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1.16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专版 11

电影剧本《一榻千秋》讲东汉时期豫

章太守陈蕃和“南州高士”徐孺子的故

事。形象地再现了王勃《滕王阁序》中“人

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典故的由来。

宣传江西的历史文化离不开滕王阁，但人

们对王勃《滕王阁序》中陈蕃与徐孺子的

故事知之甚少。剧本《一榻千秋》独辟蹊

径，通过陈蕃设榻向徐孺子虚心求教、诚

心相交，让我们看到了汉代廉臣陈蕃刚正

不阿、勤政为民、礼贤下士的可敬风范和

一代高人徐孺子遗世独立、冰清玉洁、忧

国忧民的高贵品格，他们一个在朝，一个

在野，但他们维护正义、不畏强权、用行动

扫除天下积弊的道德操守，都堪称后世的

楷模和典范。

我认为剧本值得肯定的地方有四个

方面：

1.历史题材去观照现实，题材有新

意。豫章太守陈蕃对徐孺子的尊重和礼

遇显示出一个有远见的为政者的博大胸

怀。一榻虽小却体现了太守尊重事实爱

惜人才的雅量。太守与高士间真挚的友

谊和心灵间的沟通契合会让人产生共

鸣。陈蕃不畏惧大将军梁冀的淫威，敢于

将作恶乡里的恶霸朱济绳之以法，对今天

反腐倡廉打黑除恶也不无启示。

2.滕王阁和王勃的《滕王阁序》是江西

历史文化遗产，再现“人杰地灵，徐孺下陈

蕃之榻”典故的由来，生动而巧妙地让历

史古迹和文学名著活了起来，以此为题材

进行电影剧本创作的还是首部。

3.故事集中，结构顺畅，将有限的历史

素材尽可能多的利用了。剧本通过一个

道具（坐榻），一个事件（处理朱济为害乡

里案），写活了两个人物（陈蕃和徐孺

子）。在史实和艺术虚构的结合上下了一

番功夫。《后汉书·徐穉传》中记述徐孺子

本人事迹不多，作者却能在此基础上演绎

出一段故事，实属不易。

4.散文化叙事与历史故事的诗意表

达。剧本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和操作手法决定了未来电影不可能完全

走商业片套路，势必把还原历史场景和

塑造人物放在首位，即便是朱济一案，也

未刻意在戏剧冲突上着力，剧本重视对

东汉时期社会环境的展示和对人物内心

世界的刻画，重视文学内涵的开掘，故事

内容则相对单纯，为电影语言在声画方

面的发挥留出空白。

剧本还有些不足，建议进一步完善，

1.关于“坐榻”的戏还不够精彩，能否

再增加点故事？这是全剧的点睛之笔，陈

蕃让人买了一个榻让徐孺子坐，太平淡。

不妨把故事延伸一下，比如，陈蕃了解到

徐孺子要有旧疾，坐立不能持久，其人又

过于重情崇礼，不肯轻慢了客人，经常忍

着疼痛正襟危坐，“谈笑自若”。陈蕃敬重

徐的为人又愿意跟他交朋友，向他求教，

才想出设榻的主意来。他特意让人按照

徐孺子的身材做了一个可卧可坐、可依可

靠的榻,专门用来招待徐孺子。在选材用

料、工艺制作上也符合徐孺子的人品情

趣，让徐孺子非常感动。这也为徐孺子后

来制铜镜回馈陈蕃做了很好呼应。镜上

千万不要写字，“民是肝，官是胆，”“肝胆

相照”之类的话太直白，没了诗意。陈徐

之交，是大贤大儒之间的交往，还用得着

文字说明吗？看到铜镜就能揣测出对方

的心意了。

2.徐孺子的刻画还嫌单薄，他在穷乡

僻壤办教育，为淳化乡风民俗所作的贡献

还可再编点故事。另外在细节上要把徐

孺子写活，他有大智大德也有个性和怪

癖，非常人所理解。不要让陈蕃一下子就

看好他，有错觉、有误会才好。徐孺子解

释陈蕃也应如此。有曲折，有波澜才会成

为莫逆之交。

3.有些台词不妥，需要改写。

第 7 页，徐孺子：“天下三危：一、”之

前，加一句“淮南王刘安曾经说过”。因

为，“三危”的话出自《淮南子》，不说明就

变成徐孺子说的了。

第 9页，“读书人应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

是宋朝大儒张载的话。汉代的陈蕃怎么

能说出宋朝人的话？不妥，要修改。

第22页，徐孺子讲课“人不敬我，是我

无才……是我无善。”这一段是网上发的

一段心灵鸡汤，现代人模仿孔子的话。加

在徐孺子嘴里不妥，要修改。

以上意见和建议，仅供参考。

日前，电影导演、编剧易

华创作的剧本《一榻千秋》研

讨活动在京举行。国家电影

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电影

局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原常务

副主任高尔纯，中国艺术节

基金会理事长、历史学博士

安然，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

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

书长许柏林，国家一级电影

文学编辑、中国电影报社原

社长总编辑王迎庆等业界专

家对剧作进行了审读研讨。

电影《一榻千秋》通过对

东汉时期豫章太守陈蕃和

“南州高士”徐孺子之间故事

的讲述，展现了汉代廉臣陈

蕃刚正不阿、勤政为民、礼贤

下士的可敬风范和一代高人

徐孺子遗世独立、冰清玉洁、

忧国忧民的高贵品格。在研

讨会上，专家们纷纷发言，各

抒己见，一致认为这个剧本

很有特色，尤其在历史人物

改编结合现实的努力中做得

很好。主创团队表示，接下

来将结合本次研讨会的意见

建议对剧本进行修改完善，

把电影打造成一部有温度、

有价值、有分量的作品。

现把专家们对剧作的意

见整理如下。

易华导演近年来作品以现实题材居

多。看到这次是写“人杰地灵，徐孺下陈

蕃之榻”典故时，我不禁好奇亦为之一振。

查了查史料，徐孺子是东汉高士之

首，陈蕃为“高士下榻”乃千古一绝。如

此好的题材以前怎么没有影视作品表现

呢？再寻找徐孺子故事，方知相关史料

并不多，他的事迹主要是“邀官不肯出

门，奔丧不远千里”。太守陈蕃为徐孺

子下榻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因此，要

把这一段佳话创作成一部成功的影片并

非易事。

东汉中后期，宦官和外戚轮番专权，

陈蕃外放到豫章做太守时期更是“跋扈将

军”梁翼专权，这个梁翼把持朝政二十年，

连皇帝都敢杀，“海内个个嗟叹，人人自

危”。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

个“官访民居，民下官榻”的故事，无疑是

一股清流。 回到易华剧本，剧作并没有过

多渲染朝廷争斗，而是着重描写官民之间

的情谊，塑造了一位品行端正的“人杰典

范”和一位礼待贤才，刚正不阿的官员形

象，这样写也许是为了故事更好看，其实

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在观照现实方面所做

的努力。

目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

社会道德建设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宏

伟方略之一，作者在选材和创作时非常敏

锐地抓住了“弘扬正气”这一积极主题，实

乃是与时俱进。徐孺子一生“邀官不肯出

门”（这和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关），但剧作

对徐孺子辞官只是一带而过，着力点在他

的行为规范及与官员的情义上。这样避

实就虚可以看出作者的题旨。历史题材

创作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

者在把握徐孺子人物形象时突出读书人

的天下情怀，这样既尊重了历史，又使主

人公的精神和形象得到了升华。这种处

理无疑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从一个典

故演绎出一部电影，是真正让历史活了起

来。既具有了历史价值，又具有了现实意

义。

1、剧本挖掘、整理了汉代清官陈蕃

和高士徐孺子的故事，歌颂了陈徐二人

的高风亮节和深厚情谊，传达了做人做

事做官的真谛。剧本有力地传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下有着切实的针砭

力量和感化力量。可以说，选题精良、选

材优质。

2、剧本成功地刻画了陈蕃和徐孺子

的形象，他们有性格（爽直、清白），有志向

（为人世扫除、振兴汉室），有情怀（儒雅、

传道），有担当（扶弱抑强、除暴安良、主持

正义），他们是在完善修养、修炼人格、成

仁求道中为官为业的；两个人又互为知音

知己，相互砥砺。两人之间的情感和境

界，默契和支持，非常感人。

3、故事性较强。本剧围绕着强人朱

济仗势欺人，抢男霸女，横行无忌，官奸勾

结，如何处置？如何断案，展开情节，有较

强的吸引力和观赏性。结构节奏合理。

4、历史张力较强。陈蕃制榻和徐孺

子制镜，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物像意义、

故事内涵和人物关联，对于历史再现、人

物展现、生活表现，都具有独特的表达功

能。同时，造纸、授业、传道等都传达出历

史的味道和生活的意味。

5、建议再深化一些故事的复杂性，展

现人物的成长性（双方或某一方），以体现

精神认知与鼓舞的力量。

一、整体看法

电影剧本《一榻千秋》，故事完整，表

达节奏流畅，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清雅严

谨。通过东汉年间豫章太守陈蕃与东汉

名士徐孺子之间厮抬厮敬、同声之应的君

子之交，展示出有大志者陈蕃以除天下之

患为己任的廉吏形象。赞颂了官廉民勤、

地方太平的和谐社会。是一部弘扬正气、

倡导廉政的正能量作品。

汉末大臣陈蕃，汉桓帝时为太尉，汉灵

帝时为太傅。此人为官正派，耿直硬项。

桓帝朝，因犯颜直谏曾多次左迁；后虽得信

任重用，却因和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

阉宦，事败而死。此人所历，跌宕起伏，值

得大书。剧本只是选择了他为官亲民的一

段事迹。管鲍之交、恺悌君子的情感戏，历

来是影视作品中的高点之一。本剧素材的

选择，决定了剧本的创作有一定难度。在

这种情况下，作者迎难而上，更难能可贵。

二、几点建议

1.开篇略显平淡，给观众的带入感

不强。建议第一场（或第二场）动感强

一些。如，以龙颜大怒、降职贬黜为开

篇；或，赴豫章途中，路遇强人、遇到朱

济类歹人行恶等，有较强视觉效果的戏

开场。

2.从戏剧的冲突角度看，斩杀朱济再

展开写，可以更加生动、扣人心悬。本剧

亦可在此收场。

3.如果想刻意表现陈、徐二人的惺惺

相惜，则应该在后面加戏。前面则应该着

力表现两人相倚为强、朋心并力、患难与共

的关系，以衬托出后面江湖上徐孺子对宦

场中陈蕃抱诚守真的管鲍情谊。后面徐孺

子可参与对落寞后的陈蕃的关怀，甚至为

其奔走呼号。遂徒劳无获、郁郁不欢而终。

4.个别文字还需斟酌。例如：汉代，用

膳等词还是专用于皇家，最多至王公。一

般官员，还以饭、食为词。

5.豫章，今以南昌为核心的地区，多有

古迹和传说。剧中应对此加以关照，使其

为背景，唤起地方的认同感，以达到一举

多得之目的。

上述建议不甚成熟，请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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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纯（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安然（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理事长、历史学博士）

◎许柏林（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

◎王迎庆（国家一级电影文学编辑、中国电影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 编剧简介

易华。1963 年 12 月生。江西籍。

易华早年在南昌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

从事电影工作，历任场记、制片、副导

演等职，曾参与的电影《夫唱妻和》获

中国电影“华表奖”。自 2004 年起开始

独立执导电影。其作品《丰城剑气》被

中国文联选为送戏下乡电影，《七彩马

拉松》被北京体育电影周和上海国际

电影节选为展映影片，并获得重庆市

“五个一工程”奖。

《一榻千秋》

▶ 故事梗概

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尚书陈蕃从

京城外放赴任豫章太守，他到豫章后未进

衙署便带着侍从寻访到徐孺子家，不巧徐

孺子不在。此时南昌县令已备下酒宴为

新太守接风，他们急的团团转。

徐孺子平日以讲学为主，今天徐孺子

到邻村造纸作坊指导技术，得知纨绔子弟

朱济欺凌唐姑娘，张茂生路见不平，双方

打了起来，县令收了朱济重礼把张茂生下

狱。徐孺子来到舍衙拜望陈蕃，陈蕃恳请

徐孺子担任豫章郡功曹史。徐孺子以兴

教办学为由辞谢。徐孺子提起朱济恶行，

陈蕃传来县令，县令有苦难言，说朱济的

后台是大将军梁冀。

张茂生回家却被朱济打的卧床不起，

此时县令已称病躲了起来。陈蕃义愤填

膺，他派人抓了朱济。大将军梁冀得知朱

济被抓，他派人送信给陈蕃，陈蕃拒不接

见。送信的人假话说有公文要见陈蕃，陈

蕃大怒，把送信的人暴打了一顿。朱济被

正法，豫章百姓欢欣鼓舞，徐孺子非常佩

服陈蕃的胆识。

陈蕃有空便上徐孺子家谈诗论世。

徐孺子也时不时坐在太守府和陈蕃饮

茶。徐孺子来访陈蕃都亲自放下坐榻招

待，此景每每让徐孺子感动。他们讲史论

典。两人每次分别，陈蕃都要将徐孺子送

过石桥，而徐孺子送陈蕃则只将他送出家

门即止。此事令随从李可不满，一日，李

可忍不住折返想埋怨徐孺子过于高傲，只

见徐孺子望着天空念念有词：“仲举兄此

时到了石桥。”李可闻言始相信“徐稚每次

是用心送陈蕃”之词。

梁冀恶贯满盈，桓帝忍无可忍没收了

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和他的妻子孙寿

当天就都自杀了。皇帝下旨命陈蕃进京

任尚书令。陈蕃离开豫章后，徐孺子仿佛

失落了什么。徐孺子忽闻恩师黄琼仙逝，

他亲往吊丧。徐孺子到恩师坟前祭奠，离

去时也不去与丧主相见，他觉得心愿已

遂，无须再打扰主人了。

徐孺子在家用心讲学，听学子们在

议论朝廷争斗，徐孺子告诫：“读书人当

为社稷分忧，妄议朝政非但于已无益，反

而会败坏社会风气。”一日传来消息，陈

蕃为李膺申诉上疏劝谏被罢官。徐孺子

听后忧积于心，第二天他病倒了。病榻

上徐孺子写信让儿子送去京城，季登带

回了陈蕃的回信，也带来了陈蕃被害的

噩耗。徐孺子遥祭亡友：“仲举兄！孺子

自愧不如啊！我没有勇气像你一样登上

朝堂，整顿朝纲。你在险路上一路呼号，

我却拿不出神妙的计策应答。仲举兄！

我要葬入你的坟墓向你请罪。请你在那

边帮我准备好坐榻，我要与你谈经论史，

讨论如何建立不朽的功勋，怎样留下不

灭的美名。”

灵帝初年，朝廷用蒲轮车礼聘徐孺

子，适值徐孺子去世。徐孺子灵魂随陈蕃

上路，时年七十二岁。

▶ 内容提要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千百年来赞

誉中华神州的形象语。此句出自《滕王阁

序》中名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本片讲述的

是东汉太守陈蕃为东汉高士之首徐孺子

设置专榻的千古佳话。

东汉年间，陈蕃从京城赴任豫章太

守，因慕“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品行，经常

请他到郡府论学长谈，并特意为徐孺子准

备了一张坐榻，徐孺子一走，陈蕃就把坐

榻悬挂起来，徐孺子再来时又放下。影片

塑造了一位品德端正，一言一行无不符合

做人道理的平民形象。刻画了一位刚直

不阿，以扫除天下祸患为己任的官员形

象。赞颂了官廉民勤之间的淳朴友情。

是一部弘扬正气的正能量作品。

此剧本是根据黄奋奎、红开的中篇历

史小说《人杰徐孺子》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