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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祖国
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
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
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
动人的篇章。”历史总会在一些特殊
的年份给人们更多汲取智慧、赓续荣
光的特别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电视节目

《闪亮的坐标》，由江西广播电视台等
单位联合制作，在江西卫视及各大网
络平台播出。忆百年伟业、道英雄风
骨、刻历史荣光。节目以活跃在一线
的影视演员讲演的方式，精心撷取、
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涌
现出的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英雄故
事，用独具匠心的艺术之美，于历史
细节处探寻初心使命，于英雄伟大人
格中讴歌崇高的信仰，让最闪亮的坐
标照耀新时代的前行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
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
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
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
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
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李大钊、方志敏、董存瑞、刘老庄
连八十二烈士、“雪域孤军”进藏英雄
先遣连、长津湖战役爬冰卧雪坚守阵
地的“冰雕连”、隐姓埋名三十载研制
核潜艇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返乡深藏功名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
雄柴云振、可可西里环保卫士索南达
杰……在讲演人满怀深情的讲述中，
在现代视听艺术沉浸式体验中，一个
个、一群群伟岸的形象，从浩淼的史
料和丰厚的素材中走出来，走近观
众，走进心间，使人心生敬佩、感慨万
分，从而更深刻地领会我们党的一百
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
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以崇高为核心美学追求，《闪亮
的坐标》并没有拒绝活跃跃的具象形
态，没有拒绝活生生的细节寻常，而
是在具象中书写伟大，在寻常中追求

崇高。第一集《播火者》通过李大钊
与女儿李星华的跨时空对话，展现出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李大
钊对理想的执着坚守，对革命事业的
忠诚，同时也通过诸多血肉丰满的细
节，将父爱如山、父女情深演绎得荡
气回肠。《向母亲敬礼》将一个真实的
故事娓娓道来，新中国成立前夕，解
放军入湘部队接中央军委命令，专程
绕道向一位农村老人敬一个军礼。
这位老人就是八路军将领左权的母
亲。听闻儿子牺牲，母亲不胜悲戚，
强忍泪水。《浴血忠魂》《共同的选择》
两集分别定格于东北抗联杨靖宇将
军与妻子郭莲深情的中秋书信对话，
以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与
爱妻缪敏的狱中隔空对话。两场对
话，时空不同，人物不同，却都是此身
许国、再难许家，选择了未来、选择了
光明、选择了牺牲，也就选择了错过
最爱的人，赤子之心，家国情怀，感天
动地……父女情、母子情、夫妻情等
等各种生活细节的逼真再现，充盈着
英雄形象的血肉，让他们在文艺书写
中高高站立、熠熠生辉。这些迄今仍
能打动观众、并成为构筑时代精神钙
质的英雄气质，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
的一以贯之，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
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中淬炼出来的，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
而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基因
密码”，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我们
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文艺创作
的无尽宝库，这些英雄形象的反复书
写，理应构成中国当代文艺的壮丽景
观。如果说当代中国的英雄主义文
艺表现成就卓越，正是由中国人民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所决定的。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
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鲁迅）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上最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同时也正
经历着百年未遇的历史变局。历史
发展与未来机遇并存，民族复兴与风
云激荡同步，文艺必须与时代同步，
记录我们的苦难与辉煌、胜利和幸
福。从这个意义讲，《闪亮的坐标》中
英雄的故事，镌刻着百年来中华民族
最深刻的历史记忆，是新时代汇聚精
神力量的史诗性视听书写。

新的时代，对文艺工作也提出了
新使命新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
出的：“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
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
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
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
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
生了很大变化。”在互联网信息时代
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受众们，代际差
异看似是“技术的距离”，但最终表现
为思想的距离、文化的距离和审美的
距离。英雄故事的演绎、红色历史的
传播，理应充分顺应时代大潮，在传
播手段现代化、艺术受众年轻化等方
面做出新的努力。

《闪亮的坐标》定位于小角度切
入，纵深化讲述的“短视频”。不同于
惯常的电视专题片长度，每集15分钟
左右，遵循大众传播规律，从受众的心
理出发，在最有效的接受时间内，充分
发掘史料，精心构筑故事，无论是演播
现场的青年观众，还是微博留言的年
轻网友，都发出感慨“这些明明在教科
书上、在电视里都见过的英雄，却还有
这么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同时短
视频形式，易于新媒体环境的传播，最
大程度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多频共
振。《闪亮的坐标》的播出平台联合了
传统电视媒体、新闻网络媒体和短视
频平台，形成了全媒体的播出阵地。
在江西卫视及学习强国、人民网、新华
网、中国文艺网、抖音、头条号、西瓜视
频等新媒体平台播出，大大丰富了传
播手段，更加贴近年青一代受众的接
受习惯，从而扩大影响力。在讲演人
的选择上也颇费考量，首先固然是最
贴合故事中英雄人物表现需要，如第
三代“荧屏江姐”的扮演者出镜讲述江

竹筠烈士的故事，身为革命烈士后代
的演员讲述杨靖宇将军的故事等等。
与此同时又兼顾各种层次受众，诸如
陈宝国、宋春丽等实力派前辈，以及万
茜等深受年轻人喜欢的明星们也进入
到讲演人行列中，节目青春气息突显，
更有效地激起年青一代的追剧热情。
特别是节目不再像以往传统电视播出
那样的单向性输出，设置了微博互动
等环节，尽可能适应在弹幕观剧中成
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让严肃和崇高贴
近他们，满足他们指间挥斥文字，与节
目、与其他观众同步在场交流的获得
感。

历史不乏故事，当下需要感动。
《闪亮的坐标》是一次新时代英雄叙
事、信仰传承在文艺表现对象的崇高
性、特定历史性，与受众的日常性、当
代性之间的良性沟通，从而扩大红色
叙述的受众面、特别是新生代的尝试
和探索。召唤革命记忆相对淡薄，庄
严感、崇高感不再居于审美追求的中
心维度，但却不乏家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的青年一代，召唤他们进入红色
历史，在新时代红色文艺的新型叙事
和传播中，理解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之不易。更进一步说，如此用心地
召唤新青年们进入英雄历史的同时，
也在对他们提出期待：实践其所信，
励行其所知——这也是文艺工作者
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闪亮的坐标》
深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精心
创作，探寻艺术创作的现代传播新途
径，努力吸引年青一代积极参与，成
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的一次生动的文艺实践。

泱泱华夏，一撇一捺皆是脊梁；浩
浩九州，一思一念俱是儿郎。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百集文
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于 5 月 18 日起在
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黄金档播
出。该片素材新颖，制作精良，信息量
大，既有知识点，也有故事点，以故事和
事件述历史和人物，运用丰富而详实的
文史材料、历史故事和细节展现了革命
年代里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光辉影像和
风采，是一部全面立体呈现中国共产党
精神血脉和谱系的红色纪录片。

“山河”是空间，代表着祖国的广袤
领土；而“岁月”则代表着时间，展现了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流血牺
牲的革命历程。《山河岁月》以时间为经
线，以人物为纬线，从党的百年历程中，
选取了 100个重要场景和典型人物，讲
述了 100个革命故事，交织出一幅气势
浩荡的百年革命史，展示了建党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和人民在不同历
史时期遭受的艰难险阻以及创造的光
辉成就。全片以丰富的视角、恢宏的气
象、创新的形式以及细腻的情感，记录
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艰苦
历程，抒写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百年
筑梦的壮丽诗篇。

《山河岁月》共分为四季 100集，每
集有独立的时间线和人物故事，各自独
立而又或有联系，堪称迄今体量最大的
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也是一部展示党
史上重要人物最多的纪录片。它以真
实为核心，以革命生活和历史故事为创
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追忆
了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值得被后辈铭
记的革命先辈们，无论讲事件还是说人
物，都具备新鲜的切入角度和饱含情感
的叙事温度，充满人文关怀，以历史叙
述和细节、资料呈现相结合，严密规
整，形成了中国革命历史影像的矩阵叙
事。

《山河岁月》不仅只采用传统的后
裔讲述、专家阐述、文献引用等常规纪
录角度，还增加了许多不同的陈述立
场，从不同视角切入主题，灵活使用顺
叙、倒叙、插叙等讲述方式，多方佐证，
彼此配合。如《历史的天空》以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节选开
篇，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湘江
北去》以倒叙手法，多次节录《西行漫
记》的“语典”贯穿全篇，再现毛泽东的
峥嵘岁月；《去远方》以烈士俞秀松之子
讲故事的方式开篇，塑造了一批无私无
畏的革命先行者群像；《从南昌到三河
坝》以“一把毛瑟枪”引出朱德以及南昌
起义，反映了在中国革命最黑暗时期的
革命先辈们不惧牺牲、毅然入党、振奋
希望的壮举；《战斗在罗霄山上》以历史
见证者孙景玉的回忆、对话开篇，“这个
路不太好走”“我万万相信，没有走不通
的路，路是人踩出来的”，称颂了毛泽东
等领导人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优秀品
质；《可爱的中国》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新闻简报》1977年 36号播报方
志敏的遗骨安葬仪式的视频开篇，讴歌
了方志敏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人

格……
除了调阅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主

创还大量使用了许多珍藏档案、珍稀文
物、知名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油画、连环
画、版画等）以及从全国各地拍摄到的
江河广阔、山川秀丽的影像镜头，融入
动画、沙画等现代表现元素，同时配合
以大批实地采集和拍摄的实体、纸质以
及口头等各种物证和实证材料，包括各
种遗址建筑、文物、警察档案、笔录、试
卷、手稿、民歌、回忆录、照片（合影）、当
事人的诗词、书信、身份证明、外文资
料、外国政要采访等，内容形式丰富全
面，开创了一种“论证式剪辑”的创作方
法，实现了物件、文字、作品、影像等实
物证据与活态讲述的彼此互证，大大提
升了作品的叙事张力和审美效果。尤
其剧中战争、战斗、斗争等具体场景、重
大场面多采用影视剧的片段如电视剧

《觉醒年代》《共产党人刘少奇》《人间正
道是沧桑》《可爱的中国》、电影《建军大
业》等进行旁证说明，以生动直观的画
面语言，补充说明当时可能的情形、场
景，增强画面感和直观性，令观众在接
受革命历史熏陶之时身临其境，回归历
史的发生现场，同时还有效实现了不同
艺术门类、作品之间互证互鉴的联动，
能够带动观众自发去找寻片中提到的
相关作品来阅读、观摩，间接实现了二
次教育。

所谓纪录片，在真实的基础上还应
追求艺术的加工和展现。本片的主创
团队对画面美感有着严格的追求，讲求
镜头画面与语言文本的相得益彰，如

《历史的天空》所引的李大钊诗歌中写
道：“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
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
地。”画面便即时匹配山河、花草、花苞
等景象，诗意浪漫。片中的镜头语言和
技巧亦丰富娴熟，采用了各种运镜角度
和高度，包括远景、近景、虚焦、空镜、平
移、慢放、仰拍、俯拍等，其中长镜头的
灵活运用尤令人称赞：镜头充分利用几
张照片之间的缓移来介绍人物间的关
联，即刻生成了一幅动态人物关系图。
航拍的镜头语言则灵动大气，镜头下的
祖国大地风光壮美，宛如一组组旅游宣
传片，将美景宣传和历史讲述相融合，
并采取航拍加近景拍摄的方式，在讲述
当地发生的史实时，画面同步展现当地
风情地貌，真正实现了文化与旅游交
融、自然与历史共美。此外，这些镜头
语言还带有强烈的隐喻性和引申意义：
片中往往在提及具有传承关系的人、
事、物时，会额外对其进行一次革命时
期与现代社会的延展和补充说明，如介
绍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叶挺独立团如
今的状况，有效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衔
接。这种过渡和强调其实既是传承精
神内涵，也是展望未来，更是在时刻警
醒着我们：先辈们的努力和鲜血才换来
如今这美好河山，我们理应珍惜并继续
为之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播出的《山河
岁月》第一季中有五个篇章（《从南昌到
三河坝》《战斗在罗霄山上》《从三湾到
古田》《共和国摇篮》《可爱的中国》）与
江西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江西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也大
大激发起了江西人民对革命先烈们的
怀念。

知所从来，方知所往，而历史无疑
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指引者。作为一部
通史型的党史纪录片，《山河岁月》详尽
细致地展现了一代人“风华正茂”“挥斥
方遒”的气度和意气、披荆斩棘及励精
图治的初心和使命，尤其值得我们和平
年代的青年学习。所以，当代青年必须
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这也正是《山河岁
月》所展现的永恒命题之一。方志敏在

《可爱的中国》中笃信：“朋友，我相信，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百年风华忆往
昔，试看吾辈继续“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

随着7月1日的临近，又有多部主
旋律大片将进入院线，其中最值得期待
的当然是集结了国内诸多明星的

《1921》，随后还有反映抗疫的《中国医
生》，展现抗美援朝战场的战争大片《长
津湖》……今年的银幕上主旋律影片持
续发力，电影院里，一场主旋律题材作
品的“较量”已然开始了。

打响“第一枪”的，当数前不久上
映的张艺谋导演的新片《悬崖之上》。
笔者认为，这是张艺谋导演生涯最好
看的电影，也是近年来最好看的一部
主旋律大片。

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努力寻求
突破，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用自己
最擅长的方式打造了这部“张艺谋式”
的主旋律谍战片。主旋律谍战片有着
悠久的历史传统，过去有《保密局的枪
声》和《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的经典，
前些年也出现了《风声》《听风者》等口
碑和票房都不错的影片。

传统谍战片中，往往通过精密的叙
事技巧来完成类型塑造，到底能不能解
密，行动能不能成功是这类谍战片中最
让观众牵挂的地方。而看过《悬崖之
上》的人都知道，因为叛徒出卖，“乌特
拉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由这组
特工去完成，观众关心的焦点从一开始
就由任务能否完成变成了人物能否逃
出哈尔滨。随着剧情推进，又增加了一
条线：周乙会不会暴露。而且张艺谋多
次隐藏上帝视角，让观众跟着电影中人
物一起去猜测和冒险，为他们命运久久
提着的一颗心，一直到影片结束才能放

下。这种心理上的沉浸体验是其他谍
战片不曾给过的。

同时，张艺谋不断用他最擅长的
气氛营造和视觉语言来强化这种紧张
心情和完成叙事。黑色大衣、红色鲜
血以及漫天的白雪构成的强烈色彩对
比，不但极大增强了视觉冲击力，更重
要的是让观众感受到在那样的重重黑
幕之下，那样恶劣的环境和肃杀到窒
息的气氛中，唯有信仰的力量才能让
党的地下工作者们坚持下去。就这

样，张艺谋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他对
于主旋律谍战片叙事方式的尝试和突
破。市场给予这种尝试充分的肯定，
过十亿元的票房让《悬崖之上》收获了
口碑的同时，也实现了票房的丰收。

国产主旋律影片无论在叙事方式
还是制作方式上，都走过了一条很长
的渐变之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
影市场涌现了像《巍巍昆仑》《开国大
典》《大决战》这样制作精良、艺术水准
很高的主旋律电影。而真正“颠覆”大
家对于主旋律影片的认知的，笔者认
为是 2009 年横空出世的那部汇聚了
172 位明星的《建国大业》，这是主旋
律电影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观众
用脚投票，4.15亿元的票房让它成为
2009 年票房冠军，大家惊呼：主旋律
电影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好看了！

可要说到主旋律电影叙事开始走
向成熟，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那就是
2014 年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
突破的人物造型（梁家辉饰演的座山
雕让所有人都不认识）、精彩的战斗场
面（最后飞机上的缠斗堪比好莱坞大
片）让这部片收获 8.8亿元票房，而且
金鸡、百花、华表各种奖项拿了一个
遍。从这部电影开始，一直到后来的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再到前两

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中
国机长》《夺冠》《八佰》等影片，主旋律
电影不断获得口碑和市场的认可，主
旋律的传播效果越来越好。

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
《中国机长》到《悬崖之上》，都证明了
主旋律大片只要把故事讲好，就能获
得口碑、票房双丰收。当然，主旋律电
影的叙事最终落脚还必须是主旋律，
主旋律是里，它的核心要义仍然是挖
掘内在的革命主题与其背后的爱国主
义情感。

那么《悬崖之上》这次对主旋律谍
战片的叙事方式做出的突破，又意义
何在呢？意义就在于，如果有更多的
导演愿意在主旋律影片的叙事方式和
视觉语言上多去尝试，百花齐放形成
各自特色，就会有更多好看的主旋律
电影出现在银幕上，主旋律才能在年
轻人的心里扎根，才能传播得更深远
唱得更响亮。

随着七一的临近随着七一的临近，，一批献礼建党一批献礼建党100100周年的影视作品正陆续上映播出周年的影视作品正陆续上映播出，，让广大观众通过具象的让广大观众通过具象的
形式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形式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艰苦历程百炼成钢的艰苦历程。。本版从电视节目本版从电视节目、、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录片、、主旋律主旋律
电影等三种类型挑选了几部已经或正在上映播出的作品电影等三种类型挑选了几部已经或正在上映播出的作品，，与大家分享欣赏与大家分享欣赏。。

———编—编 者者

英雄荣光点心灯英雄荣光点心灯 砥砺前行正当时砥砺前行正当时
——电视节目《闪亮的坐标》观后

□ 邵 莹

光影里的百年伟业

几代躬几代躬耕花璀璨耕花璀璨
百年长歌百年长歌祭梦圆祭梦圆

——观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有感
□ 童孟遥

创新叙事方式创新叙事方式 唱响主旋律唱响主旋律
□ 蒋少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