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毛泽东》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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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文

武汉，大革命时期一
代伟人毛泽东曾经在此
留下了很多革命足迹，也
曾经留下他和杨开慧在
此短暂生活以及迎接他
们第三个儿子降生的美
好回忆。 新中国建立后，
他经常来此考察、调研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武汉东
湖宾馆，毛泽东主席生前
曾经44次下榻。他老人家
上世纪60年代后多次住
过的“梅岭一号”，现在被
辟为“毛主席故居陈列
馆”。在这里，他老人家曾
经写下著名的《水调歌
头·游泳》。

梅岭庭前水，
向晚月中秋。
曾经多少笔墨，
诗涌大江流。
伟业丰碑足迹，
大略方遒挥斥，
心血绘筹谋。
宏图铸石壁①，
平湖起层楼。
朱碑亭，

堤腐巷，
磨山忧②。
檐前松柏甦绿③，
思寄东湖舟。
白马访梅听涛④，
江汉殇情悲萧，
隔世两离愁⑤。
壁上留青史，
浩气贯神州。

注释：①为解决长江水
患， 毛主席曾经多次调查思
谋建三峡大坝，并写下“更立
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的
豪迈诗句。

②朱碑亭和磨山均为
东湖的景点。 堤腐巷则是毛
主席和杨开慧及孩子们曾经
住过的地方。

③梅岭一号庭侧有一
棵松树， 为毛主席在上世纪
60年代首次入住时亲手栽
植。 据介绍1976年毛主席逝
世后此树死去，后又重活。

④东湖有白马景区，有
一条路叫“访梅路”。

⑤“八七会议”后，毛主
席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与杨
开慧离别， 此次离别竟是诀
别。解放后，他老人家来到武
汉，与工作人员提及堤腐巷痛
哭失声。

本报记者 陈薇

12月25日晚，电视连续剧《毛泽东》
如期与观众见面。一部电视剧，由央视一
套和湖南卫视在黄金档同步播出，这种
现象并不多见。

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献礼剧。

5年磨砺出精品
电视剧《毛泽东》由中央电视台、湖

南广播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出品。12月24日， 该剧在京举行
首播座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
委介绍，该剧从策划立项、剧本创作、前
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5年。而在她看
来，时间跨度超过5年。“2007年，由长沙
电视台和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
视剧《恰同学少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
播出后，在全国产生重大的影响。那时，
我们就萌发了继续创作以毛泽东同志为
题材的电视剧的想法。”

2009年， 该项目在长沙召开专题策
划会，达成由中央台和湖南相关单位一起
合作摄制的初步意向；2011年，该项目在
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得到与会者的一致
支持；2012年，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重大革命和历
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等单位的指导
和修改下， 该剧剧本通过审查；2013年
初，该剧进入拍摄，5月完成前期拍摄，10
月完成后期制作；经过最后打磨，电视剧
《毛泽东》获准于12月25日在央视和湖南
卫视同步播出。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渗透了大家
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 我相信我们这部
《毛泽东》 一定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和赞
誉，成为中国电视剧艺术史上一部不朽的
经典之作。”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罗明说。

“以人见史”寻创新
《毛泽东》一剧，主要以1893年毛泽

东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
进程为背景，展现了毛泽东从一个乡村
少年成为一位伟大领袖的人生历程。

该剧总编剧黄晖是第26届电视
“飞天奖”优秀编剧获得者，曾执笔创
作《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等经典
历史题材作品。他坦言，这是自己当编
剧以来最难创作的一部剧，“因为难度
太大，不敢接这个活，我前后整整抵制
了一年。”

有多难？从《东山学堂》、《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中国1942》 ……到
《开国大典》，细数取材毛泽东建立新中
国之前的重大历史事件拍摄成的影视
作品，不计其数。专家质疑，《毛泽东》这
部剧，究竟给观众看什么？如果只是将
这些历史事件重新拍一遍，还有什么新
鲜感可言？这也是黄晖当初不敢接的根
本原因。

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难
度， 黄晖花3年时间写完了这部剧本。
创作途中， 他两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该剧
既是一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 同时也
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史， 这就是
他的创作定位。

尽量拍得“有温度”

曾执导《结婚十年》、《幸福像花儿
一样》等热门电视剧的导演高希希，是
《毛泽东》一剧的总导演。接拍此戏，高
希希用“诚惶诚恐” 来形容自己的感
受，前人已经拍了很多同题材的作品，
如何不落俗套，让他忐忑不安。高希希
以“有温度”来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

“全剧捕捉了大量的历史细节， 我希
望带给观众一个有温度的电视剧，带
给他们与过往伟人题材作品不同的
艺术享受。”

据了解，《毛泽东》的前期拍摄只
花了5个月。为了抢进度，该剧在拍摄
时分了4个摄制小组， 分别辗转全国
各地同步拍摄。短时间内，摄制小组
横跨7个省， 共拍摄场景2000多个。
演员阵容除了有唐国强、刘劲、王伍
福组成的“伟人铁三角”以外，还有
900余个角色相继出现，创下了目前
国内电视剧角色数量之最。 其中，唐
国强扮演的是42岁至56岁的毛泽
东，而青年演员侯京健则负责扮演14
岁到42岁的毛泽东。

谈及两代毛泽东的两代演员，高
希希表示：“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已
经出神入化，不用多说，但侯京健作
为毛泽东影视形象的接班人，也同样
将这个角色饰演得入木三分。”“青年
毛泽东”侯京健、“杨开慧”刘丛丹为
该剧带来了强烈的青春气息，连“周
恩来” 专业户演
员刘劲都非常自
信地表示：“这个
剧我敢说老
年观众喜欢、
中年观众喜
欢、年轻观众
同样会喜欢，
我们的阵容
是实力派老
演员加偶像

派新演员。”

高度浓缩的50集
这是一部高度浓缩的精华之作。高希

希举例称，早年唐国强参演的《长征》篇幅
为24集，在《毛泽东》中这部分内容的篇幅
则缩减至半集。 从策划、 创意到酝酿、创
作，再到生产、播出，《毛泽东》剧组始终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严肃
认真地对待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
行反复的修改， 并为之付出了大量艰辛的
劳动。作为这部剧的总顾问，在新剧开播之
际，毛新宇也送来了贺词：“电视剧《毛泽东》
在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重磅推出，作为主
席的家人，我们倍感欣喜，同时甚是欣慰，在
此祝愿电视剧《毛泽东》开播顺利，收视长
红，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这是一个经得起历史
检验 、经得起政治检验 、思想
艺术水平都很高、里程碑式的
作品， 我们主创参与了劳动、
参与了创作，值得我们一生骄
傲，值得我们将来回味。
———杨胜群（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常务副主任）

●这部电视剧确实题材
重大 ，意义重大 ，摄制难度也
极大 ， 剧组同志克服重重困
难，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完成了
这样一部史诗般的电视剧的
创作 ， 我认为这是为党的事
业、 为学习弘扬毛泽东思想、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龙新民（中共党史学会常
务副会长）

●电视剧 《毛泽东 》渗透
了大家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
我相信我们这部 《毛泽东》一
定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和赞
誉，成为中国电视剧艺术史上
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
———罗明（中央电视台总编辑）

●我想这个片子总体的
追求是很可贵的。不管有多少

成绩、有多少遗憾，一个人创作
一辈子做这么一件事情都是很
令人高兴的事情！

———李准（著名文艺评论家）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些大众读本
或者大众影视， 关键是只有知
道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
才能真正热爱伟大光荣的党；
只有真正认识到了伟人毛泽东
他们一生为之的奋斗， 他们的
理想信仰， 我们才能够真正树
立起爱国主义精神。 所以我觉
得，这部片子，其现实意义和历
史 意 义 都 是 非 常 重 大 的 。

———仲呈祥（著名影视评论家）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
无愧我心 ”，成片如何请大家
检验 ， 我只能说这个剧本我
创作的部分是我担任编剧以
来所写的最好的剧本 ， 毫不
羞愧地说 ，我尽力了 ，无愧于
心。

———黄晖（著名编剧）
（陈薇整理）

电视剧《毛泽东》剧照。

电视剧《毛泽东》，
有“温度”的史诗作品

水调歌头

怀念毛泽东主席

■专家点评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珈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