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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方志敏同志诞辰 120
年，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年份
里，央视一套推出《可爱的中
国》这部大戏，有着深刻的教
育意义，尤其对江西的观众有
一种亲切感，有一种深沉的回
忆。

——邓涛（作家）

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这样
一批历史人物，在他们年轻时
候，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
民族，为我们的党艰苦奋斗，
对我们当前的年轻人很有启
发，很值得学习。

——蒋迅（导演、编剧）

《可爱的中国》里的方志
敏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
的形象之所以令人崇敬，不仅
仅在于他志向远大见识广博，
更在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
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时
候，哪怕凌凤梧当时属于国民
党，是他的敌人，但他依旧愿
意去感化凌凤梧，劝他不要再
错下去。即便是即将上刑场，
他的眼神也仍然是凛然的，对
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泰然处
之、从容不迫……剧中的诸多
细节极大地丰富了这个人物
的光辉形象，让人肃然起敬。

——方昱（在校大学生）

演员林江国不仅“形”特
别像方志敏，最重要的是神
似，他抓住了方志敏独特气质
当中的那种激情，一下把这个
人物演活了。

——刘勇（编剧）

没有华丽的词语，但是感
觉到了当时我们共产党人骨
子里面有一股信仰的力量。

——邓超鹏（导演）

剧中有一个场景令我印象
深刻：1926年，在广州的江边，
三位年轻人意气风发，聊起各
自的成长经历，有着惊人的相
似，三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毛泽东说：“为了让我们中华民
族不再受人欺辱，我们必须选
择强国强民的道路，当前的革
命任务，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
军阀……”方志敏说：“中国是
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在那些
洋人的眼里，我们连狗都不如，
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
都在滴血……”彭湃说：“假使
能让我中华民族真正得到解
放，那我又何惜这条蚁命！”这
一年，毛泽东 33 岁，方志敏 27
岁，彭湃30岁，为了拯救苦难的
中国母亲，他们投入革命、到处
奔走。我今年30岁，和他们有
着相近的年龄，他们的青春热
血，激励着我。

——王全林（工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陪着爸
妈看电视看到了这部剧，起初

我是心不在焉的，一边看剧一
边玩手机，不料耳边却传来一
个个熟悉的词，“豫章大旅社”

“ 南 昌 惠 民 门 ”“ 滕 王 阁 码
头”……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昌
人，对这些地名比较熟悉，但
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座
城市发生的红色故事，却知道
得不多。原来在1926年，北伐
军攻打南昌，守城的北洋军阀
残暴统治，还纵火阻止北伐军
入城，南昌民不聊生。这部
剧，让我看见了伟人，也让我
看见了江西的红色历史。目
前这部剧还没有播完，相信后
面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万芬芬（软件工程师）

中华民族向来有安土重
迁、落叶归根的传统。在民间
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中，老令公
杨继业为国捐躯、葬身塞外，
六郎延昭几番遣将深入辽邦、
探寻令公骸骨，以至思虑成
疾、心血耗尽，最终以自己的
生命换得令公遗骸归宋。《可
爱的中国》第一集讲述了一个
相似的故事。亲人痴痴地等、
战友苦苦地求，终于寻得方志
敏烈士的遗骸，英灵得以伴青
山。

落叶渴望归根，根同样呼
唤着落叶。父母盼儿、妻子盼
夫、故乡盼望远去的游子……
这是我们安葬方志敏烈士遗
骸的原因，是我们安葬抗美援
朝志愿军烈士、中国赴缅远征
军烈士遗骸的原因。

落叶最终成了根，滋养出
新的绿叶。“庭中有奇树，绿叶
发华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征程这棵奇树上，包
括方志敏在内的一代代仁人
志士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成
为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我们
新时代的青年则是这棵奇树
上最鲜嫩的绿叶、最夺目的华
滋。今天，我们纪念方志敏，
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先烈，而
这些先烈以及他们所代表的
伟大民族精神又哺育着我们、
塑造着我们，激励我们自强不
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根
对绿叶的情意。

——熊昊文（在校大学生）

电视剧《可爱的中国》以革
命烈士方志敏为原型，呈现了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段烽
火岁月，众多中国共产党人的
热血故事。让我感受到，正是
因为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新中
国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
的可爱的中国。我觉得，通过
影视剧的方式再现那段历史，
对于我们当代青年了解和缅怀
那段未曾经历的岁月，具有很
重要的意义。另外，在被跌宕
的剧情深深吸引时，作为江西
人的我倍感自豪。

——园园（公司职员）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万

芸芸）

光影铸英魂 孜孜念初心
——与主创人员谈电视剧《可爱的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方志敏同志诞辰方志敏同志诞辰12012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可爱的中可爱的中
国国》》近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近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该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家、、军事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
建人方志敏同志建人方志敏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发动农民暴动，，组建红军组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革命根据地，，建设建设““苏维埃苏维埃
模范省模范省”，”，在危难面前忠诚于党在危难面前忠诚于党，，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向敌人统治腹地进军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向敌人统治腹地进军；；不幸被俘后不幸被俘后，，又又
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开展狱中抗争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开展狱中抗争，，并写下并写下《《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等不朽篇章，，最终从容就义的光辉一最终从容就义的光辉一
生生。。该剧塑造了一代伟人方志敏的光辉形象该剧塑造了一代伟人方志敏的光辉形象，，凸显了以凸显了以““爱国爱国、、清贫清贫、、创造创造、、奉献奉献””为主要内核的为主要内核的
方志敏精神方志敏精神。。

不忘来时路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方知向何行。。本期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该剧的导演吴子牛我们特别邀请了该剧的导演吴子牛、、总制片人徐知音总制片人徐知音、、方方
志敏扮演者林江国等主创人员志敏扮演者林江国等主创人员，，一起来谈谈这部剧一起来谈谈这部剧，，分享他们创作过程中的故事与感动分享他们创作过程中的故事与感动。。

吴子牛：
知名导演、编剧，代表作有

《天下粮仓》《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等

徐知音：
艺海纳川国际文化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江国：知名演员，代表作
有《壮士出川》《大牧歌》等

嘉宾

万芸芸：本报记者

主持人

““拍这部剧责拍这部剧责
任重大任重大，，我想拍成我想拍成
一部标杆作品一部标杆作品””

■■主持人主持人：：徐董徐董，，请您介绍一下请您介绍一下
《《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的创作的创作经过吧经过吧。。

徐知音徐知音：《：《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从项目从项目
筹备到央视播出筹备到央视播出，，一共用了一共用了 1616 个个
月月，，虽然时间紧虽然时间紧，，但每一位演职人员但每一位演职人员
都发扬了螺丝钉精神都发扬了螺丝钉精神，，认认真真认认真真、、兢兢
兢业业兢业业。。

我们以吴子牛导演为创作核心我们以吴子牛导演为创作核心
的制作团队分成了的制作团队分成了 ABCABC 三个组进三个组进
行拍摄行拍摄，，拍摄高峰时演职人员达到拍摄高峰时演职人员达到
近千人近千人，，有时三个组同时在不同的有时三个组同时在不同的
地方开拍地方开拍。。有的演员刚在这个组拍有的演员刚在这个组拍
完完，，立马就要赶去另一个组拍摄立马就要赶去另一个组拍摄，，不不
夸张地说夸张地说，，一天一天 2424 小时小时，，总有我们总有我们
的组在拍戏的组在拍戏。。演员们冬天要去海边演员们冬天要去海边
拍夏天的戏拍夏天的戏，，那么冷的天还要走在那么冷的天还要走在
水里水里，，吹着海风吹着海风；；工作人员更是夜以工作人员更是夜以
继日继日，，无论刮风下雨都奋战在第一无论刮风下雨都奋战在第一
线线。。

吴子牛导演白天到现场盯着拍吴子牛导演白天到现场盯着拍
戏戏，，在监视器前一坐就是一天在监视器前一坐就是一天，，晚上晚上
回来还要和各个部门沟通第二天的回来还要和各个部门沟通第二天的
戏戏，，基本每天都工作到凌晨基本每天都工作到凌晨。。林江林江
国也是一样国也是一样，，他和所有工作人员同他和所有工作人员同
吃同住吃同住，，艰苦朴素艰苦朴素，，怀着一颗敬畏的怀着一颗敬畏的
心心，，用灵魂演绎了一个活生生的方用灵魂演绎了一个活生生的方
志敏志敏。。

这么庞大的摄制团队这么庞大的摄制团队，，这么大这么大
的工作量的工作量，，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是一个巨大的
考验考验。。现在电视剧终于播出了现在电视剧终于播出了，，我我
非常感谢吴导非常感谢吴导、、林老师和所有的演林老师和所有的演
职人员职人员。。

■■主持人主持人：：如今如今，，这部剧已经播这部剧已经播
出了十多集出了十多集，，收获了高人气收获了高人气，，街头巷街头巷
尾大家尾大家都在议论都在议论。。你们有想过这部你们有想过这部
剧会有这么好的播出效果吗剧会有这么好的播出效果吗？？

徐知音徐知音：：我们拍摄我们拍摄《《可爱的中可爱的中
国国》，》，初衷是为了秉持初衷是为了秉持““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牢
记使命记使命””的理想信念的理想信念，，我们要让观众我们要让观众
通过电视剧感受到正能量的鼓舞通过电视剧感受到正能量的鼓舞。。

《《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讲述了革命者方志敏讲述了革命者方志敏
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塑造了以方志塑造了以方志
敏为代表的为了信仰敏为代表的为了信仰、、为了建立新为了建立新
中国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群像群像，，故事跌宕起伏故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惊心动魄，，是是
一部传递正能量一部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电弘扬主旋律的电
视剧视剧。。

观众认可这部剧观众认可这部剧，，也算是对我也算是对我
们全体主创的劳动成果的一种认们全体主创的劳动成果的一种认
可可。。作为电视剧作为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的出的出
品人和总制片人品人和总制片人，，是我终生的荣耀是我终生的荣耀。。

林江国林江国：：《《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被观众被观众
认可认可，，不是因为我们演得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演得有多好，，而而
是方志敏同志的事迹感动了大家是方志敏同志的事迹感动了大家，，
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感
动了广大观众动了广大观众。。再加上众多主创共再加上众多主创共
同努力同努力，，不辞辛苦不辞辛苦、、起早贪黑起早贪黑，，确保确保
电视剧品质电视剧品质，，才有了观众的喜爱才有了观众的喜爱。。

■■主持人主持人：：吴导吴导，，今年是新中国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成立 7070 周年周年，，也是方志敏也是方志敏 120120 周年周年
诞辰诞辰。。在这样一个时期推出电视剧在这样一个时期推出电视剧

《《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在您心中有什么特在您心中有什么特

别的意义吗别的意义吗？？
吴子牛吴子牛：：对一个导演来说对一个导演来说，，拍摄拍摄

《《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这样的电视剧责任重这样的电视剧责任重
大大。。方志敏是我们无比崇敬的英方志敏是我们无比崇敬的英
雄雄，，他投身革命他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无私奉献一生业无私奉献一生。。他坚定不移的信他坚定不移的信
念念、、感人肺腑的清廉行为感人肺腑的清廉行为、、令人信服令人信服
的高尚人格的高尚人格，，都十分令人感动都十分令人感动。。我我
带着无限敬意带着无限敬意，，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结合自己多年来的
拍摄经验拍摄经验，，尽最大努力去制作这部尽最大努力去制作这部
剧剧，，我想把我想把《《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拍成自己拍成自己
的一部标杆作品的一部标杆作品。。

■■主持人主持人：：林老师林老师，，您曾塑造了您曾塑造了
许多正能量的革命者形象许多正能量的革命者形象，，对于此对于此
次塑造方志敏形象次塑造方志敏形象，，会不会驾轻就会不会驾轻就
熟熟？？

林江国林江国：：于我而言于我而言，，每次演绎都每次演绎都
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方志敏同志的方志敏同志的
事迹事迹，，我们都有所了解我们都有所了解，，我们都从心我们都从心
底里敬重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共产底里敬重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共产
党人党人。。在接到这个角色后在接到这个角色后，，我把自我把自
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星期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星期，，一遍又一一遍又一
遍地看了很多关于他的纪录片和各遍地看了很多关于他的纪录片和各
种文献资料种文献资料，，甚至是连环画甚至是连环画，，我想尽我想尽
量从多个角度去加深和丰富对方志量从多个角度去加深和丰富对方志
敏这个人物的理解敏这个人物的理解。。此外此外，，在拍戏在拍戏
的时候的时候，，我也是尽量抓住一切时间我也是尽量抓住一切时间
做好案头工作做好案头工作。。说实在的说实在的，，对他的对他的
了解越深了解越深，，内心越是崇敬内心越是崇敬，，越觉得必越觉得必
须塑造好这个角色须塑造好这个角色，，方能无愧于烈方能无愧于烈
士士。。

““好戏太多好戏太多，，
场场都有好戏场场都有好戏””

■■主持人主持人：：吴导吴导，，在开拍之前在开拍之前，，
您曾带着摄制您曾带着摄制组在上饶弋阳组在上饶弋阳、、横峰横峰
等地采风等地采风。。对于这部剧对于这部剧，，您有怎样您有怎样
的艺术追求的艺术追求，，您又是怎样去实现您您又是怎样去实现您
的艺术追求的艺术追求？？

吴子牛吴子牛：：一部电视剧重要的是一部电视剧重要的是
什么什么？？我认为是电视剧所展现的故我认为是电视剧所展现的故
事本身事本身。。为了让这部剧做到既尊重为了让这部剧做到既尊重
史实又好看史实又好看，，我特意在剧中创造了我特意在剧中创造了

““宣金山宣金山””这个虚构人物这个虚构人物。。他原来是他原来是
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一个国民党的特务，，却没有泯灭良却没有泯灭良
知知，，经常遭到欺压经常遭到欺压，，在被方志敏救助在被方志敏救助
后后，，受到感召受到感召、、参加革命参加革命，，最后壮烈最后壮烈
牺牲牺牲。。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创造这样一个人物，，除了能除了能
让电视剧内容更丰富让电视剧内容更丰富、、更好看之外更好看之外，，
也能更加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历史事也能更加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历史事
实实。。想当年想当年，，就是在方志敏这样的就是在方志敏这样的
革命先驱的感召和带领下革命先驱的感召和带领下，，无数默无数默
默无闻的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默无闻的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
血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主持人主持人：：有人说有人说，，一个角色要一个角色要
感动观众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演员首先要感动演员。。您怎您怎
么看待和塑造方志敏这个角色么看待和塑造方志敏这个角色？？

林江国林江国：：方志敏心中有信仰方志敏心中有信仰，，而而
且是一个坚定的且是一个坚定的、、虔诚的践行者虔诚的践行者。。
他认定共产主义信仰他认定共产主义信仰，，深信只有共深信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产党才能救中国，，而他为了这个信而他为了这个信
仰仰，，流血流血、、牺牲牺牲，，献出了自己的一献出了自己的一
切切。。正因为他的信仰无比坚定正因为他的信仰无比坚定，，意意
志无比坚强志无比坚强，，所以他在从事革命工所以他在从事革命工
作的时候作的时候，，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始终始终
保持着一个快乐的奋斗状态保持着一个快乐的奋斗状态。。为为
此此，，在我看来在我看来，，方志敏身上最大的一方志敏身上最大的一
个特点个特点，，或许就是对革命战斗永远或许就是对革命战斗永远
乐观豁达乐观豁达。。

■■主持人主持人：：作为一部重大革命作为一部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题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有有
哪些不一样的艺术特质哪些不一样的艺术特质？？

徐知音徐知音：：有人说有人说，，中国的重大革中国的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要有突破命历史题材要有突破，，一定是从一定是从《《可可
爱的中国爱的中国》》开始的开始的。。该剧尊重史实该剧尊重史实，，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还原历史还原历史，，还原还原
人物人物，，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
术加工术加工。。

林江国林江国：：的确的确，，如徐董所言如徐董所言，，对对
于于《《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我们有艺术加工我们有艺术加工，，
但基本上不脱离史实但基本上不脱离史实，，否则的话否则的话，，就就
失去了拍这部戏的意义失去了拍这部戏的意义。。作为一名作为一名
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如何去诠释这么一个如何去诠释这么一个
人物人物，，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当成那个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当成那个
年代的方志敏年代的方志敏。。我越是深入演绎这我越是深入演绎这
个角色个角色，，越发觉得方志敏的伟大越发觉得方志敏的伟大。。
我好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好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方志敏方志敏
就是大海就是大海，，他的内心世界太壮阔了他的内心世界太壮阔了，，
一望无际一望无际。。

全剧中全剧中，，好看的戏太多了好看的戏太多了。。跟跟
着吴子牛导演拍戏着吴子牛导演拍戏，，即便是你觉得即便是你觉得
很平常的一些戏很平常的一些戏，，但经过他的现场但经过他的现场
调度调度，，就能成为一场非常振奋的戏就能成为一场非常振奋的戏。。

““真正的主旋真正的主旋
律一定是干净律一定是干净、、深深
刻刻，，有良心有良心、、有诚有诚
意的意的””

■■主持人主持人：：吴导从艺几十年吴导从艺几十年，，执执
导了一大批红色题材影视精品导了一大批红色题材影视精品；；徐徐
董出道以来董出道以来，，制作的影视剧一直以制作的影视剧一直以
主旋律主旋律、、红色题材为主红色题材为主；；林老师也在林老师也在
荧屏上塑造了一系列的革命英雄形荧屏上塑造了一系列的革命英雄形
象象。。是什么让你们有了是什么让你们有了《《可爱的中可爱的中
国国》》这样一个共同的选择这样一个共同的选择？？

吴子牛吴子牛：：导演是用作品来表达导演是用作品来表达
思考的思考的，，所以所以，，我非常喜欢拍历史正我非常喜欢拍历史正
剧或现实剧剧或现实剧。。在影视业变得极度商在影视业变得极度商
业化的今天业化的今天，，我们的行业和观众更我们的行业和观众更
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鼓励大家思鼓励大家思
考考，，带给大家更积极的价值观和正带给大家更积极的价值观和正
能量能量。。

最近十年最近十年，，一些明星靠点击量一些明星靠点击量、、
靠粉丝靠粉丝、、靠流量靠流量，，破坏了影视市场的破坏了影视市场的
常态发展常态发展，，电视剧更是如此电视剧更是如此！！甚至甚至
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抗日神剧抗日神剧”，”，
它们表面上打着弘扬主旋律的旗它们表面上打着弘扬主旋律的旗
号号，，但事实上却是在糟蹋主旋律这但事实上却是在糟蹋主旋律这
三个字三个字。。而那些真正好的而那些真正好的，，能称得能称得
上是主旋律的上是主旋律的，，一定是懂得取舍的一定是懂得取舍的，，
一定是选择了那些干净一定是选择了那些干净、、深刻深刻、、良良
心心、、诚意的表现要素的诚意的表现要素的。。

徐知音徐知音：：为什么喜欢主旋律红为什么喜欢主旋律红
色题材的影视剧色题材的影视剧，，这可能和我的成这可能和我的成
长经历有关长经历有关。。方志敏是江西弋阳县方志敏是江西弋阳县
人人，，也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老乡。。我从小在江西我从小在江西

长大长大，，江西是革命老区江西是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有所以我就有
了一个天然的红色氛围的外部成长了一个天然的红色氛围的外部成长
环境环境。。我的父辈都曾经亲历过血与我的父辈都曾经亲历过血与
火的洗礼火的洗礼，，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
但是从小耳濡目染但是从小耳濡目染，，这些红色基因这些红色基因
深深地埋藏在了我的血液里深深地埋藏在了我的血液里、、骨髓骨髓
里里。。现在我做影视现在我做影视，，深入了解之后深入了解之后，，
我更加喜欢这一行我更加喜欢这一行，，同时也越发明同时也越发明
白白，，红色题材不管在什么时候红色题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都必
不可缺不可缺，，它永远都是潮流它永远都是潮流。。

林江国林江国：：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都在不断我都在不断
地挑战自己地挑战自己，，拓宽戏路拓宽戏路。。这是我首这是我首
次饰演方志敏次饰演方志敏。。方志敏是一个伟大方志敏是一个伟大
的人的人，，他的伟大表现在对家人他的伟大表现在对家人、、对战对战
友友、、对敌人对敌人、、对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对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能
起到引领和影响的作用起到引领和影响的作用。。即便是被即便是被
捕入狱捕入狱，，他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他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
想也感化和影响了一批人想也感化和影响了一批人，，这是信这是信
仰的力量仰的力量。。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继承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继承
和发扬方志敏精神和发扬方志敏精神。。

■■主持人主持人：：的确的确，，红色题材有着红色题材有着
永恒的艺术魅力永恒的艺术魅力。。那我们该如何让那我们该如何让
红色题材更好地贴近大众红色题材更好地贴近大众，，实现思实现思
想性想性、、艺术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观赏性的统一？？

吴子牛吴子牛：：我们要为主旋律正名我们要为主旋律正名，，
不可以为了主旋律而主旋律不可以为了主旋律而主旋律，，要抛要抛
弃这样的想法弃这样的想法。。我们要严肃创作我们要严肃创作，，
心怀责任心怀责任，，懂得在艺术上懂得在艺术上、、人性上人性上、、
故事性上故事性上、、人物刻画上人物刻画上，，充分体现主充分体现主
旋律旋律，，只有如此只有如此，，才能够散发出真正才能够散发出真正
的正能量的正能量，，这才是主旋律这才是主旋律。。

徐知音徐知音：：何谓主旋律何谓主旋律？？那一定那一定
是反映最普遍群众的需求是反映最普遍群众的需求、、最普遍最普遍
群众的意愿群众的意愿、、最普遍群众的利益最普遍群众的利益。。
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主旋律都有主旋律，，而站而站
在主旋律大潮中在主旋律大潮中，，小到个人小到个人，，大到企大到企
业业，，都能获得最强烈的共鸣都能获得最强烈的共鸣。。只不只不
过过，，我们有些人对主旋律有刻板印我们有些人对主旋律有刻板印
象象，，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正确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正确含义，，
好像一提到主旋律就和自己无关好像一提到主旋律就和自己无关，，
其实不然其实不然。。

社会需要英雄社会需要英雄。。红色题材的影红色题材的影
视剧应该怎么去做视剧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去突破如何去突破，，值值
得大家深入探讨得大家深入探讨。。生搬硬套的东西生搬硬套的东西
不是影视艺术不是影视艺术，，没有人会喜欢看没有人会喜欢看，，我我
也不喜欢也不喜欢。。在我看来在我看来，，红色题材影红色题材影
视剧里的人物应该鲜活起来视剧里的人物应该鲜活起来，，要用要用
现代人的审美现代人的审美、、现代的思想和观念现代的思想和观念
来打造来打造。。今天的电视剧今天的电视剧，，一定要有一定要有
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把创新精神贯穿到电视把创新精神贯穿到电视
剧创作全过程剧创作全过程，，不仅在原创力上下不仅在原创力上下
功夫功夫，，而且在拓展题材而且在拓展题材、、内容内容、、形式形式、、
手法上下功夫手法上下功夫，，用更加专注的态度用更加专注的态度、、
更加敬业的精神更加敬业的精神，，重塑电视剧美学重塑电视剧美学
体系体系。。这样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看这样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看
下去下去，，并接纳片中传递的思想并接纳片中传递的思想。。有有
了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了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对于我对于我
们出品方来说们出品方来说，，才是真正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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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配图为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剧照，压题图由杨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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