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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政治标准和
艺术理想的统一

全国人大外事委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
委员 陈晋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型史诗电视剧 《共产党人
刘少奇》 专题座谈会， 进一步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
神，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共产党人刘少奇》
在央视热播， 既是2018年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的收官之作， 也为重新开启的另一个十年 （2019
年至2028年） 宣传和研究刘少奇同志开启了很好的开端。
我谨代表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 对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和
座谈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电视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全景展现了刘少奇同志
从少年入学开蒙、 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到成为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人生历程。 关于刘少奇同志
的生平业绩， 过去没有类似的电视剧， 本剧填补了这一
空白。 本剧的播出， 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领导干
部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的光辉
革命生涯、 不朽历史功勋和崇高精神风貌。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的价值， 也就是这部电视剧成功
的原因， 有以下几点： 一是本剧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刘少奇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贡献， 又比
较全面地展示了刘少奇同志的品德风貌； 二是本剧既比
较全面地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 又充分突出了刘少奇同志作为主角形象
的党性特征和个性特点； 三是本剧既达到了政治导向正
确、 重大历史史实准确的要求， 又追求艺术标准， 艺术
创作态度严肃， 刻画艺术形象饱满。

总之， 我个人认为， 这部电视剧达到了坚持政治标
准和艺术理想相统一、 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的目
的。

一次让红色主旋律剧
受追捧的尝试

总制片人、湖南和光传媒公司总经理 邹鹏

湖南是刘少奇的家乡， “文源深， 文脉广， 文气
足”， 我们一直坚定地认为， 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资
源和政治资源， 也是一种美学资源， 它为我们提供了大
量创作题材。

我们一直在探索， 怎样让主旋律尤其是红色题材作
品既真实又好看， 让观众像追商业剧一样去追红色主旋
律剧。 这次拍摄伟人刘少奇的题材， 我们做了新的尝试。
在刘少奇同志之子、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源将
军的全力支持下， 我们摆脱以往人物传记类题材电视剧
枯燥乏味的堆积史料的陈述方式， 用纪实表现大事件与
人物情感表现细节相结合的手法， 让观众可以透过斑
驳的历史脉络， 真切感受到蕴藏于层层历史褶皱之中
的最为炽烈的生活和最真挚的情感， 剧中不仅有一位清
廉务实、 忠诚担当的人民公仆刘少奇， 更有一位忠孝的
儿子、 慈爱的父亲、 温情的丈夫、 执着而刚毅的男人
刘少奇。

我们相信， 主旋律所讴歌的英雄、 所传递的美好情
感， 在全人类都是共通的。 我们将以实际行动继续贯
彻“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 的精神， 争取使主旋律红色题材再上新台
阶， 让我们的主旋律影视作品， 也能走入世界各国人民
的视野。

这部电视剧是共产党员的镜子
编剧 海波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在央视已播出大半。从尼尔
森全国网的统计看， 这部剧不但基本保持着同时段收视
率第一， 腾讯、 优酷的评分也在升高。 特别令人高兴的
是， 有些地区已下达通知， 要求把 《共产党人刘少奇》
当作不忘初心， 坚守信仰的教材， 这正是做为编剧的我，
深切渴盼的。

我首先想说， 《共产党人刘少奇》 正是写给当今中
国的共产党员们看的， 特别是写给那些不想看、 又最该
看的人看的； 是写给那些已经不怎么知道、 或者根本不
知道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却又顶着共产党员牌子
的人看的； 是写给那些不知道还假装知道、 或明明知道
还反其道而行的人看的。 电视剧的现实意义在于， 期望
将电视机、 电脑、 IPAD等电子产品的荧屏， 化为镜子，
请今天的近9000万共产党员坐在镜子前好好照一照， 看
看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共产党人刘少奇》 更是写给早想看、 早该看的人
民群众看的。 这部电视剧首次相对系统地写了刘少奇从8
岁到51岁的前半生历史。 电视剧中， 刘少奇人格品质的
修炼养成， 以两大特征递进体现： 一是为百姓生计毕生

奋斗的人民性， 二是对正直诚实等传统美德的坚守；
刘少奇政治品质的修养， 也以两大特征逐级升华： 一
是实事求是、 每求真是的施政灵魂， 二是坚持真理、 修
正错误的政治勇气。 这些相互渗透， 贯穿在刘少奇的生
活经历、 情感悲欢与历史事件混搭的故事表述中。

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和重大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
组， 在审核 《共产党人刘少奇》 剧本时， 认为剧本“史
料翔实， 细节丰富， 人物形象饱满， 尤其是剧本文学性
强”“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 文学性这么突出， 还是
第一次看到， 难能可贵”。 这算是对我们的最高褒扬了。
今天，《共产党人刘少奇》 终于播出， 刘少奇终于以有些
新意的形象， 走向他的人民， 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

但以刘少奇同志“实事求是， 每求真是” 的精神审
视这部电视剧， 我们既有欣慰， 也有很多遗憾。 毫无疑
问， 要想使中国的电视剧与时俱进， 变得高档些， 真正
富于文学性， 富有魅力， 还需要同业者的加倍努力。 更
无疑问的是， 要想使已经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中鲜明典型
的刘少奇， 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艺术典型， 更需
要各界人士百倍、 千倍的努力。

观众的认可就是最大的鼓励

导演 嘉娜·沙哈提

刘少奇的一生，与我们国家波澜壮阔的近代史密不可
分。 这部电视剧以刘少奇的真实事迹为框架，遵循“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使观众
对刘少奇43年的这段生命历程形成比较深入的理解与认
识。

在创作前期， 我们大量搜集了有关刘少奇生平的
各种影像资料，不断揣摩 ，力求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
依。 为了让本剧更具可看性，在不背离史实的基础上，我
们在某些段落增强了矛盾冲突， 不仅提高了剧情的感染
力，也使整部剧充满人情味，让观众产生共鸣。 在精剪
阶段，我们查阅史料，并征询党史及文献专家的意见，在
原剧本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旁白，让观众在沉浸于故事
的同时，也能跳出剧情，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涉及的人
和事展开思考。

历时3年，从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各个环节的剧组工
作人员，都是以极大的热情，严谨务实的态度投入其中。 如
今本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受到了各方关注和广大观
众的认可，是对我们创作人员最大的鼓励与肯定。

刘少奇的内心极干净

青年演员、刘少奇主要扮演者 赵波

最近总有一些媒体、 朋友们问我： 怎样看待少奇同
志？ 作为一个晚辈， 我真的不敢妄自评价这样一位伟大
的人物。 但我很荣幸， 曾以第一人称体会过少奇同志。
我对他是有很多感触的，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他的内
心极干净！ 因为， 只有心无旁骛的人， 才能够写出 《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 才敢于在1930年， 在莫斯科， 挑战共
产国际的权威； 才敢于在一顶顶扣过来的大帽子面前，
仍然坚持真理、 维护真理。 他的这种干净， 也是我在戏
里一直力求贯穿始终的， 这是少奇同志人格魅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还想讲讲我在戏里的一件道具， 就是现存于河南
竹沟纪念馆的“镇脑器”。 这个镇脑器是一堆铁片， 用铁
丝链接起来， 两端各有一截布条， 可以系在头上。 这是
少奇同志在竹沟期间因为深夜工作犯困， 给自己制作的

提神醒脑的用具。 当我看到这件道具的时候， 我的眼睛
一下子就湿润了。 我能体会到， 一个人是在怎样疲惫的
情况下， 又不能让自己去睡觉， 得咬牙坚持工作， 才会
想出这样的办法。 我觉得这就叫做鞠躬尽瘁， 这就叫死
而后已， 这就叫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个戏， 无论是准备、 拍摄还是后期配音， 难度都
要比一般的戏大很多， 也辛苦很多。 但我常常在想， 作
为一名演员， 一辈子能有机会， 为了一个角色全身心的
投入一次、 拼一次； 作为一个晚辈， 能够与这样伟大的
人物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 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个接近伟人的过程

青年演员、王光美扮演者 徐百卉

当得知由我来饰演王光美这位伟大女性的那一刻， 激
动， 感恩， 荣幸……这些形容词都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心
情。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 我深知这将是我演艺生涯中一个
里程碑式的人物角色。 这不仅是一个塑造角色的过程， 更
是一个接近伟人的过程， 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 我真实地
体验了当年的生活， 了解到一个的确不平凡的女性王光
美。

从大家闺秀到数学女王， 从少奇夫人到伟大母亲，
王光美历岁月沧桑却步步呈美姿 ， 面临留洋和救国的
人生抉择 ， 她毅然选择了后者 ， 把自己的灿烂年华
献给了中国革命。 在革命旅途中， 她与刘少奇相扶相
携， 相濡以沫。 正是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中
有信仰， 行动有力量” 的担当精神， 才有了我们的幸福
生活， 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

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中国红色故事的成功实践

长沙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高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文化观， 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用健康向上的
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 启迪心智、 引领风尚。
在 《共产党人刘少奇》 中， 我感受到了这种严肃而认真
的创作态度。 该剧用精湛的影视表现方式， 精准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 对党忠诚的
光辉榜样， 是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 是敢
于担当、 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是勤于学习、 知行合一
的光辉榜样， 是心系人民、 廉洁奉公的光辉榜样这“五
个榜样” 的精辟概括。 可以说， 《共产党人刘少奇》 是
湖南长沙电视人学习、 领悟、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特别是关于传承红色基
因 、 讲好中国红色故事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的一次成
功实践， 也是实现地方红色资源优化配置的一次自觉
的文化创举。

很亲切 很实在 很怀念

宁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彭娟

我是来自刘少奇主席家乡的一名观众代表， 也是宁
乡的一名宣传人。 来参会之前我深入到村和社区， 走访
了一些老百姓， 老百姓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非常高， 好

评如潮。 他们说： 剧中熟悉的面孔， 感觉很亲切； 熟悉
的故事， 感觉很实在； 熟悉的场景， 感觉很怀念。 《共
产党人刘少奇》 能够引起观众共鸣， 不但让我们笑容露
出来、 眼泪掉下来， 最重要的是让思想立起来、 精神强
起来。 学习借鉴其成功经验， 思考如何让红色文化“飞
入寻常百姓家”？ 我想我们要用好政府“有形之手”、 市
场“无形之手”、 群众“勤劳之手”， 推出有意思也有意
义的文艺作品来感染人， 建设有“面子” 又有“里子”
的精神文明以文化人， 让红色文化的惠民之花提升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

一部可以进行历史教育的佳作

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钟声

作为一个历史老师， 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进行历史
教育、 历史知识普及的佳作。 它遵循 《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 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两个我党关于历史问题的最重要政治决议， 忠实于基本
的历史史实， 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制作， 再现历史。
该剧有两条主线， 一是以刘少奇不断思考天下百姓吃米
问题为明线， 体现刘少奇等共产党人承接的中国近代以
来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使命； 二是刘少奇在理论上
探讨如何做一个共产党人， 在实践上怎样逐步成为一个
真正的、 纯正的共产党人。 这两条主线， 最终体现的是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
功这样的宏大主题， 这也是全剧的灵魂。 刘少奇身上的
使命感、 责任感、 实事求是、 苦干担当， 同样也是湖湘
文化在他身上的反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 龚旭东

《共产党人刘少奇》 是一部思想艺术俱佳的优秀电
视剧作品， 立意高远， 境界阔大， 处处蕴含着感染人、
震撼人的内在张力。 例如， 少年刘少奇的第一位老师朱
赞庭的开蒙第一课， 即带他登上双狮岭观看日出， 启发
他要心怀天下， 立志走出乡关， 以“实” 为本， 求得四
字真经， 奠定了少奇一生的宏大格局； 少奇父亲不断为
他更换学堂， 在他对 《战国策》 的权变故事津津乐道时，
以“老成持重， 耕读传家” 的家训严格要求他“做一个
老实人”， 奠定了刘少奇一生的本色； 少年少奇给贫穷同
学家送米引起兄弟间纠纷， 进而不断思考， 立志“解决
天下人吃饱肚子的问题”， 因此奠定了少奇一生的初心与
追求目标。 该电视剧的开局， 蕴含了文化传统中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内在理路， 但又不是传统修齐治
平的简单表现， 包含着新的时代特征。 刘少奇走出乡关，
从县城、 省城、 皇城到走出国门， 心忧天下， 上下求索
的过程， 也是他从一个父母、 家族要求的“老实人”， 逐
渐成长为一位持身清正、 信念坚定、 知行合一的“共产
党人” 的过程。 电视剧从儿子、 丈夫、 父亲、 兄弟、 战
友、 同志等诸多角度和层面， 表现了刘少奇如何从“老
实人” 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强调了刘少奇不回避问
题、 难题， 坚持和勇于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解决难题时
的坚定、 坚强与坚韧， 洋溢着人格的力量、 信念的力量。

这部电视剧善于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性
格情怀、 内心情感、 精神境界， 充满戏剧张力、 人性力
度、 党性光辉， 特别突出了少奇在逆境中勇于作为的精
神风貌和人品、 政品， 塑造了一批入情入理的典型化人
物形象， 宏大的立意、 格局与丰满、 细腻感人的细节相
得益彰， 具有新时代的充满艺术动力、 艺术张力、 艺术
魅力的美学品质， 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重要
收获， 为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 值得认真总结。

共产党人光辉典范的鲜活呈现

文艺评论工作者 谢子元

《共产党人刘少奇》 是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剧中着力表现了少奇同志坚持一生
的“让天下穷苦百姓都吃上米” 的初心使命， 实事求是
的理论和实践品格， 相忍为党、 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的党
性， 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之问。 在艺术
处理上， 他在何宝珍烈士父母悬梁自尽处的深情一跪，
他千方百计为高文华夫妇找回他们为筹措经费卖掉的孩
子 （他自己的几个孩子却还下落不明）， 是最催人泪下的
情节。 我们期望涌现更多这样“启迪思想、 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 的文艺精品。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整理）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座谈会摘要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是国内首部
全景展现刘少奇人生历程的影视剧作品，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取得了
同时段收视率第一的佳绩。该剧从少年刘少
奇入学开蒙讲起，呈现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

出生入死的卓著功绩及他的人格魅力和崇
高风范。4月11日上午， 由省委宣传部和长
沙市委宣传部举办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
奇》座谈会在长沙召开，专家学者、主创人员
和观众代表进行了现场交流研讨。与会人员

认为，《共产党人刘少奇》 的思想内涵精深，
艺术风格很接地气， 积极传递了伟人正能
量，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叫座又叫好的文艺精品。特将精彩观点摘登
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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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刘少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