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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部反映我军女子特战连

官兵训练生活的电视剧 《女兵突击》

已完成拍摄制作。这部由全国妇联指

导，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

的大型电视剧，充分表现了女子特战

连官兵的顽强作风和优秀素质，热情

赞颂了新时代女兵们的崭新精神风貌

和过硬军事技能。

电视剧《女兵突击》以国际反恐为背

景，以中部战区陆军某部女子特战连官

兵的真实故事为原型，生动刻画了当代

95后女兵经过严酷而又神秘的艰苦训

练，在执行国家、军队重大特殊任务中的

出色表现，全方位、多角度描写和挖掘了

中国女兵的成长历程。该剧主题鲜明突

出，故事生动励志，场面惊险震撼，形象

塑造独特新颖，人物表现生动传神，拍摄

手法奇特细腻，是一部全面展示新时代

女兵风采的现实军事题材作品。

八一电影制片厂始终坚持为官兵服

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创作导

向，对电视剧《女兵突击》的创作拍摄

工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反映现实军营

生活的一部重点作品来抓。该厂生产部

科学组织、精心筹划，全力做好军地相

关部门的指挥协调。该厂故事片部组成

强有力的创作团队，确保拍摄工作顺利

进行。

《女兵突击》的主创人员把深入生

活、紧贴官兵作为创作拍摄出有高度、接

地气优秀作品的基础。从2015年 5月

开始，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刁勇和

青年编剧田地、李金芳等，就来到中部战

区陆军某部女子特战连进行采风，每天

坚持同官兵们一起训练、一同生活，切身

体味女兵们的训练甘苦，深入了解女兵

们的内心世界，点滴感受女兵们的喜怒

哀乐，积极探索女兵们的人生轨迹，细心

捕捉女兵们的精彩瞬间，用心发现女兵

们的灵魂光辉，从而激发出创作人员的

灵感和激情。

为了更加真实、充分地展示女兵们

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和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女兵突击》剧组

按照导演的创作要求，组织演员、编剧和

摄影等主创人员，多次来到女子特战连

野外训练基地体验生活，与官兵们同吃

同住同训练。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女演

员姜淼深有感触地说：“作为军队文艺工

作者，要想塑造好中国女兵的形象，就必

须在深入军营、真实体验女兵的训练生

活和内心世界上下功夫。”

电视剧《女兵突击》

讲述女子特战故事
■虞诚帆

日前，现代军事题材电视剧《突击
再突击》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热血开
播，该剧全方位展示了90后军人的热血
风采，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我军在新军
事变革中部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突击再突击》以雪域高原山地旅官

兵为故事根基，讲述了梁永军、司文斌、
周瑞麒三个成长经历、教育环境、家庭背
景完全不同的90后年轻人，抱着不同心
态参军后的成长蜕变过程。该剧展现出
新时代军人的热血和风采，是新时代实
战化军事训练得到全面提升的缩影。

不依靠单一的励志成长故事，不同
于简单的特种兵“打怪升级”模式，不复
刻军旅题材固有的思路，《突击再突击》
甫一开播就用实战演习、真枪实弹赢得
了观众的喜爱，用影视剧特有的形式宣
传强军思想。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剧
不再是简单地提倡英雄主义，更多的是
将现代部队训练、作战的状态原原本本
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了解到，枯燥的
训练和紧张的作战背后，是一颗颗热情
洋溢的年轻的心。
《突击再突击》制作团队为了展现

当代军人风貌，将拍摄地设置在西藏、
云南等地，条件非常恶劣。为了在荧屏
中塑造真实、可信、顽强的军人形象，演
员们全部提前“入伍”，像真正的军人一
样接受训练，从站军姿、端枪的姿态、装
备的武器，每个细节都要严格到位。正

是因为演员在最真实的环境中营造出
了完全实战感，才最终以“良心之作”打
动了观众。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军旅题材想
要取得好的效果，“真实”必不可缺：故事
“真”、画面“真”。《突击再突击》总制作
人、出品人傅晓阳表示，军旅剧不能盲目
拍成穿着军装的“悬浮剧”，只有台词打
动人、人物立体，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
“影视公司从故事上要切入观众内心，接
地气，不要写假大空的台词。另一个就是
拍摄上，要让镜头看起来更真切，把每个
细节都做细做好。”傅晓阳如是说。

可见，《突击再突击》胜在一个“真”
字。岁月静好之下的燃情青春再一次成
为观众的“催泪点”。近年来，主旋律军
旅题材影视剧作品不断刷新纪录，涌现
了一批优秀的军旅题材影视剧作品。以
热血、燃情、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新军旅
故事，持续创造着新的奇迹。

可以说，弘扬文化自信，展现新时
代军人真实风貌的军旅剧，前景一片大
好。军旅剧具备极强的类型特色，观众
群体相对固定，但这也容易让它落入俗
套。因此，一些业内人士预测，即将成为
大火题材的，并非传统军旅剧，而是
“新”军旅剧。这个“新”就体现在：贴合
当下、与时俱进、加入流行元素、传递新
时代的价值观等方面。

题图：电视剧《突击再突击》剧照。

电视剧《突击再突击》—

直面实战的“新”军旅剧
■蔡 勇

反映新兵成长转变的 8集纪录片

《新兵》，日前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

出。这部由东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制作的

纪录片，历经三年打磨而成。纪录片讲述

了该基地集中承训的新兵，经过新训营

火热历练成长、成熟、成才的过程。该片

通过跟踪十多个具体角色，围绕初训、不

适、行进、磨砺、血性和蜕变等关键词，在

新训营生活点滴中，全景展示了新兵训

练的苦乐酸甜、逐梦历程和成长心路。纪

录片从细节、细微处入手，记录了地方青

年向合格军人的华丽转变，展现了沐浴

在党的阳光下，新时代青年勇于报国、敢

于担当的豪情。整部纪录片对话平实、画

面稳健，让观众在仔细品味中产生共鸣，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纪录片《新兵》

展示迷彩梦想心路
■朱笑冰 李 飞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清代诗人
袁枚的一首诗——《苔》。最近，这首
诗不仅刷屏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据
此诗创作的同名歌曲《苔》，也犹如天
籁之声牵动人心，在各个音乐平台全线
霸榜。传统经典在现代旋律的演绎下，
重新焕发活力。

一首沉寂了近 300年的诗，为何能
在一夜之间圈粉无数，为人们所熟知？
捧红这首诗的正是CCTV大型诗词文化
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没有充满竞
争的激烈 PK，没有刻意剪辑制造“爆
点”，只有一首诗、一支曲、一个人，
古今相交、文化传承、经典重现……
2018年原创第一爆款，专业范儿和流行
性兼具，高端与地气儿同在。

作为央视原创的清流之作，《经典
咏流传》在大年初一首播当天就收到
各路点赞，带来无限震撼。节目用“和
诗以歌”的形式让传统经典诗词与新
时代流行音乐相结合，融传统与时尚
为一体，唱响经典，再造经典，给经典
注入“时代”元素，给文化打上“先锋”
烙印。作为央视新年文化节目的新开
局，《经典咏流传》用全新的气象和崭
新的作为打造优质电视节目的同时，
成功地打造了一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的有声名片，评论称它开启了文化节
目的 2.0 时代。

经典往往蕴于质朴之中，而质朴也
常常藏于简单之中。《经典咏流传》形
式很简单，就是单纯而干净的读诗、唱
诗和品诗。古人云：“诗言志，歌永
言，声依永，律和声。”吟诗作词本就
是风雅之事，透着古人的闲趣与修为。
朗朗上口的《三字经》自带光环，魅力
无限，浓缩大儒一生学识；广为传唱的
《枉凝眉》《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
水》，名家一出场便勾起许多记忆，身
听经典，梦回初原；《天净沙·秋思》
中元代马致远笔下的乡愁，何尝不是当

代 人 的 原 乡 情 愫
呢？《经典咏流传》
光芒很“亮”，表演

者中不乏当红演员、实力派歌手……但
万丈光芒也盖不过诗词歌赋本身。时代
在变，潮流在变，不变的是对经典的敬
畏之心和对文化的依恋之情。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永

流传，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每期开场，
主持人的一句保留台词就已足够吸引
人，和诗以歌更能抓住心灵。一群山里的
孩子和一个支教老师演绎的《苔》，鼓励
平凡的人活出自我的价值，由孩子来演
唱恰如其分，直戳人心；王俊凯一首轻松
欢快的《明日歌》，给现代人开了一剂滋
养心灵的良药，让人珍惜新时代美好时
光；中国第一代钢琴家、88岁的巫漪丽大
师倾情加盟，那布满皱纹的双手与灵巧
跳动的音符，让人肃然起敬久久难忘，第
一个音符响起，一曲《梁祝》绕梁而出：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经典再造，一切在于传统与时代间
是否形成了一种互文。如何做到“让今
人看见过去，让世界看见中国”？《经典
咏流传》正在利用其广阔平台和强大号
召力努力尝试。家喻户晓的 《送别》，
原曲其实是一首美国歌，经中国艺术家
李叔同填词，才发扬光大，舞台上双语
演绎更是平增不少魅力；宋代词人辛弃
疾的《青玉案·元夕》，让台湾歌手陈
彼得老爷子凭借酷帅的台风和真情的演
唱同样韵味十足；耳熟能详的《登鹳雀
楼》，由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共同演
绎，将积极探索、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表现得天衣无缝、淋漓尽致。经典之所
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可以经由岁月洗
礼依旧魅力不减，无论古今中外，还是
明星百姓，只要你愿意亲近，它就会散
发出一种别样韵味。

或许诗歌就应该被唱出来，才能完
成它最终的使命，不然让诗孤独地躺
在文学典籍里沦为知识储备，终归是
没有生命力的。但不论是诗词还是歌
曲，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辞藻的
堆砌、精致细腻的技巧，而是其背后
蕴藏的真情实感。诵罢诗词，一曲终
了，了不却诗中情、曲中神，它们所
延绵的内涵与风骨，持续滋养着灵
魂，指引着方向。在《经典咏流传》
的舞台上，这些平平仄仄的唐诗宋
词，在宫商角徵羽的音律韵脚中，犹
如穿越古今、跨越中外的一条纽带，
打通空间，联通时间。今天，又用新
时代精神浇灌，赋予它新的活力，点
亮了硕果累累的华夏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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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女兵突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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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央视综合频道同时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初
心》最后一集中，观众发出最多的弹幕内容是：“这
眼泪是止不住啊。”“看这电视剧需要一盒纸巾。”
“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专门去百度了一下这位
将军。”“向甘祖昌将军敬礼！敬礼！！！”“我要永远
记住甘将军，甘祖昌这个名字。”……于是，不仅仅
是剧情让人感动得流下泪来，连阅读这些弹幕也
让人心中充满温暖，整个屏幕散发着由剧作传递
给观众的正能量。

这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剧，记录了“将军
农民”甘祖昌历经革命年代风雨洗礼，建国后毅然
从高位请辞，携妻儿回乡，带领父老乡亲开发虎形
岭、修水库、建发电站、水泥厂、农科所等脱贫致富
的一系列故事。这些故事起于家长里短、生活琐
碎、不近人情的选择和难以认同的追求，却随着剧
情深入展开，人物形象渐渐树立，那些因主人公至
真至善的性情和举动带出的智慧和进步，引得观
众随着主人公身边角色一起，被感染、被激励、被
鼓舞、被震撼，从而真诚地爱上了这部剧，爱上了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

主角甘祖昌的饰演者吴京安在《初心》研讨
会上说：如果跟“甘将军”错过将是一生的遗
憾。该剧导演宋业明和他曾在电视剧《八路军》
《张学良》合作过，选角时导演第一个想到人的
就是吴京安。而他由于对这个角色倾注了太多感
情，在拍摄期间，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甘祖昌，
和这个人物产生了价值观、情感、心灵的真诚拥
抱，会在剧本基础上不由自主地添加一些小动
作、小表情和短对白，来丰富人物形象，体现角

色真性情。剧中，龚全珍去看望躺在病床上的甘
祖昌，原本面色苍白的他立刻坐起来，整了整衣
领和头发，强装精神、悠然自若地和龚全珍聊起
了天，顺便还不忘了把自己的儿子支出去。当村
子里第一次通电亮起了灯，甘祖昌故意闭着双眼
边走边说：“这家伙明晃晃、亮光光的，眼睛受
不了，刺眼睛！”可爱的举动让村民们更加兴奋
欢腾。还有甘祖昌要下煤矿，全家人劝他先治好
脑子里的瘀血，他一边不满儿子对龚全珍说出实
情，一边又立刻转变笑脸对妻子说没事，他现在
责任很大必须去做。这些都应和了剧中龚全珍对
甘祖昌的评价：“他这个人纯真、幽默、有原
则、敢担当。”这句话亦道出了角色的魅力所
在，散发着理想化的人格特质，带有积极的感情
能动性。

然而他也有着令人恨得牙痒痒的不完美。剧
中，他不和龚全珍商量就决定辞官回乡务农，全然
不顾妻子的理想与抱负；还有他不跟女儿解释，看
出了小伙子的不靠谱，就粗暴地破坏女儿的感
情。这种大男子主义和对家人的严厉态度令人不
适，然而这也使得人物褪去了高大上的形象，变得
更有生活气息和烟火味，也更衬托出甘祖昌背后
那群对他支持和包容的家人的伟大。

甘祖昌的形象在整部剧中来看，属于“无敌型
主角”，即所有问题在主角面前都会迎刃而解，一
切与主角做对的都只能“被虐”。于是他身后的甘
家人就变成了“成长型配角”，在主角光芒的照耀
下散发着蓬勃生机，他们的成长过程令人焦心、使
人牵挂，也因此各个鲜活生动，让观众印象深刻。

妻子龚全珍原本是知识女性，城里重点学校教师，
有教书育人的理想和追求，却不得已跟着丈夫到
了农村，由起初的不适应，成长为农村教育的领路
人，最终在甘祖昌去世后继承了他扎根农村、建功
立业的奉献精神，成为人人敬仰的“老阿姨”；儿子
甘锦荣由最初的好吃懒做、贪图享乐，在父亲的教
育下开始脚踏实地，陪着父亲一起为实现理想奔
波努力着；小儿子健健由叛逆不听话的小孩成为
了土木工程师；女儿甘平荣对行事不近人情的父
亲意见很大，在明白了父亲的苦心后两人和解，最
终平荣成为了一名医疗兵。弟弟甘森昌和弟媳赵
翠兰起初和哥哥、嫂子处处作对，还想要分家，后
渐渐被哥哥的大义所感，在文革中力护嫂子，一家
人冰释前嫌、互敬互爱。

主角与配角之间相互映衬，性格光芒交相辉
映，这不仅仅是一部时代人物传，更是一部家风传
承史。如最后一集中的最后一场戏——甘祖昌八
十大寿那天，一家人吟诵起家规祖训：“千锤万凿
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国风之本在家风，好家风会如化雨
春风，护着家、护着国，这也深情诠释了甘祖昌对
家人如此严格要求的根本原因所在。
《初心》是一部时代大戏，前后跨度近 30年，中

间历经新疆军区成立、大炼钢铁、文革、上山下乡、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多次重大历史事件。
然而这部剧想给观众展现的是除去时代变迁外
衣，内里柔软、有温度、有真心的人情关系。经由
主创人员的精心设计，这部长篇电视剧，巧妙而艺
术化地贯穿着始终如一的几句经典台词和台词中

传达出的审美意象，让观众为之欢笑、为之流泪、
为之受到感召。

甘祖昌与龚全珍夫妻间的爱情“黄鹂鸟”是两
人的情感信物。开场龚全珍在课堂上教学生们朗
读“两个黄鹂鸣翠柳”的诗句，令甘祖昌心动不
已。初次相亲，甘祖昌拿出自己画的黄鹂鸟送给
龚全珍，告诉她自己的故乡全是这种鸟叫声。辞
官回乡时，甘祖昌也用黄鹂鸟打比喻，希望妻子和
自己一起倦鸟回巢。

战友间的一句“你回来了”，则凝结着义气和
豪情。甘祖昌与李保山、甘海生三人当年一起参
加革命，海生牺牲在战场，保山走上歪路进了监
狱。正是战友们的牺牲令活着的他不愿享受将军
的福利，想回到家乡实现海生遗愿——亲手改变
家乡面貌；也正是保山的变质，更令他坚定了自己
不能忘却当初参加革命时立下的誓言——“走出
大山参加革命，为了父母兄弟，为了父老乡亲，为
了顿顿能吃饱饭，家家住新房，日子像天堂。”这就
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心。这一幕幕反复
出现却层层递进、越来越深刻的戏剧桥段，裹挟着
浓厚而美好的人情味。

剧中，甘祖昌将军脸上常常带着笑容，目光坚
毅、神色沉稳，用阳光和乐观、自信和不惧，一步一
个脚印带动身边人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理
想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如此平凡、如此朴
实，却带给了老百姓和整个社会伟大而宝贵的物
质和精神财富。他是如此“有骨气、有个性、有神
采”，而《初心》也因此成为了一部“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优秀电视剧。

电视剧《初心》—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理想
■贾秀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