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
XIANGJIANG WEEKLY

◎第206期

责任编辑 龚旭东 曾衡林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12月20日 星期五
21

迟美桦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展播剧
目中，《希望的大地》和《奔腾年代》两部电视
剧，都在观众中获得了极佳的口碑和不俗的
收视率，编剧王成刚被冠以“新生代新锐编
剧”“书写家国情怀的编剧”“时代风云的描
绘者”等美誉。

采访王成刚时，中央电视台一台每晚的
黄金时段正热播他的《希望的大地》。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对这部电视剧
给予高度评价：“《希望的大地》是一部平民
英雄群像作品，它生动诠释了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这句话，也真实揭示，是改革开放解放
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让如今的我们走在了实
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之路上。”而另一部刚刚
播完、被称作“完美收官”之作的《奔腾年
代》，无论在传统电视台还是网络平台，播放
效果都令人满意。与其他献礼剧目不同的
是，《希望的大地》和《奔腾年代》在播放数据
上，体现出年轻、时尚的特征，年轻观众较同
类剧目更多。

王成刚的头发看上去有些灰白，眼镜片
后的双目深邃而有神采，面孔显得很年轻。
问他是否“70”后？他笑笑说，1969年的呢。

从《奔腾年代》到《希望
的大地》

《奔腾年代》和《希望的大地》都是时间
跨度较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奔腾年代》跨度
约60年，《希望的大地》从1978年跨到2012
年，34年。从戏剧结构上看，《奔腾年代》较传
统一些，是在一对主要角色的矛盾上展开整个
戏剧故事和人物关系；《希望的大地》则是工农
兵学商5条线索平行推进，相互交叉。王成刚
说：叙事上，《希望的大地》相较于《奔腾年代》
创新性更多一些，难度更大一些。因为5条线
的交织会产生更多的戏剧矛盾，但5条线中任
何一条线没写好，都会影响全剧的艺术效果。

“两个剧都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优秀展播剧，正好赶上同一天播出，多少有
些巧合。但并不是说我同时在写这两个剧
本，我没有这个能力。”王成刚从来都是一个
人创作，他没有创作团队，也没有“枪手”，每
一个字都是他自己敲出来的。

写《奔腾年代》，其实是 10 年前萌发的
创意。当时株洲机车厂研制生产出世界最大
动力的电力牵引机车 9600，台长吕焕斌找
到刚入行3年多的王成刚：“大国重器在全世
界拿到第一，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如
何把骄傲的事情变成影视剧展示给更多的
人看，你可以试试。”王成刚说：“了解他们创
业的艰难、攀登技术高峰的艰辛、奠基者的
笃定，是初衷和缘起，只可惜当时我手艺不
精，试了几次都无法驾驭这么大的题材。我
不甘心，于是开始磨练手艺，认真学习，经过
6年的编剧技巧和素材采访的积累，2015年
重新开始创作。新作将原来的《我爱火车头》

改成现在的《奔腾年代》，构建出‘许国以梦、
许爱以恒’的两条故事线。”

《希望的大地》是2018年夏天开始创作
的。王成刚做记者时积累了一些素材，在他
原来做的大时代素材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创
作。接到这个任务时，摆在王成刚面前的是
已经出现过《鸡毛飞上天》《大江大河》这样
非常优秀的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如何向
他们学习，又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个
伟大的时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王成刚和导演吴子牛及主创团队一起
商量，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就是多线索
叙事。电视剧大都是一主一副两条线叙事，
三条线的片子都较少，更别说工农兵学商5
条线交织。难度确实是大，但王成刚他们愿
意迎接挑战。经过一个多月的切磋构思，最
后在“人物共情、事件共享”这两点上，找到
了解决多线索叙事的办法。“央视一套”责编
上官儒烨在主要人物的设计上提出了重大
修改建议，这个建议一度让王成刚停笔 16
天，让剧组催本子催得要发疯。这个建议要
把后面 10 集的剧本推倒重来。王成刚思前
想后最终想明白了，按照这个方向改了之
后，主要人物马尘的事业线和产业链得到了
统一和升华。方向对了，再慢也是前进。

真实为底色,生活作笔墨

王成刚，湖南经视副总监，曾做过十多
年一线记者。起步于 800 多集栏目剧《故事
会》及100集自拍剧。之前曾编剧《弹孔》《战
旗》《怒火英雄》《觉醒者》等电视剧作品。

王成刚说，剧本创作中的最大困难是素
材的积累。比方说，《希望的大地》有一个情
节，在深圳打工的焊工马昊给在内地锅炉房
上班的女朋友写明信片，每 3 天一张，上面
是：“我在 25 楼想你、我在 26 楼想你，我在
27……想你。”这样的细节闭门造车是想不
出来的。这个故事是当年盖深圳国贸大厦的
工人的真实故事，王成刚说自己只是把生活
中的散珠碎玉收集起来，然后用心感受，加
入特定情境。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吴子牛执
导，王成刚编剧，李雪健、杨铮、印小天等主
演的电视剧《希望的大地》，以平民英雄的群
像，从普通百姓的命运波折，折射出伟大的
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该剧收获如潮好评，
并斩获全国电视剧收视率冠军。

谈及《希望的大地》的创作初衷，总制片
人王雁坦言：“我是78级大学生，1982年毕
业，和剧中主角是同一时代。这是新中国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时代，有很多可歌可泣
的故事，有很多可敬可佩的人物，我们想把
这些呈现出来。”

《奔腾年代》说的是江南机车厂，明眼人
都看得出来，故事发生在中国电力机车的摇
篮株洲。王成刚把整个电力机车研发生产单
位的事情糅在其中，既是株洲也不是株洲，但
一定是中国电力机车人。王成刚说：“我从小在
株洲长大，就在田心机车厂的南边，故事开始
时主角金灿烂看的那本书《我把一切献给党》，
作者吴运铎工作的地方331厂及608科研所，
是搞飞机的，而田心机车厂和研究所是搞电力
机车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他们都是共和
国的骄傲，中国的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台航
空发动机就出自这两个地方。我在这里长大，
亲眼看着父辈们的创业，自己还在工厂工作了
2年，这大概就是我的优势。常汉卿、吴学签、
姚怀民……这些名字背后是中国电力机车行
业真实的拼搏故事。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把
每一个人物有理有据地安放在真实的年代氛
围当中，使得《奔腾年代》完整地呈现出了中
国机车的发展轨迹。”

王成刚说，“什么是好戏？真实；什么是
现实主义的好戏？真实。”《希望的大地》和

《奔腾年代》中60%左右的事件都是有原型
和出处的，这是他写剧本最为踏实的地方。

家国共梦，奋斗共情

王成刚是个有情怀的编剧。他说他的两
部献礼片主题基调都是围绕“家国共梦、奋
斗共情”来展开。

《希望的大地》采用了共享事件交叉平
移叙事的表现手法。通过月亮湾将众人聚在
一起，再如同蜘蛛网般将人物故事铺陈开
来，将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女排夺冠等大事
件都串联其中，将一个个小人物的成长历程
融入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展现大时代
下小人物的奋斗，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的变
迁。其中，“希望”作为整部剧的“题眼”，贯穿
了故事推进与人物成长的始终。

失去录取通知书的马尘以旁听生的身
份走进大学校园，不忘农村经济发展的董望
春大学毕业后选择重回农村，成绩优异的柳
莹不为外界纷扰潜心钻研核心技术，生产队
队长田庆丰带头铲青苗试水大棚种植，马昊
放弃工厂转正机会义无反顾奔向充满未知
的深圳……每个角色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举
一动，都离不开“希望”的内在驱动。而当一
个个小人物怀揣“希望”在时代的激流中相
遇时，便汇聚成大众对振兴中华的多样愿
景。剧本正是通过对他们一次次为共同希望
而努力的描绘，完成了对努力奋斗的青年群
像的成功塑造。这种多样化的群像呈现，也
最易引发现实共鸣：“人人都能在剧中找到
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如果你被触动了，那
我谱写的奋斗者之歌也就起作用了。”

在最初创作时，《奔腾年代》是以《金婚》
和《父母爱情》这两部优秀作品为楷模的，向
优秀者致敬，就要有自己的创新表达，如果
说《金婚》和《父母爱情》是“每一个个体家庭
的幸福和希望，汇聚起来就是国家的幸福和
希望”，那《奔腾年代》就要在这个基础上直
接强化“家国共梦、奋斗共情”。

一是增强行业的真实度。这些年我们的
电视剧一直缺少特别出彩的行业剧，行业剧
难以被不同层次的观众认可。所以行业剧要
拍得好看，内核驱动故事发展是关键，只能
下笨功夫去基层采访。人下去了，作品才会
上去。围绕着展现电力机车发展革新的专业
化过程，及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困境与破
境之法，成为这部剧最有创新、最具看点的
地方。

其次，将故事角色细腻真挚的情感、生
动有趣的自身成长、鲜明准确的个人奋斗放
在当下语境中考验、淬炼，把私人生活和国
家命运的共情，变成重建公共生活的现实主
义创作方法，找准国家、社会的精神脉动和
伟大实践的价值所在。剧中有一个情节，常
汉卿的儿子受西方公司之邀，请常汉卿去欧
洲工作。汉卿告知儿子，“我的梦想如果失去
了中国这个定语，30年前我为什么要回国？
我的梦如果没有融入到中国的复兴中，这30
多年，我坚持的是什么呢？”这句台词也奠定
了《奔腾年代》特有的精气神——立足中国
发展的高度，来关注现实生活，奔腾的是机
车，回味的是年代，发光的是理想。

“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奔腾年代”

两部献礼片能与观众见面，其间王成刚
也历经了苦辣酸甜。他说：“我写过8部戏，从
来没有一部戏像《奔腾年代》这么艰辛。这个
剧故事大纲成型是 2015 年，当时影视剧环
境正被各种资本竞相追逐的所谓大IP、小鲜
肉、小鲜花及各种穿越、玄幻剧包围着，《奔
腾年代》在当时很有些不合时宜。我前前后
后找了很多导演、演员，他们也都很有激情，
但投资人、制作人都不看好，因为不挣钱，不
是当下市场的主流。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
有被窄化、弱化、边缘化的趋势，我四处求爷
爷告奶奶，也无人问津。那个时候，我非常
痛苦，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能否耐
得住寂寞。一来，影视这个行业要是有几
年你没有发声，没有作品，就会迅速被市场
抛弃；二来，也有不少影视公司邀我写流行
市场剧。遇冷、彷徨一段时间后，我坚定了
走下去的力量，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
座谈会讲话、国家大力倡导“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文艺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不
断用各种政策鼓励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
我感觉到影视剧回归正轨了。作为创作者
就需要提质和提志，这不仅仅是质量的质，
更是志气、志向的志。要有勇气和智慧，把
导向意识和市场需求结合在一起，在国家
的重要节点，拿出既倾洒着崇高信仰与理
想高歌、又有收视率点击率的双赢作品，不
辜负这个伟大的奔腾年代。

《奔腾年代》讲述了中国速度奠基者的故
事，在纵横60年的跨度里，在小人物相濡以沫
的一生中，见证了中国电力机车从无到有、从
慢到快、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的新“创业
史”；同时也要面对中苏关系破裂、三年困难时
期、经济恢复调整、“文革”、改革开放、集中动
力到分散动力、集成创新等重大事件，用什么
样的态度来创作，是摆在编剧面前的首要问
题。剧中大结局中常汉卿的最后一句台词“我
庆幸我生逢这个伟大的奔腾年代。”成了剧本
创造的定力基点和感情基调。这是对这个民族
炽热的爱，是对奠基者的崇高的致敬，剩下的
就是冷静的创作方法了。

如何去真切地观照时代、塑造有品格担
当的人物，需要编剧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和
苦难是为了迎接希望、面对未来，这种定力
是观众对时代的生活质感、情感诉求及理想
追求，能不动声色地感知，并被温暖、被激
励。感受国家日新月异，家庭辛酸苦辣，百姓
欢喜忧愁，既是观众的需要，也是满怀热情
讲好中国故事的根基和底色。以小人物刻画
大时代，从平凡中见伟大。

绽放557年的池坊花道

展览严格遵循池坊传承五百余年的传统美
学布展。日本花道家福井先生对花展的方方面面
进行了严格把控。来自池坊各支部的花道教授和
池坊湖南省学会学员的作品，多视角呈现池坊
550多年的花道历史。而池坊专好的现场表演，
更带来了日本花道特有的招于无形、大道至简的
美学体验。

日本花道来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前供花，
始于池坊。池坊花道分立花、生花、自由花三种样
式，或展现大自然的壮观景色，或呈现植物的独
特存在，当然也少不了插花人的个性创意。总之，
是源于自然、再现自然、超出自然的美学，更是关
于时间与生命痕迹的情感记录。

池坊专好是日本花道鼻祖池坊的次期家元，
即下任掌门人。“家元”是日本特有的社会制度，
是指一个流派世袭的传承人和领导者。池坊专永
宗匠是池坊四十五世现任家元，次期家元池坊由
纪在2015年其父70年家元继承之际，正式袭名
为池坊专好。她在池坊花道世家长大，从小耳濡目
染。从中学时期开始正式修习花道，如果继任家
元，将是五百余年池坊历代首位女性家元。欣赏过
她作品的花道爱好者说，她的作品“温柔中不失坚
强”。她自己却说：“您什么时候会觉得花朵美丽？
花草与我们一样地呼吸，虽然看上去孱弱不可依
靠，但它们奋力地在时间中留下生命痕迹。”

“湖南的花材太丰富了”

现场插制的4个作品，所用花材均采自野外
自然生长的植物，池坊专好一边挑选花枝，一边
感叹：“湖南的花材太丰富了！”在池坊专好表演
前3天，池坊次期家元的助手坂口先生便早早地
飞来长沙，探寻花地，采集花材。

他去了长沙哪些地方？在自然寻觅之旅中他
发现了什么？

首先当然少不了橘子洲啦！经管理部门批
准，坂口先生在这里边走边看。在橘子洲看到路
边有园林工人修剪下来的柳条，他直接从中进行
挑选。“通过插花，给这些柳条再一次生命。”坂口
说，池坊本部所在的六角堂门口有柳树，想通过
柳条来表现我们跟六角堂之间的关系。

他说，池坊次期家元希望能够在表演中展现
长沙景色的美丽，所以尽可能多地用到长沙本地
野外自然生长的植物。让每个人都能够用身边的
植物来插花，这也是池坊一直以来提倡的。

他特意选择一些不太被人注意的地方，因为
“路边的植物，是人们经常会看的”。一棵雪松上
的枝条，引起了他的注意，“太漂亮了！”但犹豫再
三，他还是放弃了。“你们看，这根枝条先向下长，
后来又向上长，它活得非常努力，还是希望它的
这种精神能被更多的人看见，虽然非常喜欢，我
还是想让它好好活下去！”岳麓山上的丰富植被，
也让坂口先生赞不绝口，尤其是湘妃竹。这种湖
南特有的竹子，他第一次见，便一口咬定，池坊次
期家元应该会非常喜欢。

以花为媒，由技及道

除传承557年的池坊花道首次在长沙集中
呈现，今年6月授牌成立的华道家元池坊湖南省
学会，也同时首次亮相！这是池坊在中国大陆的
第四个分支机构。6年前，一群有着不同职业背
景的湖南爱花人，被植物深深吸引，开始接触池
坊花道，并聚集了一批潜心研习池坊花道的湖
南人。从远渡日本取经，到邀请年近八旬的日
本花道家小林滋子先生每年三次来长沙授课，
再到每月定期的插花雅集，他们以花为媒，由
技及道，将古典的美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
了湖南。“见识过美好的事物，才会想要更美的
生活。”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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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婷

一花一草，一期一会。在家门口看世界顶级
插花艺术表演和展览，是怎样一种体验？

12 月 14 日，长沙河西王府井，第三届长沙
花植艺术节暨日本池坊花道首届湖南年展开
幕。池坊为日本花道的起源。这也是有着557年
历史的池坊花道展首次亮相湖南。更让人激动
的是:当天下午，日本池坊掌门继承人、次期家元
池坊专好空降长沙，现场表演，将世界最高级别
的花道技艺，呈现在大家眼前。这是次期家元池
坊专好第一次来到湖南。即使在日本，次期家元
的表演都是一票难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