的生

活。“要想写作，就要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

物，就先塑造自己”——柳青是这样说的，更

是这样做的。

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皆源于柳青对

社会主义的信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

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柳青希望通过自己

的笔，记录下社会主义的壮阔图景，记录下

人民群众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和社会主义

带给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影片中柳青曾

多次提到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他的书桌

上和书柜里分别放着托尔斯泰的照片和他

在托尔斯泰墓前的留影，他和初次见面的年

轻姑娘马葳（后来成为他的妻子）谈及列宁

关于“托尔斯泰是俄国思想革命的镜子”的

论述，从这些情节中折射出柳青的内心深处

希冀自己的创作也能像托尔斯泰那样，成为

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镜子，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生

社会主义铭记在历史的丰碑之上。著名文

学批评家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柳青的小说时

曾说：柳青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笨，

很老实，很稳，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像

巴尔扎克”，这是一个小说家所得到的很高

的赞誉，尤其是出自李健吾这样的批评家。

可见，柳青的创作对时代、生活和社会

的反映是成功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真

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

蒸蒸日上的火热场景，以及曲折发展的历

程；同时，它也真实刻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和精神面貌，虽然没有达到托尔斯泰的水

平，却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文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本

质特征。而影片《柳青》的创作过程，同样体

现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

凸显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力量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恩格斯的一系

列书信、文章，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了

系统而深入地阐述。同样，现实主义原则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创作方

法。影片《柳青》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进行了展现：一是展现了柳青用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长篇

小说《创业史》；二是影片用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展现了时代风貌和时代潮流中的广大

人民群众，尤其塑造出了柳青这一有血有

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柳青的创

作过程也是一个扎根生活、研究生活、发掘

生活、超越生活的过程，柳青从生活中获得

细致微妙的感知，对所描写的一切烂熟于

心。笔下的人物使他心醉神迷，他希望传

达“生活的具体性”即“逼真”和“入情入

理”；他追求“形象的能见度”，“人物的动

作、语言、表情、声调、每一个念头、每一缕

心绪，都不苟且带过。”在《创业史》中，柳青

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对

农民的理解和对人世的体察放置于社会主

义合作化运动的描述框架内，成功地塑造

出一批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形象，这些“新

人”形象既是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又是时代

精神的体现者。

正是这些“新人”形象，极大地丰富了

社会主义文艺的人物画廊，也正是这些“新

人”形象，使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不同以往

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在《创业史》中，最

突出的“新人”形象无疑就是梁生宝。柳青

以极大的热情将这一“新人”“用互助组的

示范作用，吸引、教育处于中间状态的梁三

老汉们”，并最终带领全村农民走向合作

社，开启共同富裕的新征程的“生活故事”

讲述的极为生动而魅力十足。不可否认，

无论是柳青还是《创业史》，都无法摆脱历

史的局限，以当下的视角反观过去，当初的

合作化运动或许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完

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那一

切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无到有的摸

索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值得深思的教

训。

从这个意义上看，柳青及其创作不啻

为时代和历史提供了一份生动而鲜活的样

本。影片《柳青》同样深谙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不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柳青的形象，也

塑造出了以王家斌、董柄汉为代表的农民

“新人”形象，以及刚刚步入新社会的各阶

层农民群像。影片高度还原了共和国初创

时期农村社会波澜壮阔的创业史，高度还

原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价值观，普遍的

所思所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无论是小说《创业史》还是电影《柳

青》，都具有细致的细节叙写和地域文化特

征。柳青作为艺术功底深厚的作家，他的

描述文气充沛，形成了独特的深沉的表达

力量。如曾经一度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

“梁生宝买稻种”；如梁生宝同徐改霞感情

细节描写；如郭世富卖粮……柳青的细节

描写异常细致，也特别传神。同时，柳青在

保留典雅细腻笔触的同时，也自由地使用

着关中平原富含生活气息的方言俚语，极

大保留了陕西乡间生活的本色。柳青格外

注重叙事语言形式丰富的表达力，这也成

为他的文学创作突出的艺术特质。同样，

电影《柳青》也十分重视通过细节表现人

物、通过细节塑造人物性格。如前文举过

的托尔斯泰对柳青创作的影响即是通过细

节来完成的；再如为了成立互助组而召集

的两次大会，会上村民们的表现；又如王家

斌的父亲王三老汉与柳青的几次接触及其

病危时将王家斌“托付”给柳青……可以

说，细节“描写”是影片《柳青》的一大特

色。影片画面中关中崇高壮美的山川大

地，虽然镜头不多却极具地域色彩；皇甫村

的麦田苞谷地在夕阳的掩映下欣欣向荣充

满希望，一张美丽乡村希望田野的画卷尽

收眼底。质朴而粗犷的方言口语获得了独

特的气息韵味，其语言传神达意，有效地呈

现出特定地域文化特质。影片最后柳青与

女儿站在田地旁看日出，远处的农民已经

开始新的一天的劳作了……画面乡土气息

浓厚，自然纯粹而美好。

柳青和《创业史》的启示

所有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都面临着“写

（拍）什么”、“怎么写（拍）”的问题。“写（拍）

什么”的前提在于“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有明确

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好

“写（拍）什么”和“怎么写（拍）”的问题。作

为党培养的社会主义第一批文艺旗手，柳

青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写作观，坚持为社

会主义立传的使命担当，坚持革命现实主

义的创作原则，坚定对党的信仰，牢记自己

的初心，用自己的一生抒写了一段艰苦卓

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陕西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文学传统，陕西的文脉一直在默

默流淌，他们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当

代陕西文脉的源头是柳青，后继者有路遥、

贾平凹、陈忠实……影片最后有一段写路

遥去看望柳青，用老式录音机录下柳青口

述的创作经验，并在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播

放，传递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思想的赓续

不绝薪火相传。而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

等作品，延续了柳青未竟的事业，抒写了新

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创业史、中国农民

的奋斗史。推而广之，不同历史时期的对

党抱有坚定信仰的作家，在社会主义文艺

创作方向引领下，自觉融入人民群众之中，

以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凝结满腔热忱的

希冀，抒发乐观坚定的理想信念，献出了对

于社会主义历史变革的一曲曲由衷的赞

歌。曾经导演纪录片《路遥》的陕西导演田

波，以六年时光，不断打磨，不断深入，完成

了电影《柳青》的创作。影片继承了柳青的

精神，秉承着“先塑造好自己，才能塑造好作

品”的可贵品质，践行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

艺的方向。

影片《柳青》塑造的以柳青为代表的第

一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创造者与践行者，他们

的创作与生活经历为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强调当

代文艺工作承担的时代使命，要求文艺工作

与时代同步伐，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

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

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

题、捕捉创新的灵感，要深刻反映时代的历

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我们期待着更多

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京剧电影工程”优秀影片入藏中国

电影博物馆暨展览、展映活动日前在中国

电影博物馆启动。由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京剧院、上海广播电视台及

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出品，上影集团承制

的两部优秀京剧电影《贞观盛事》、《捉放

曹》入藏中国电影博物馆并举行首映礼。

3D全景声京剧电影《贞观盛事》作为

开幕影片率先展映。该片获得第33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由国家一

级导演滕俊杰执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长荣、关栋天、夏慧华、朱世慧、陈少云

等主演。

京剧电影《捉放曹》是采用8K全景声

技术拍摄完成的首部8K戏曲电影。该片

是上影集团继《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

韩信》、《勘玉钏》、《贞观盛事》之后承制完

成的第5部京剧电影工程影片。

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表示，《捉放

曹》剧目诞生至今已有两百年历史，在戏

曲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能把这部经典

剧目搬上大银幕，是上影的荣幸，也是使

命。为了呈现影片中真实的场景细节，上

影在松江车墩影视基地的摄影棚里搭出

360度立体场景。影片舞美、造型、服化道

等精致考究，小到晾晒的咸菜、黄豆等皆

为实物。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特有的品种。

上影出品的京剧电影追求真正能站得住、

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我们希望用精良

的电影语言呈现精湛的戏曲艺术，吸引京

剧观众、特别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了

解并爱上京剧艺术。”徐春萍说。

开幕式上，“京剧电影工程”领导小组

负责人，向中国电影博物馆捐赠“京剧电

影工程”全部影片数字拷贝、系列丛书和

电影光盘，由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进行

公益性研究和放映活动。

（木夕）

本报讯 由《寒战》系列导演梁乐民执

导、江志强监制的电影《梅艳芳》日前发布

先导预告，预告片中镜头从红馆由远拉

近，走进了梅艳芳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的

后台。一袭华丽的白色婚纱，一个让人怀

念的背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从台下

徐徐地升上舞台，当《夕阳之歌》的旋律响

起，恍惚间已然泪目。此次，饰演梅艳芳

的演员尚未公布。

2003年梅艳芳留下的一个遗愿，让安

乐电影公司的江志强先生一直铭记于心，

当天对她的承诺，成就今天开拍这部电影

的初衷。

监制江志强回忆起亡友，难免伤感

道：“跟梅姐认识，早在安乐电影还是小公

司的时候，当时梅姐已经是一位当红歌

手，但不介意我们是小公司，答应为我们

发行的电影《天空之城》站台宣传，到今时

今日我仍感激她当日的仗义帮忙。事隔

多年后，2003年的某日，梅姐约我见面，跟

我说希望能为她拍一部传世的电影，当时

我和张艺谋导演商量，特地在《十面埋伏》

中为她设计了一个角色，可惜最后因为她

的离去，无法实现她的遗愿。多年来我一

直惦记着她未圆的梦，因与梅姐的交情，

我仍然希望圆她临终前的愿望，同时填补

最后《十面埋伏》合作不成的遗憾，这是我

想拍电影《梅艳芳》的初衷。”

拍摄《梅艳芳》最难的一点，得要找到

合适的演员、导演和剧本，这些年一直在

寻寻觅觅，最终在大约三年前，天时地利

人和之下把所有都找对了。

“这些年来，我们等待一个好剧本，好

导演，更重要的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演员出

现。”江志强表示，曾花三年多的时间在全

亚洲找合适的人选，“没有她，我们开拍不

了这部电影，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不只是

幸运，还有一份缘分。同样的，没有梁乐

民这位有心的导演，也完成不了《梅艳

芳》。”

导演梁乐民也在这份“因缘”下成为

《梅艳芳》这部作品的导演和编剧。“当时

《寒战 2》还在后期剪辑阶段，江老板邀约

会面，告诉我他有一个愿望，一直很想实

现，就是想拍一部梅姐的传记，问我能否

执导。我告诉老板，你选择今天跟我说这

个愿望，我很难推却的。因为当天是 12
月 30 日，梅姐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导演

生涯能遇上《梅艳芳》，是我的福气，一路

走来，从资料搜集、剧本定稿、选角、拍摄、

剪辑到后期，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生

命中曾经出现梅艳芳，是我们的福气。”

（木夕）

传记电影《梅艳芳》发布先导预告

上影出品《贞观盛事》《捉放曹》
在京首映

本报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

日，由杨枫执导，张涵予、范伟、魏晨、周

也、俞灏明、森博之主演的电影《铁道英

雄》发布首支预告——“准备行动”版预

告，战火纷飞的年代，山河危机的呼号，民

族兴亡匹夫有责，有这么一支队伍，他们

用平凡之躯成就不平凡之事，面对侵略者

挺身而出绝不后退，用枪火与智慧拯救深

陷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保家卫国。

电影《铁道英雄》根据发生在 1935年

至1945年间，洪振海、王志胜、杜季伟、刘

金山等“鲁南铁道队”抗战英雄的真实事

迹改编，将于2021年国庆正式上映。

为了更好地展现这支在枪火中前行

的队伍，电影《铁道英雄》在筹备时，导演

杨枫便长途跋涉，多次参观铁道相关博物

馆和查证相关资料，同时采访相关人员了

解队员们日常细节。影片在美术方面则

有着独特的创新，将依据历史资料为蓝

本，结合三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工业风格，

还原一个工业气质厚重的旧时代工业小

城画卷，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

“鲁南铁道队”是抗战时期活跃在鲁

南地区非常重要的武装力量，他们面对压

迫，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他们的事迹家喻

户晓，是三代人的共同记忆。当被问及出

演《铁道英雄》的感受时，张涵予坦言作为

演员能够出演这部电影是圆自己小时候的

一个梦。范伟则表露这个故事一直鼓励我

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能够出演这部电影

感到十分自豪。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将

这一事迹再次搬上大银幕是对抗战精神的

一种纪念，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这种不惧危

险，抗击敌人的精神能永远流传下去。

电影《铁道英雄》由华谊兄弟、中影股

份、和纳（北京）、中铭盛世（深圳）影业、华

谊兄弟电影（青岛）出品。

（杜思梦）

《铁道英雄》发布预告
张涵予范伟“奏响民族最强音”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文艺“为什

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整个《讲话》就是围绕“为人民”和“如何为人

民”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讲话》为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

后，《讲话》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建国初期至“文革”发生前的“十七年”长篇

小说创作中，涌现出了深受当时人民群众喜爱的俗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指《红岩》、《红

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八部优秀作品，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实绩。其中，柳青创作的《创业史》，以史诗性的笔触对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

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了艺术地抒写，“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也是柳青以文学创作深入实践《讲话》精神，扎根人民群众集体

之中，见证宏伟历史进程的自觉努力。

柳青以《讲话》精神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自己的创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开创者和践行者之一。影片《柳青》以柳青创作《创业史》的过程

为时间轴线，一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百废待兴，在全国农村开展的轰轰

烈烈的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了真实客观地展现；另一方面，将《创业史》的创作过程及

柳青的人生经历真实而艺术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既彰显了时代的洪流，更表现了时代洪流中

人的行动、情感、思考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