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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革命

者》，记忆的闸门一下闪回到 1999 年，

当时我受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指

派，出任总编导兼制片主任拍摄了文

献专题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李大钊》，献礼党的八十岁生日。有幸

到北京三里河李葆华家中采访了 92 岁

高龄的葆华先生，听他动情地唱起《青

春》这首老歌……我们的专题片在河北

电视台四个频道（当时只有四个频道）滚

动播出。该片荣获第 18 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长篇纪录片三等奖、第六届河北省

精神文明建设精品特别奖。我们也总结

了三点体会:一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二

是要实事求是讲学术（史实），三是要精

益求精讲艺术。

2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走进电影

院，面对《革命者》这样一部用历史烛照

现实、用艺术典型呈现历史伟人“人”的

形象的史诗电影时，我的心理是十分复

杂的:一是我将以一名“有资格的观众”

来检验影片的艺术水准；二是我又是带

有功利目的的“特殊观众”，观影后要写

影片观感；三是李大钊是河北人、由河北

省参与拍摄的电影，作为“河北的观众”

一定要去努力发现“熟悉事件中的陌生

风景”。两个多小时的观影体验，特别是

现场分享到监制管虎、导演徐展雄、制片

人梁静真诚的创作感言，我的内心被深

深激荡，思如泉涌，回家急记之。主要有

三点体会：

主旋律影片的叙事革命，

商业大片的结构品质

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

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推动工人运

动，倡导和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统

一战线，启发青年毛泽东深入农村基层，

重视革命武装等方面作出划时代、开创

性、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要以一部人

物传记电影的体量，是很难全面、生动、

深刻地去浓缩其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的。

影片编导匠心独运，用李大钊牺牲

前38小时的时空限定，一反常规人物传

记影片线性表现手法，用多个主观视角

平行并联叙事结构、以蒙太奇电影手法

将多种不同视角下的回忆片段统领在主

人公的心理活动网格中。这种叙事结构

的优势是，在特定艺术语境下，主人公于

行刑前 38 小时的心理活动应该是异常

复杂、丰富、浪漫而多彩的。在 38 小时

的特定时空中，由此而引出的任何心理

活动、人物回忆、场景回忆、情感回忆都

是符合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而影片

编导按照历史逻辑选择的回忆片断不仅

可以纵横捭阖，而且又合情合理、顺理成

章。在观影中，当我们发现、领悟、习惯

了编导的这种叙事策略和叙述结构之

后，便会瞬间觉出这种“形散神聚”的散

文诗化表现方式的高妙奇绝。

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传记电影，

一定要有“史实、史才、史德”。在管虎监

制带领下，编剧团队和青年导演徐展雄、

知名演员张颂文等主创团队，从“身入”

生活到“心入”生活，再到完全“沉浸”于

“真实史料范围里”，由此，对人物性格本

质的把握，对大钊先生精神的领悟，对影

片主题的深化，对“信仰的力量”的笃信，

对影片叙事结构的确立，以及对人物传

记影片的风格化追求，都在“史实、史才、

史德”中逐渐形成。河北籍导演高群书

观影之后曾这样评价，“监制管虎和导演

徐展雄的结合非常融洽，表里合一，兼具

两个人的优点，既大气磅礴又细腻如

诗。不易。”

彰显“信仰的力量”，

艺术还原真实的“人”

真善美是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追

求的至境。莎士比亚曾用这样的诗句来

概括自己全部艺术的经验，“真、善、美，

就是我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化成不

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

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形象。”

该片导演徐展雄在和观众交流创作

体会时说，“我只追求一个‘真’字”。其

实，他要表达的思想是在电影创作中倾

力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

一。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以及剪接

和音乐等各部门都要求严格遵循和追求

这一“求真”的美学原则。监制管虎在深

刻理解了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者、信仰者、践行者之后，便

努力在影片中去艺术还原“这一个”（黑

格尔语）“尊重信仰的力量”的“人”。

根据角色需要选对了演员，影片基

本上已成功了一半。而饰演李大钊的演

员张颂文不负众望，他以“成魔”的那种

态度，沉浸于对大钊先生的钻研与生命

体认之中，即使在实拍过程中，也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的真实表现。因而，许多

观众、也包括演艺界的同行，盛赞其用心

用功、倾情倾力、精妙准确如“教科书级

的表演”。对于张颂文这样的好演员，监

制管虎和导演徐展雄非常尊重他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

念，避免将人物塑造符号化，一定要“把

李大钊演成一个‘人’”。

在影片独特的叙事美学中，李大钊作

为“人”的多重侧面、多种身份、多个社会

角色，在实际拍摄中，如何精准把握？张

颂文坦陈也遇到不少困惑，比如大钊救助

过的穷苦少年庆子，化妆潜入牢房中来营

救他，而他却把个人生死、家庭安危置之

度外，坦然放弃一线求生的可能性。不仅

庆子不理解，演员感困惑，观众也可能难

以接受。但是，当张颂文在拍戏过程中，

逐渐走入人物的内心，在跟其家人、朋友、

学生的不断相处中，使之逐渐理解了大钊

“精神的可贵和人格的高尚”。

而这一切皆来自于“信仰的力量”。

“就像大钊先生说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

暗而向光明。他知道，自己的牺牲能换来

更多人的奋不顾身，他的牺牲，能把黑暗

撕破，后来者就可以继续革命。”张颂文毅

然决然地相信了，“李大钊就是这样的，宁

愿用自己的死，换来所有人期盼的光明。”

正如一些网友所评，“因为相信，所以顽

强；因为有信仰，所以有力量。”

让历史烛照现实，

让青春更加壮丽

《革命者》从始至终昂扬着强烈的青

春意识。以独特的叙事手法不仅展现出

了一个富有层次，一步步觉醒，从爱国者，

到播火者，再到革命者，最后毅然成为坚

守初心使命的殉道者的伟大壮丽的一生，

同时还用了大量琐碎的生活片段，展现了

他作为一个教师、读书人、父亲、丈夫、青

年人的良师益友等平凡人的一面。

导演徐展雄说，“李大钊用他的信念

去感化了无数人，感化了很多他身边的

同志，感化了下一代的革命者。”影片中

在李大钊身边聚集了众多年轻人，青年

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从大钊先

生言传身教中悟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

党、“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的真理……

我们要不负革命先辈的重托，在李

大钊精神烛照下，活出新时代更加壮丽

的青春！

（作者为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河北传媒学院二级教授）

看到青年演员王俊凯和刘昊然

饰演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和刘仁静，我

突然意识到一个数字：28，一大代表

的平均年龄是 28 岁。一群 20 多岁的

小伙子，那是一个多么鲜嫩，多么生

机勃勃的生命阶段！而我们对一大

代表的想象是建立在对党百年历史

认识经验之上的，我们在一百年来经

过无数次熏陶、洗礼之后，往往自觉

不自觉地把年轻的一大代表与久经

风雨、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成熟坚

定、经验丰富、高瞻远瞩叠印在一起，

我们常常以当下的经验想象历史，以

史论的规则想象历史，以话语的定势

想象历史，忽略了一百年前的一大代

表中的大多数像 1997 年出生的刘昊

然和 1999 年出生的王俊凯这般年纪。

党史对 1921 年的建党叙述必然

是概括的、精炼的、抽象的，这种概括

常常让人含混地感觉到历史叙述中

的人物是老练且经验丰富的，从而忘

记了他们生命的年轻，青春的似火。

我问黄建新，你是要在《1921》里重新

发现一大代表的年轻生命吗？黄建

新回答：他们本来就是那样！于是我

们在《1921》中首先看到了一大代表

本来就具有的生命激情和灵魂激荡，

这是对一大代表的生命还原：黄轩扮

演的李达看到从楼梯上走下来的美

丽“女神”王会悟（倪妮饰演）两眼放

光；杨开慧（周也饰演）在送别毛泽东

（王仁君饰演）时喊着“润之哥”，在阴

雨绵绵中的四目相对是那样的依依不

舍；邓恩铭他们在宿舍里兴奋地高声

谈论五四运动火烧曹公馆的勇敢壮

举，谈累了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此

时，缓缓移动的长摇横移镜头里出现

桌上大盆的面条被吃得见底，上床下

床的年轻生命以各种姿态在酣睡……

我在农村插队劳动时，农民们用“吃

不饱的肚子，睡不够的觉”形容我们

知识青年的生命状态，编导就是在这

样还原年轻的生命，明天这些小青年

们还要去上海大世界看哈哈镜呢！

然而，编导所要还原的不仅是物

质生命的年轻，更是他们的精神生命

的年轻。导演黄建新说：“他们眼神很

纯粹，具有一致性的纯粹。在拍摄

《1921》的时候，我们决定选角一定要

看到这张脸，就是这张脸上的纯粹。

片中五四运动有场戏原本是安排由群

众演员来完成，但试拍后发现总少了

点什么，他们缺乏学生眼神中的‘一致

性’（《齐鲁晚报》2021年6月15日）。”

于是编导精心选择了青年师生

脸上才有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纯粹：李

大钊（李晨饰演）带着大群学生迎接

陈独秀出狱时具有这种纯粹；陈独秀

（陈坤饰演）与毛泽东讨论《新青年》

时具有这种纯粹；毛泽东与何叔衡

（张颂文饰演）在湖南讨论农民运动

时具有这种纯粹；李达在把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文章送到印刷厂，强调把稿

中的“百姓”一词改成“人民”时具有

这种纯粹；一大代表在会前辩论党的

纲领时具有这种纯粹；在会议结束之

际，不约而同地接句朗诵《共产党宣

言》时正是这种纯粹。这个时候，他

们每个人的眼神里放射的是精神之

光。这是编导对一大代表精神生命

的历史还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这是对一大代表心灵的真诚触摸（新

媒体《看看新闻》2021 年 6 月 20 日）。

正是这种精神生命的纯粹，一百

年前的共产党人才不屈从于当时传

统结构强加给青年学人的既定思维

定势，为了破碎的山河和苦劳的大

众，他们迫切寻找真理、勇敢追求真

理、真诚认识真理、自由辩论真理。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必须展开武装斗

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刘仁静说农

民运动是陈胜吴广，怎么能算无产阶

级革命？！在寻找真理的过程，青年

探索者们在争吵、在辩论，导演黄建

新和郑大圣甚至用一个长镜头表现

了那种犀利交锋的认真。我们久已

没有看到这种表达观点的直率和辩

论真理的真诚。

对精神生命的还原还表现在对

情感生命的还原。黄轩扮演的李达

对爱妻讲述火烧日货的情感经历：当

自己划亮火柴企图点燃日货时，发现

火柴也是日本造的，痛彻心扉的悲哀

使他泪流如注，此时此刻，倪妮饰演

的王会悟也抱着丈夫的胳膊流泪。

共同的精神境界使得这对夫妇的情

感建立在同一泪点之上，这种志同道

合的心心相印才使得他俩为了同样

的精神归宿愿意赴汤蹈火。黄建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影片的

核心是人，“每一个人都是无限丰富

的。生命的过程是个最有意思的过

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魅力是理论无

法替代的（齐鲁晚报新媒体 2021 年 6

月 15 日）。”

精神生命的内在支柱是信仰，影片

向我们呈现了一大之后共产党人的壮

烈牺牲：李大钊 1927 年 4 月 28 日惨遭

反动军阀绞杀，李汉俊1927年12月17

日慷慨就义，邓恩铭1931年4月5日笑

对刑场，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在敌

人的枪口前宁死不屈，何叔衡1935年2

月 24 日在突围中壮烈跳崖，陈谭秋

1943 年 9 月 27 日被秘密杀害……在

《1921》中，信仰的表现不只是语言，

更多的是热血！

为了凸显影片中的历史真实，

《1921》还强力还原一大的真实环境：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一百年前上海的

城市风貌和生活场景；编导不仅在上

海市区街道的许多历史建筑群中实

地取景，还在车墩影视基地专门建造

复刻了中共一大建筑群，包括渔阳里

2 号、望志路 106 号、博文女校、辅德

里 625 号等建筑。

不仅建筑真实，道具也如是，印

刷《共产党宣言》的那台印刷机，也是

当年从上海废品厂收来的上世纪二

十年代的“老古董”。这些建筑群和

道具给编导拍摄提供了极大的真实

感和自由度，环境的真实，使得演员

的入戏更加自然，体验人物的内心世

界也更加真切。

黄建新和郑大圣都是艺术电影

创作的著名探索者，但面对党史话语

体系规定的应有逻辑和叙述走向，建

党题材能不能创新、怎样创新，这是

一个新的挑战。黄建新认为，应该做

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管什么

题材，都应有对原有程式套路的创新

和对自己过去作品的突破。黄建新

参与导演的《建党大业》写了重大的

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1921》则是一

大代表的心灵触摸和意识重现，从而

还原当时共产党人的精神生命！

除此之外，还在时空表现和叙事

方式上探索新路，编导打破时空的顺

时序线性限制，设置了五四运动、建

党、大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新中国成立和当下等多个时空，

让叙事思路和人物情感在多个时空

中来回穿越，这种奇特的时空安排，

不仅吻合 90 后、00 后观众的想象力

和穿越时空观，而且表达了一百年前

的青年共产党人为了劳苦大众栉风

沐雨、抛头洒血、走向光明的成长史，

这是编导以激荡的脑力与观众进行

着思维的互动……

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今

天，建党题材影片必须最大限度地吸

引受众。为了牢牢抓住当下青少年

的观赏注意力，编导采用了谍战片的

类型叙述方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

出发就被间谍机关监视，途径荷兰、

香港直到上海，始终被特务跟踪，跟

踪和反跟踪成为吸引观众视点的重

要元素，秘密跟随马林的租界密探一

直跟到一大会址后冲破暗哨王会悟

的阻拦径直闯入会场，这一动作戏成

为全片最揪心捏肺的紧张点。与会

代表意识到已经暴露，旋即飞奔下楼

转移到嘉兴南湖，让前来抓捕的租界

警队完全扑空，这一经典的谍战片情

节竟然是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

对于电影美学，黄建新有自己的

认知，他认为电影也是作者根据真实

组合的现实，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就是指大事要绝对真实并且准

确，小事则可根据创作的情感的逻辑

放开创作。于是在片中我们看到影

片中李达在桌前奋笔一夜，完成了党

纲的编辑修改后，爬出阁楼的小窗，

登上屋顶，伸开双臂高声呼喊，拥抱

早霞，拥抱东升的旭日！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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