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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央视一套黄金档正在热播
的时代燃情巨制《希望的大地》，
因其倒叙的叙事手法和紧凑的
叙事节奏、正能量满满的台词以
及极具年代感的场景和服装道
具等，俘获了观众的心。 该剧将
宏观的社会图景与微观的个体
命运相连,全方位地展现了坚韧
勇锐、热爱生活的“小人物”们凭
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定的改
革决心，在城乡、军民、产业、科
研、国防等多个维度上，实现举
世瞩目改革成就的故事，力求让
观众在重温改革开放光荣岁月
的同时，追寻“希望之光”，为美
好生活与幸福未来注入更加强
劲的奋斗动力，旨在重温新中国
风云激荡、 天翻地覆的发展奇
迹,致敬大时代下的奋斗者。

编剧是湖南人
《希望的大地》编剧王成刚

被业内誉为“中国‘70后’新锐
编剧”，主要作品有《弹孔》《战
旗》《怒火英雄》《觉醒者》《奔腾
年代》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王

成刚只是业余编剧。 他目前是湖南经视副总监，有繁忙
且责任重大的本职工作，写剧本是在工作之余。 王成刚
有15年一线记者经历，他说：“做一线记者让我有深入基
层到群众中去的经历，更有了深入了解社会各个层面的
机会。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便有了喷
薄而出的创作冲动。 ”王成刚擅长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塑
造与情感挖掘，其影视剧作品以现实主义题材见长。《希
望的大地》依然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聚焦工、农、商、
学、兵等多个领域，横跨34年，以小人物的奋斗轨迹折射
改革开放，从不同侧面立体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
政策引导下，通过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富
起来”的过程。在这段发展奇迹中，既有大时代的波澜壮
阔，又有小人物生活的悲欢离合；既有国家的不断壮大，
又有各行业的齐头奋进；既表达了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深
情礼赞，也激励新时代的中华儿女继续为中国梦努力拼
搏、不懈奋斗。以马、吴、柳、田四个家庭为代表，涵盖工、
农、商、学、兵等各领域的多位主人公，讲述他们在改革
开放浪潮中奋力前行的故事。

全剧主题着眼于“希望”
《希望的大地》以展现“历史转折中的中国人民”为核

心创作思路，塑造了以马尘、吴蔚然、吴欣然、柳莹、吴文
渊等为代表的一批涵盖工、农、商、学、兵各个领域的主人
公群像，他们大胆闯，勇敢试，极具时代典型性与社会普
遍性。 该剧力求还原时代特征，塑造贴近百姓生活的人物
形象， 李雪健等表演艺术家倾情演绎改革浪潮下的先锋
傲骨，杨铮、印小天、姜妍、菅纫姿、林江国、宗峰岩等众多
优秀演员实力呈现改革路上的艰难曲折。 导演吴子牛对
作品有着超强的把控能力，此前执导的《于成龙》《历史转
折中的邓小平》《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可爱的中国》
等多部作品反映时代情怀与历史思索， 在央视播出后备
受观众喜爱。 吴子牛说：“我们希望从普通百姓的柴米油
盐、喜怒哀乐中折射伟大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使观众
在浓厚怀旧感和亲切感的萦绕下， 真切体察到改革背景
下幸福指数的节节攀高与生命尊严的步步提升。 ”

匠心细节传承时代精神
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优秀表演艺术家李雪健

从事戏剧影视表演工作40余年，形成了“含蓄、真诚、淳
厚、朴实”的表演风格，在《希望的大地》中贡献了行云流
水般的细腻演技，展现了“饮冰十年,热血难凉”的经济
学家吴文渊如何在磨难中坚定前行。 曾在《历史转折中
的邓小平》《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等热播剧中奉献了
精湛演技的杨铮此番化身“时代弄潮儿”马尘，努力抓住
一切机遇，一路摸爬滚打，最终成长为大企业家。印小天
则演绎“改革急先锋”吴蔚然，在剧中与马尘“相爱相
杀”，二人的兄弟情历经考验。此前凭借《猎场》等剧集被
观众熟识的菅纫姿，在剧中饰演历经无数次失败最终赢
得中国电子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师柳莹，温婉坚
韧，独具风骨。 此外，林永健、巫刚、赵小锐、刘佳、王丽
云、黄品沅、颜世魁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也倾情加盟，全力
展现娴熟演技，还原年代质感。

如同改革开放承载着亿万国人的殷切希望与生活重
托，《希望的大地》也承载了主创团队的匠心与追求。该剧题
材厚重、时间跨度大、人物经历曲折，如何用贴近观众的小
人物视角呈现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变迁，成了创作难点。最
终，该剧巧妙选择了“小切口、大时代”的叙事策略，采用严
肃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着力于历史细节的再现、重大
人物事件的植入， 全景式勾勒出改革开放34年间的社会面
貌、时代精神、重大事件以及百姓生活、国家历程。

34年光辉岁月温情浓缩， 看改革开放的希望之光
照亮辽阔大地。《希望的大地》带你重温光荣岁月，探寻
美好生活，礼赞新时代奋斗者，致敬历史转折中的中国
人民。

夏远生

艺术呈现“核心引领胜利”
长征历史题材影视剧已有很多很

多。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别开生面，
为“核心引领胜利”作了艺术注脚。 该剧
登陆央视一套， 一开始就把湘江战役失
败后中央红军路在哪里、 路在何方的生
死攸关的命题，摆在观众面前。也就是剧
中毛泽东说的“以前的老路是不能再走
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的讲话中，用3个“确立”的概念，
强调了遵义会议在“核心”问题上的历史
意义： 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
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
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 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
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这
是党中央对长征伟大转折评价的新高
度，对“核心”思想的新表达。 电视剧《伟
大的转折》则用电视艺术形式和手段，以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戏剧冲突和感人情
节，艺术地呈现了“核心引领胜利”这一
结论，用洋洋洒洒的第9、第10两集的篇
幅描写遵义会议，让“伟大的转折”不再
抽象化和概念化，而是水到渠成、迎刃而
解、自然而然。

真实表现“道路决定命运”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电视剧

《伟大的转折》形象地说明，毛泽东是中
华民族的英雄，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
荣、正确的领导力量。长征的伟大转折历
程和成果， 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
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
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能力。 ”

道路决定命运， 找到一条正确道路
是多么不容易。 毛泽东在剧中强调要找
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在领导党和红
军实现长征胜利的艰难征程中， 不管是

“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
铁”，毛泽东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长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是坚不可
摧的，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 长征
胜利的历史， 是党和红军与人民共同创
造的，是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党和
红军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 为了救国救民不惜付出
一切牺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
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同人
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这是
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电视剧用了
大量的篇幅和军民团结一心的情节，揭
示了这一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巨大力
量。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
征伟大转折的价值， 更在于我们党找到了
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指引这条道路的正
确理论。 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
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 表现出
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 在血与火中蹚
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深刻展现“领袖作用”
与胜利之路

“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
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转危为安靠谁
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这首
中老年人熟悉的《军歌》，唱出了历史、唱
出了真理：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中国共产党。

在长征血战湘江后的危亡时刻，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通过赢得自我革命、修正错误的
成果和对敌战争的胜利，努力开拓了中
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初心点亮方向，方
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命运取决
核心。“伟大的转折”的故事启示我们，党
的领导核心是斗争中形成， 是历史的选
择、人民的选择。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艺术地充满审
美价值地再现了党史、军史、战史上的辉
煌。 遵义会议之后形成的新的中央领导
集体， 不但通过全新的战略思想和军事
指挥艺术， 努力掌握了长征在黔滇川康
战役战斗的主动权， 而且通过中央领导
机构的一系列会议、争论和决策，特别是
苟坝会议及会理会议， 充分发挥剧终时
毛泽东引用列宁说的“领袖作用”，彻底
纠错， 逐渐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
核心领导地位， 使党中央真正成为长征
胜利和革命前进的砥柱栋梁， 领导党和
红军实现了重大和伟大的转折， 从死地
求生路，不惜走弯路、险路、回头路、弓背
路，硬是走出一条正确的路，那就是胜利
之路，那就是剧终时毛泽东直抒胸臆、不
惜点题时所讲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从哪
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的一大段至理名
言， 就是共产党人永远不变为老百姓谋
利益谋幸福的初衷、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伟大复兴之路。

朱闻

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军乐
团从《国歌》开始，共演奏56首曲目，其中第43首是
《美丽乡村》。 随着群众游行的“乡村振兴”方阵入场，
一曲欢快跳动的旋律奏响。 群众挥舞的扇子，仿佛金
黄的稻谷翻起波浪，在音乐的映衬下，一幅新时代美
丽乡村的画卷展开。 联合军乐团演奏的这首曲目，就
是由株洲作曲家江晖创作的《美丽乡村》。

江晖是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副主任、 市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 他并不知道自己做的曲子会在国庆盛
会奏响，他说：刚开始听有点耳熟，听到第三四句，确
认是自己的曲子，感到很自豪。由1300人的联合军乐
团奏响的《美丽乡村》气势磅礴、充满力量。 江晖按捺
不住激动的心情， 录下视频发到微信朋友圈。 这曲
《美丽乡村》创作于2013年底，由江晖作曲，怀化市文
联主席杨少波作词，株洲籍歌唱家王丽达首唱录音。
创作之前，江晖曾用了50多天的时间，在当时的天元
区群丰镇南塘村采风。

江晖从小在洞庭湖边的乡村田野长大，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省
农业劳模，勤勤恳恳地奔忙在田间地头。 从小耳濡目染，江晖对乡
村有着深厚感情。这曲《美丽乡村》曾在中央电视台2014年“新春原
创音乐会”上唱响，并获得2014年湖南省“中国梦”歌曲征集银奖。

江晖说，这是对自己的鼓舞，今后要继续扎根基层，创作更多
反映美好生活和群众幸福的曲子。

刘代兴

《翰墨诗情》是滕明瑞先生80岁寿
诞时回赠给我的礼品，距今已有4年了。
每读这本书，都会被书中的图文并茂所
吸引。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

滕明瑞先生满头银发， 稀疏而坚
柔，面容安静祥和。 他生于湘西麻阳富
裕殷实之家，自幼承蒙家训，喜好书法。
16岁那年报名加入进驻湘西剿匪的第
47军139师，参加了追剿残匪的战斗，即
后随军北上，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 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是当年所有追
求进步的青年的时代表现。 胜利回国
后，在湖南省军区任书记员，正当这位
青年的人生道路铺开了美妙前景时，风
云突变，1961年“莫须有”地由军官变成
一介布衣，半生荣誉毁于一旦，在世事
中挣扎，在人海中坚韧，在生活中磨炼，
在艺术中救赎。 没有放弃，也没有沉沦，
滕先生执着于人生与艺术之中的那一
点微弱幽暗的灯光，在风雨飘摇之中拼
命守护，没让灯光吹灭，也没有让自己
熄灭。 岁月流转，上世纪80年代春回大
地， 万物葳蕤，1984年10月滕先生参加
了中国书协湖南分会成立大会，被推选
为理事。 那张发黄的珍贵历史照片上，
几多湖南文艺界的扛鼎大腕都在其中：

康濯、周昭怡、莫应丰、李立、史穆、颜家
龙……滕先生含笑归乡。

时间迈入了新世纪的2011年，我为
怀化“沅水风光”文化墙撰文《放歌麻
阳》，由先生挥毫书写，勒石铭文，由此
有缘结识先生，感受先生的情怀。“人生
如烟云，一笑幽抱开。 ”这是我们第一次
见面时，先生送我的墨宝，也是他的人
生感怀。 滕先生住在麻阳县城，我的老
家就在麻阳的下游，我现居的城市离麻
阳50公里，这点距离不算远，我对先生
书法的喜欢，那是骨子里的亲近，这也
可当作是没有距离的心灵相通吧。

知晓了先生的人生经历，再走近其
书法作品，那一笔一画，一撇一捺，无不
饱蘸着深情厚谊， 那是尘世的温润，是
人生的洒脱，是骨子里的清傲，是书卷
中的雅致，是音乐的韵律，是诗意的远
方，是冰山的落照，是天边的云霓。 如果
这时你对生活还有什么愤愤不平，对人
生还有什么满腔抱怨， 便大可放下了。
杜甫曾这样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
云健笔意纵横。 ”用它来形容我观赏滕
老先生书法时的感受，恰如其分。

常常扪心自问，打动我的，究竟是
滕先生意象万千、 雄迈高蹈的书法作
品，还是他宠辱不惊、淡泊从容的胸怀
气度？ 或许，两者皆而有之吧。

张艳

11月8日晚， 国内首档年轻演员片场生存真人秀
《演技派》上线了；在这之前，浙江卫视的大型原创表演
类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这一季已于10月
26日晚亮相；再早一点儿，导演选角真人秀《演员请就
位》于10月11日就开播了。 也就是说，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内，三档“演员”综艺相继开播，从上周开始，三档节
目更是同期对抗，周五看《演员请就位》和《演技派》，周
六看《我就是演员2》，作为观众的你，审美疲劳了吗？

两年前《演员的诞生》开播引起各种轰动、话题、热
议，现在看来这档节目同时也成就了“演员节目”的“诞
生”。第二季《演员的诞生》改名为《我就是演员》，第三季
节目又升级为《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赛制也有了
不小的变化。 作为最先对“演技PK”下手的原创综艺，
《我就是演员》的成功使得这个题材迅速成为综艺市场
的新风口。 一个月前抢先开播的《演员请就位》明显有
对标《我就是演员》的痕迹，同样以演员现场PK演技为
主要竞技内容的两档节目，观众发现，除避免不了的撞
题材外，如果同时轮流换平台看，可能会有点儿混乱，
撞戏撞演员撞导演：比如以《小欢喜》中“方一凡”一角
崭露头角的周奇同时参加了《演员请就位》和《我就是
演员2》，喜剧明星杨迪也同时出现在这两档节目当中；
而《演员请就位》中的陈小纭和姜梓新之前都曾经参加
或助演过《我就是演员》。 除了演员，《演员请就位》的导
师陈凯歌上一季曾受邀担任过《我就是演员》的特邀嘉
宾，而李少红更是成为这两档节目同一季的“双担”导
演。 此外，《演员请就位》选择挑战的《滚蛋吧！ 肿瘤君》
上一季《我就是演员》排过，而这一季两档节目甚至在
第一期就同时选择了《无名之辈》的同一个经典片段。
观众也有点懵：两家咋都选李少红导演，不会相互传递
“情报”吗？ 选同一部戏，李宇春和鄂靖文演的马嘉旗你
觉得谁更好？ 跟任素汐比呢？

刚开播的《演技派》由于正发起坐镇，口口声声表
示“我们不一样”，从开播第一期来看的确有些不一样，
主要以年轻新人为主，更加考验演员的临场即兴发挥，
背景更像是电影学院或者剧组的考场， 所以观众看起
来有点儿像选角过程的纪录片， 字幕和后期也会加入
一些行业知识和现状的普及。但从导师指点、出题然后
决定“留下、待定、离开”的淘汰机制看，仍然是综艺嫁
接演员的路子。

目前，三档节目开播前后一个月内，热门话题一个
接一个。 目前为止得到观众最多正面认可的却是李诚儒和张颂文。
李诚儒更是因为“耿直”“敢怼”被《演员请就位》和《我就是演员2》两
档节目邀请现场点评。而《演技派》中的表演张颂文则是以实力服人。
在节目中张颂文带着年轻的新人实景教学亲自示范，并总结“在表
演上但凡你设计，都能看得出你在设计”，不仅有扎实的表演理念，还
有“体验派”表演功底，于正说他“有各种各样的招，青年演员跟着学
完7天就有一个质的改变”没有夸张。他专业又认真，既不严肃刻薄也
不敷衍好话，节目中被他指点过的演员真的都会有质的飞跃。 以至
于很多观众惊呼：这个以前不太熟的导师张颂文，才是最让人惊艳
的“演技派”。

李少红说， 她做导师就为了再找出像周迅和陈坤那样的演员，
而于正在节目中反复说自己如何挖掘了杨幂赵丽颖，观众也许并不
真的相信这样的演技节目能“出人”，但《我和我的祖国》中10岁的“冬
冬”韩昊霖就是徐峥在《我就是演员》中发掘的，而凌潇肃、蓝盈莹等
演员也是通过综艺让观众认可了他们的演技。 所以，节目能不能出
圈、演员能不能出圈，除了靠平台靠机会，更要珍惜像张颂文这样真
正在兢兢业业做指导的演技派老师，更要尊重李诚儒这样敢怼敢说
出自己真实看法的老戏骨。 而同一类型节目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观
众才不会审美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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