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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文/本报记者 赵丽

专访《1921》监制、导演黄建新：

尊重历史打造细节真实 传承革命精神读懂百年初心

《中国电影报》：现在站在建党百年

节点上，在讲《1921》的故事的时候，您

的 思 路 与 拍《建 党 伟 业》时 有 什 么 变

化？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黄建新：《建党伟业》是拍历史，

《1921》是拍人的，我们可能会记住在

《1921》里，李达夫妇很恩爱、王会悟很

美，她靠在李达的肩头，这个时候会让

人感动。这样的电影人物除了他的理

想之外，还有生命的附着——可能多年

后我们会记住这个镜头，会记住毛泽东

在跑步的镜头……这样的镜头配合音乐

从而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不依赖复杂理

论的前提下，让观众记住生命的过程。

在那场戏里，我告诉毛泽东的扮演

者王仁君，我问他你跑步好不好看？他

说还行，我说你练一练，你跑得好，就能

把电影角色彼时彼地想要传达的意思

表达出来，跑得不好，这层意思就不存

在了。我告诉王仁君，你得跑出那个劲

儿，他伴随音乐的旋律一直练习，最终

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效果。我们

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象征的、艺术的手法

去表现毛泽东勇敢地跑步，剥离实际的

场景、表现奔跑的动作。通过这些手

法，我们不仅在电影里讲述道理、讲述

历 史 ，还 能 去 呈 现 一 些 真 正 的 电 影

形态。

“一大”的十三个代表中，大多数是

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为了国家的理想背

离了自己的理想。所以人类的精神理

想是真的可以超越，当他把一个民族的

使命与自己的使命合二为一时，他会变

得坚强。

《中国电影报》：这个故事主要是围

绕建党开展的，镜头一直延展到新中国

成立，这个设定是基于什么考虑？

黄建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到“二

大”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段

时期对共产党员的杀戮已达到了疯狂

的地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

的武装，主要是通过国共合作来推行最

新的社会主张，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南

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才结束，

这个经历是这个政党、这一群人物在当

时的背景下所必须经历的。

在这一个过程中，有许多人牺牲

了。可以说共产党的成立是先烈们用

生命换来的，是革命先烈精神的延续。

我们通过一些象征性的画面表达，

向观众展示了一种精神的延续，而这就

是电影艺术希望反复强调的东西。它

不是一个写实的，而是由很多象征、意

味所构成的一种精神走向。

《中国电影报》：作为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的电影，如何平衡历史史实和艺术

表达？

黄建新：《1921》故事情节与事实匹

配度非常高，这就给我们的艺术表达留

出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充分地刻画人

物、传递精神、表达感触。

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电影是无法超

越书本的——书籍可以记载更真实的细

节，比如历史人物在具体时间到了那

里，但是电影是无法实现的。电影的核

心是一系列视觉流动体系所创造出来

的一种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人。比如，

《建国大业》就不是写人的，而是写大事

件。《建党伟业》一开始讲的是 1911 年的

武昌起义，以孙中山这个角色为叙述起

点，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张勋复辟，从

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件中看到中国的

走向，到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部分，影

片就结束了。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很难做到兼顾描写每一个人，仔细

描摹每一个人的个性。电影就是用白

描的手法简单覆盖到个体，影片里的人

物没有一个自始至终贯穿的性格走

向。而《1921》就是另外一种人物表现

手法了。

《中国电影报》：创作团队对史实非

常看重，还有党史专家进行指导，电影

里是否有挖掘呈现有趣的史实？

黄建新：在《1921》这个影片中，需要

有一个人物角色整体牵线，将松散的电

影结构串联起来。

故事是从 3 月份开始的，得有一个

人写信通知各地来沪参会的共产国际

代表发生了什么事请，基于这一个背

景，我们就着手研究李达。李达其实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伟大哲学家，很多中

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都是通过李达

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进入了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我们再来看一

下李汉俊这个人物，李汉俊牺牲得很

早，他也精通多国语言。

准备这部影片的几年时间里，我读

了近 300 本建党先辈的著作，试图触摸

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文化素养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

语言习惯。

在电影进行表现时，我们主要把一

切融入到角色的性格和日常交往的细

节中，而不是夸夸其谈。我们都用生活

细节将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呈现出来，

而不是以概念的形式。

《中国电影报》：所以说，这些细节

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

黄建新：我们会找到一个被触碰的

点，而这恰恰是角色塑造人物真实存在

的品质，所以我们才会放大，顺着它流

入的线性逻辑去寻找。电影里有一段

刻画李达划着火柴准备烧日货的时候，

发现火柴也是日货的时候，他哭了。

不仅是李达，我们在找每一个人的

性格特点。比如在电影里刻画陈独秀

的性格，他在讲到二次革命的高潮必将

到来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动的

状态，也是真实地反映出他本人所具备

的演说家的性格的；陈独秀又是一个非

常任性的人，电影里面也有非常多地围

绕这个性格特点的刻画，比如“五四”当

天一结束就义愤填膺地亲自上街发传

单了，后来被抓捕入狱。又比如，李大

钊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说一句就

是一句，李大钊在电影中说“你是领袖

不是少年”这句话的时候富有感情，不

仅中肯，又很尖锐。

通过这些刻画，我们希望这些历

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

前，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是有

亲近感的，也可以跟历史人物具备相

似性。比如电影里，李达所呈现出来

的执拗的性格——他冒着被巡捕发现

的危险去秘密印刷厂把“百姓”改成

“人民”，目的是让大众知道“人民”才

是主人，而这些都是电影里面呈现的

人物性格特点。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

证初心。百年前，一群革命

先辈胸怀千秋伟业，在国家

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

出，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用

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

慧、力量写就辉煌。

而今，建党百年之际，导

演黄建新怀着无限敬意，携

新作《1921》进一步解读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沧桑中的勇

气和担当。对于党的激荡百

年史，黄建新始终带着一种

求索的心态，力图通过电影

的镜头语言，揭开这一百年

大党的成功密码，“百年前的

中国，为什么一个仅有50多

人的政党，只用了28年的时

间就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

我们想拍这个戏的原因”。

在电影产业迅速升级、

电影市场不断扩容的今天，

主旋律电影开始成为大银幕

上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极具

教育意义的史实，贴近当下

的观众，是所有主旋律电影

创作团队面对的考验和现实

之问。

唯有真实，才能有更强

的代入感。

银幕的背后，是无数人

“求真务实”的艰苦努力。在

电影开拍之前，主创团队的

搜集史料、勘景足迹更是遍

布上海、全国甚至海外。为

了重现20世纪20年代上海

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城

市文化风貌，剧组在街景中

安装了上万个灯泡，重现“夜

上海”繁华景象。剧组按照

1:1 的比例搭建了党的“一

大”会址、“二大”会址以及博

文女校等建筑群，打造“艺术

的真实”。而这一切就是为

了以考古之“匠心”，创作一

部“留得住的作品”。

《中国电影报》：请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

括和介绍一下《1921》这部电影？

黄建新：这部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

富。《1921》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拍

的。这部电影希望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革命者的精神世界。我们想通过对他们的了

解去探索中国精神在哪里；通过对他们的了

解，看到虽然人们身处不同的时期，始终是有

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的，这种精神是互

通的，是穿越的，是超越历史局限的。往重了

说，它是中国精神；往轻了说，它是一种传承。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中国精神。我们希望

通过对中国最优秀这批人的接近和表达，能

够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程或者展示一种

追求和向往，这就是电影《1921》所希望实现

的。为了做这个电影，团队几百个人从开始

到现在已经准备了五年时间。我们也希望

《1921》里的一些表达方式具备电影本身所需

要的东西。

《中国电影报》：您是今年第 24 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这一次上海电影节恢复线下举办，在您看

来有什么意义？

黄建新：电影节是一个社会活动，社会活

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跟虚拟世界交流的方式

出现了瞬间互动性。

电影节回归线下是特别好的。人类最珍

贵的互动交流这一基本需求被疫情阻断了。

我认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是丰富的。

电影节就提供了一个丰富性，比如我喜欢看

电影，电影节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

看到全世界的电影。

所以，电影节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它能

够恢复到线下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正在正常

化，说明了我们的丰富性得以表达。

电影就是一个复杂社会心理的活动，会

给一个城市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它带来的不

是简单的快乐不快乐，而是社会影响。所以

能够恢复线下举行，电影节主办方也很高

兴。它是能够起到触动作用的，因为一批好

的全世界电影在一起放，我们会看到世界电

影的走向，也会看到一些对未来有指导意义

的艺术形式。其实电影有时候会是起到这样

的一个传导、引领的作用。

《中国电影报》：影片如何拉近与当下

年轻主流观众的距离？

黄建新：这次在准备素材的时候，出

于机缘巧合，我们的日本团队在日本警视

厅找到了电报记录，记录了1921年6月30
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一次会。日

本掌握了当时开会的情况。这段资料成

为支持电影情节的重要元素。

我们在日本找到了这条线，在上海档

案馆也找到了能够佐证这个历史的史

料。所以这条线除了部分虚构之外，大部

分是真实发生存在过的。国际共产运动

真的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所以才有了代

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

会，列宁在向全世界推动共产革命的情

节，这让我们的视野拉得更大了。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具备类

型电影的特征，它有很强的故事逻辑在里

面，有悬疑的元素。

我们非常关注人物细节，会深入人物

触摸他们的灵魂。如今大家常言的是，

“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 28 岁，但其实除

了董必武、何叔衡，平均就二十三四岁。

在电影中，我们安排了一些戏份，让王尽

美、刘仁静、邓恩铭三个年轻人展现了属

于青春的“好奇心”。

我们希望能在有限空间里展现“一

大”代表们不一样的一面，从代表们年龄

差距、性格差距等角度，构成角色的丰富

性及表达的差异性。影片中还有一场很

激烈的争论，想利用这样的小细节把故事

演绎得更加丰富。

剧中的一些台词从史料中来，对观众

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我们将一些难懂的改

为了白话，目的是希望革命道理富含

感情。

在电影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写意”的

小女孩形象，和观众一起作为见证者，利

用想象空间去呈现一种“传承”的观念。

我也希望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跟以往电影

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如今的观众对电影视觉、艺术形式多

样化的理解比过去强很多。电视剧属于

线性艺术，而好的电影属于结构艺术，结

构想象和联想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我

们希望在这方面能走得远一点。

◎尊重历史，打造细节真实

◎关注细节，触摸人物灵魂 ◎“接近”人物，传承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