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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守岛人》研讨会在京举办 侯
京
健
：

在
《
三
湾
改
编
》
中
再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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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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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的
脚
步
﹄

■文/陈 华

一身布衣，颈系红飘带，手握怀表，坚毅

的眼神——这是影片《三湾改编》中“毛委

员”的出场镜头。对青年演员侯京健来说，这

是他第 11次扮演毛泽东了。之前他在《光荣

与梦想》、《觉醒年代》等剧中扮演的毛泽东，

已经深入人心，在观众看来，此时的他，似乎

已经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扮演毛泽东越发

得心应手。但是侯京健自己心里清楚，每一

次扮演毛泽东，都是一次挑战，尤其是《三湾

改编》。

《三湾改编》表现的是毛泽东创建新型

人民军队的光辉业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篇

章中的重要一页，这部献礼建党百年的影片

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吉安市永新县三湾

乡）拍摄期间，每天都有许多当地群众前来

围观，只为一睹“伟人毛泽东”的风采。群众

的热情感染着侯京健，也让他感到有几分

紧张。

1927 年的毛泽东 34 岁，和侯京健年龄

相仿，但是那时候的毛泽东，面临着“如何建

设一支人民军队，如何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

和方向”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侯京健需要

认真思考，百般揣摩。

首先要在形象上最大限度地贴近这个

时期的毛泽东，让自己看上去“就是毛委

员”，才能有信心演好。为此侯京健一直坚

持瘦身，同时保持一种旺盛的精力，《三湾改

编》里的毛泽东一直在行军打仗，因为脚受

了伤，所以要拄着一根木棍，但是他骨子里

的精气神十足，他向往成功、向往光明的“那

股子劲儿”要时刻具备。

拍摄《三湾改编》的摄影器材很先进，但

剧组的生活条件却很艰苦。因为所住的酒

店还没有正式营业，春寒料峭，夜里很冷，没

有暖气不说，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侯京健几

乎每天都有戏，体力消耗极大，但为了保持

体型，他忍着少吃甚至不吃东西。或许正是

在这种饥饿感，让他更容易体会到当年毛委

员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从长沙一路拼杀到

三湾的艰辛，正是这种艰辛磨砺了毛泽东的

革命意志，增强了他的革命信念。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

由，怅寥廓，问苍茫天地，谁主沉浮？”毛泽东

的这首《沁园春·长沙》，侯京健已经默诵过

无数遍。此时此刻，在江西吉安的绵绵细雨

中，寒冷的长夜，饥肠辘辘，他苦苦思索，毛

泽东那种“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的豪迈到底该如何表现。

每天在拍摄现场，只要拍到毛委员的近

景或特写镜头时，侯京健就会被挡光板、摄

影机包围，空间狭小，只够他转个身的。这

个镜头拍完，他才能舒展一下手脚，透透气，

可这时候群众演员就会呼啦一下围拢过来，

要求跟他合影留念，请他签名。他总是满足

大家的要求，也总是能从群众的热情中进一

步感受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三湾改编》前七天的拍摄，侯京健的左

眼感染，布满红红的血丝，医生告诉他，必须

每天坚持上药，不能化妆（避免刺激眼睛）。

但是为了保证拍摄进度正常推进，侯京健每

天照样化妆，红着眼睛上场。也正是这种不

畏艰难的勇气和敬业精神，使他能够在内心

里更接近《三湾改编》中的毛委员。

因为有以往扮演毛泽东的经历，尤其是

在《觉醒年代》中扮演的青年毛泽东，为了追

求真理而四处奔走，为了国家兴亡而“上下

求索”，侯京健在《三湾改编》的拍摄中，能够

较好地把握几场“闪回”中毛泽东凝眸思索

的神态。一是“闪回”离别妻子和孩子的场

景，二是“闪回”与战友谈心的场景。

电影学院四年的表演训练，以及毕业后

十几部作品的表演实践，可以说是侯京健在

《三湾改编》的拍摄中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

成角色塑造的“底气”所在。有时拍戏拍到

下午四点多钟，天光眼看就要消失了，可是

还有三场戏没有拍。这时候演员说台词，一

个字都不能出错，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再拍一

条了。侯京健的戏，每次都是一气呵成，从

未因为台词掉过链子。

说到台词功底，侯京健在出演电视剧

《伟大的转折》中的毛泽东时，曾创造了中国

电视剧史上个人独白的时长记录：6 页半纸

的台词，说了 36分钟，1条过。这次在《三湾

改编》中扮演毛泽东，台词当然不是问题，问

题是如何让“这一个毛泽东”更加深入人心。

侯京健一直觉得，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主

创人员拍出的作品，特别有正气，有一种军

人的气质在里面。当年在电影学院读书的

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参加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的一部影片拍摄，侯京健对他很是羡慕。而

这一次，他有机会在八一厂的影片《三湾改

编》中扮演毛泽东，而且还是“创建人民军队

时期的毛泽东”，他觉得特别荣幸，也更增添

了一份责任。

在热播的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导演

刘江敢于从根本上打破领袖人物的固有的

表演模式，倡导一种活生生的表演。这种创

作理念对侯京健影响很大，使他能够在扮演

毛泽东的“表演艺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

印，有深有浅，但绝不重复。

侯京健与老一辈特型演员不同的地方

在于，他允许自己有变化，一直没有放弃其

他角色的塑造。比如他出演过《新神雕侠

侣》中的冯默风；还出演过电视剧《省港大营

救》中的男一号，一名中共秘密特工；他还曾

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不靠谱的丈夫

南海。

不同角色的扮演，让侯京健的戏路越发

开阔。他喜欢在一些戏份里，加入一些不出

格的幽默成分，让角色变得不那么单调，增

强了他塑造人物的能力，也帮助他在扮演毛

泽东时，有更多的办法让“这一个毛泽东”更

加生动。

侯京健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那是

2007 年，电影学院的毕业照上，他戴着一个

颈椎托。那次车祸，让他医院里躺了差不多

一百天。父母整日为他担心。身边所有的

朋友都赶来了，在医院轮流照顾他。那时候

还没有智能手机，为了让他开心，朋友们从

电脑里拷一个小视频，用手举着给他看。

这一段人生经历，侯京健变得更加成

熟。而在一次次“跟随毛泽东的脚步”，扮演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的过程中，他变得更加坚

定。在《三湾改编》中，有一场戏，毛泽东回

忆起自己为躲避敌人的追捕，躲藏在草丛

里，敌兵的刺刀从他的头顶划过。这种“九

死一生”的经历，侯京健的“回忆”是非常真

切的。

电视剧《觉醒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从

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黄沙、雨

雪、大风，是导演常用的视觉手段。第三集

毛泽东出场，剧本只有一行字，但是却拍了

整一天。100多米的街道，瓢泼大雨中，一袭

青衫的毛泽东，怀揣《新青年》，一路奔跑，沿

途所见尽是旧中国贫富对立的场景。一个

特写镜头：毛泽东的脚荡开污水，大步向前。

为了这一分钟的戏，剧组调集了 600 人

的群演，拍了整整一天。街道上，所有人朝

着一个方向走，只有毛泽东逆向行走。侯京

健淋着雨来回跑，从早上八点多钟起来，一

直拍到天色阴沉了，足足跑了 40 来趟。十

多个小时，侯京健没有换过一次衣服，穿着

湿衣服跑了一整天。他担心把衣服吹干了

再淋湿，细节上也会有偏差。这一场奔跑，

造就了中国电视剧的一个经典场面，也让侯

京健不仅对扮演毛泽东有了更大的自信、更

准的把握，而且对毛泽东的感情世界有了更

深的了解。

参演《秋收起义》时，摄制组到了板仓，

撤离的时候，侯京健很想在那里多呆一会。

但是马上要转场了，侯京健不能不走。离别

的那一刻，侯京健忽然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

难过，他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从板仓去往长

沙前，与家人离别之际的那一份苦楚。

电影《三湾改编》之后，侯京健又投入到

新的拍摄中，虽然对自己扮演的每一个毛泽

东，侯京健回头看总有遗憾之处，但他在扮

演中所表达的情感和情绪会变得越来越饱

满，表演技巧和对历史的认知也会不断

提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侯京健的演

员生涯，将沿着毛泽东走过的道路继续前

行，从踏开污泥浊水，到攀登井冈山路，从挺

进雪山草地，到迈步宝塔山下……

（作者单位：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

部创作室）

本报讯 电影《守岛人》自 6月 18日上映

以来，以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仕花真人真事

为蓝本，打破传统主旋律献礼片英模传记式

的叙事方式，“你守岛、我守你”的执着爱国

信仰，上映 23 天票房已超 1 亿元，感动近三

百万人。

7月18日，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以“我们

都是守岛人”为主题在京举行了研讨会，邀

请了《守岛人》导演陈力，主演刘烨、宫哲、侯

勇，以及业内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再度分享

影片的创作过程和《守岛人》给现实题材影

片创作带来的启示。

主创：

把王继才夫妇的力量传达给观众

研讨会上，《守岛人》导演陈力和几位主

演首先分享了他们的创作感受和鲜为人知

的幕后故事。主创们表示，他们被王继才、

王仕花夫妇两人的事迹感动，他们希望通过

《守岛人》这部影片，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

和力量传达给更多的观众。

导演陈力在现场深情回忆了自己第一次

上岛见到王仕花的情景。“我们的船刚靠近小

岛时，海上的浪很大、船非常晃，王仕花在岸上

一把就拉住了我的手。”陈力表示，在那一时刻，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根本不是一

双女人该有的手。王仕花的手刻满了在岛上

这30年的岁月痕迹，但同时充满力量。”

更让陈力感动的，是在采访王仕花的过

程中，她始终讲述的都是自己和王继才生活

中的温暖瞬间。“从她的口中，我没有听到过

一个苦字。”陈力说，在与王仕花的接触过程

中，自己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奋斗者的获得

感。“我希望通过《守岛人》，把我们的感动、

王继才夫妇的力量都传达给观众。其实，拍

摄这样一部影片，我的压力非常大。”

影片中饰演王继才的演员刘烨直言这是

他近些年对自己创作表现最满意的一部作

品。刘烨用“返璞归真”来形容此次创作过程。

刘烨回忆，过去很多前辈为了创作一部

作品，都是提前半年的时间去体验生活，而

在《守岛人》一年多的创作过程中，刘烨回到

了这种创作状态。“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我

始终在这个人物里，即使中间暂停了一两月

的时间，我们所有主创也没有参加别的工

作，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人物里。”刘烨表示，

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当和王仕

花及其家人聊天、扫墓、体验生活时，又会有

更深的体会。“《守岛人》之所以能够获得认

可，那是因为真实的力量。”刘烨表示，在创

作过程中他始终告诉自己“要对得起王继才

的家人”。

饰演王仕花的演员宫哲同样表示，生活

更真实，和只看资料完全不一样。“导演要求

我们不要有表演痕迹，这其实是很高的要

求。我在创作过程中，尽自己最大努力，让

表演变为表达，表现人物内心的力量。”

演员侯勇表示，以往有些影片只写了英

模人物的“果”，却忽略了这个普通人如何蜕

变成英雄的“因”，但《守岛人》巧妙地展现了

王继才的成长过程，这样影片的故事更加真

实，因此也就能打动观众。

专家学者：

《守岛人》的力量来源于真实

此次研讨会还有很多业内专家学者参

加，他们普遍认为，《守岛人》的力量来源于

真实，《守岛人》为中国现实题材影片树立了

新标杆。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仲呈祥表

示，《守岛人》是一部献给时代、献给人民的

优秀作品。“王继才夫妇身上体现的‘一辈子

干好一件事就不亏’的精神是影片的灵魂。

《守岛人》是一部质朴、真实、深刻的电影作

品。”他同时表示，《守岛人》最大的成功是推

广了王继才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现实题材影

片的艺术生命力和精神能量。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表示，

《守岛人》的创作难度很大，一个岛、两个人，

这样简单的元素如果创作不好，很难支撑起

一部影片。但《守岛人》体现了“斧子解剖生

活”的艺术表达。“影片来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片中通过王继才夫妇32年的平凡生活，

既体现了爱国爱党，又展现了爱情、亲情，让

观众看过后非常温暖。”

导演尹力认为，《守岛人》体现了中国电

影的成就。“近些年来，中国的银幕数大幅提

升，解决了硬件问题，接下来更重要是增加

好的内容。《守岛人》代表了现实题材影片的

创作方向。”他说，《守岛人》不仅仅是一部好

的作品，更是电影人在为时代画像，为人民

留下的一次值得回忆的影像。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党委书记、中心主任

曹寅表示，一部现实题材影片，只有主创走

进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才能够感人。《守岛

人》便是一次电影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范例。“影片表现了普通人的信仰，王继才的

精神世界通过影像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精

神世界相通相融，才是影片动人的根本。”王

继才多年来守的是一座小岛，更守的是共产

党人的价值和初心。

导演丁荫楠表示，《守岛人》是真实的，同

时也是艺术的真实。整部影片有力度、激情、

非常风格化。用艺术化的表达讲述了一个感

人的故事，解释了主人公的内心和灵魂。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用思

想厚重、情感充沛来形容《守岛人》。他认为

影片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独特的内涵和感

召力。影片中人物与自然交织在一起，产生

了独特的质感。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则用人性的

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这三种“力

量”总结影片。他认为，影片最大的成功在

于让观众看后记住的不是演员而是原型人

物，这便是真实的力量。 （林琳）

本报讯 7 月 16 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

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

部、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石家庄市

艺术研究院主办，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承办

的评剧电影《安娥》新闻发布会暨首映式在

石家庄举办。

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文联主席边发

吉，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中

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河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史建伟，河北省文联

一级巡视员柴志华，河北省文旅厅二级巡视

员梁扉，《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以及杨

越峦、陈建忠、汪帆、智全海、赵惠芬、康建

平、刘仲武、周大明等专家和石家庄市有关

代表也参加了活动。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贾吉庆主持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对评剧电影《安娥》的艺术性、

思想性表示高度肯定和赞扬。大家一致认

为，这部评剧电影令人惊喜，剧本构思精巧，

演员不但唱得声情并茂，表演上也细腻传

神，可以说完美地将戏曲艺术进行了电影化

的改编，是戏曲电影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

同时，与会专家还围绕袁淑梅45年的从艺人

生和艺术作品展开讨论。

袁淑梅，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电影《安

娥》领衔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她文

武兼擅，戏路宽绰，扮相俊丽，身段优美，嗓音

甜润。领衔主演了评剧《安娥》、《西柏坡》、《淀

上人家》、《月嫂》等一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精

品剧目和几十出优秀传统剧目、四部电影。

曾先后荣获三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连续

五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电影华

表奖等多个国家级大奖。作为国家级评剧非

遗传承人，她不遗余力地培养后备力量，为评

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李佳蕾）

评剧电影《安娥》河北首映
袁淑梅从艺45周年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7月16日，改编自焦裕禄女儿焦

守云口述回忆录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

在京举行专家研讨会，尹鸿、钟大丰、袁新

文、皇甫宜川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专家认为，影片不仅塑造了一位党的好

干部、人民的好公仆，还让观众看到了一位

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塑造了一个丰满的

有血有肉的焦裕禄形象，更是一部优秀的党

史教材。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以家人的视角

回顾焦裕禄工作足迹，讲述生活点滴。影片

由范元担任导演，高满堂、李唯担任编剧，郭

晓东、丁柳元领衔主演；由湖北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宣传部、四川省

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

部联合摄制，是国家电影局2020年电影精品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优秀的党史教材

“看完影片，我忍不住流下眼泪”。中国

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介绍，第

一次看《我的父亲焦裕禄》就不禁落泪，当时

的影厅里 20多个人，静悄悄的，不时传来低

声的抽泣，大家都被影片深深感动了。

流下热泪的同时，影片也对张宏的思想

和工作产生了触动，看完影片，他不断叩问

自己“焦裕禄是党委书记，我也是党委书记，

他去兰考不过一年零四个月，就干出了这么

大的事儿，我在这个岗位上，又应该如何为

党为人民服务？”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我的父亲焦裕

禄》是一部优秀的党史教材。结合当下，尹

鸿认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当下，我们的幸福生活，正是千千万

万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带领群众奋斗而来，

而电影中，兰考的改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一

代人的改变。

一个有血有肉的焦裕禄形象

1990 年，电影《焦裕禄》横空出世，片中

塑造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感动了无数观众，

该片横扫更大颁奖礼，相继荣获第11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第14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最佳故事片，影片主演、饰演焦裕禄的

演员李雪健更是凭借该片荣膺第 11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两部“焦裕禄”电影

进行对比，认为《我的父亲焦裕禄》，加入了

家人视角，令焦裕禄的形象更加丰满。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认为，

《我的父亲焦裕禄》中，主演郭晓冬在李雪健

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新的焦裕禄，这个焦

裕禄普通又不普通，他不完美，他为了兰考

常常不能顾及到家人，但他的内心又充满了

亲情，这让影片更接地气。

张宏表示，如果说90版《焦裕禄》中的焦

裕禄展现了共产党员是钢铁材料制成的，

《我的父亲焦裕禄》中的焦裕禄则五彩又丰

满，“他不仅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还是孩子的好爸爸，妻子的好丈夫，母亲的

好儿子。他不仅为党的事业牺牲，他还关心

孩子母亲妻子。他不仅是个优秀的共产党

员，他还是一个大写的人！”

尹鸿赞赏影片的家庭视角，而片中，焦

裕禄与家人的关系也成为他感受最深的部

分，他认为影片展现了“一个有人情味的共

产党干部，让焦裕禄更加有感染力”。

（杜思梦）

《我的父亲焦裕禄》在京研讨

专家力赞“一部优秀的党史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