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响文艺号角 书写时代华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影编剧笔谈录

■中央宣传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 编

整整一个世纪了，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的百

岁生日。这是艰难曲折的百年、风雨交加的百年，

也是沧桑巨变的百年。在这不平凡的历史征程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

宗旨，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的历

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

艺术的进步。我们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

置，永远与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作品才能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上文坛的。四十

多年来，我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

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以及《美丽的白银

那》、《漂亮的女邻居》、《都市女警官》、《浪漫女

孩》、《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大东巴的女儿》等

20余部电影作品，都是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

大活动中汲取题材、主题、诗情和画意；即便是《大

唐女巡按》、《大脚皇后》和《千古风流》等十余部

“千古系列”的历史题材作品，我也努力在字里行

间融入时代精神，使其与党摧枯拉朽的“反腐斗

争”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相映衬，尽力反映

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情绪，传递回荡在他们

心底的呼声。

我在担任长影主管文学艺术创作的副厂长期

间，与宋江波同志一道精心策划了《毛泽东与斯

诺》、《走向太阳》、《灿烂的季节》、《眷恋》、《任长

霞》、《大道如天》、《小巷总理》等直接展现党的历

史、党的领袖和党员先进典型的电影作品，获得了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

等许多重要奖项。

我们说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

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既要把人民群众当作表现的主体和对象，又要

心悦诚服地把他们当作自己作品的鉴赏家和评判

员，把为他们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值此欢庆中国共产

党百岁生日的历史时刻，我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习近平

1933年3月，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至此，中国电影编剧在党的领导下，孜孜以求、继往开来，用
手中的笔，记录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故事，讴歌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礼赞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精神，谱写新时代壮丽辉
煌的篇章。

百年征程、风华正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邀请7位编剧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分享创作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心得体会，表达对党百岁华诞的美好祝福。

2010 年，当我二十岁，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当

时创作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杨善洲》，错过了学

校举办的入党集体宣誓仪式。巧合的是，差不多

同时，我在云南拍摄现场，饰演了一位新入党的

党员。

那是影片拍摄的第一场戏，礼堂里，坐满了群

众演员，加大了尺寸的党旗挂在最前，在杨善洲的

扮演者李雪健老师带领下，我举手握拳，站在其

中，一字一句，念了入党誓词。

拍摄结束，戏服没脱，步行穿过施甸县

城，返回酒店，似乎是一场穿越。晕晕乎乎，

想到自己错过的学校的入党仪式，觉得这似

乎是冥冥中的注定。

大学毕业，我返回天山电影制片厂工作，成为

了一名电影编剧。

因为写《杨善洲》的缘故，之后的工作，越来越

多地接触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

新疆，我跟着剧组去了百里无人的罗布泊，采

访曾经的地质队员，了解他们寻找“钾盐”的故

事。那是生产“钾肥”的原料，有了它，地里的庄稼

才能站起来。常年风沙的和田，我看到了一名水

利工程师用四十年修建起的水利工程。从人工的

水坝，到现代化的大型水电站……有了它们，和田

的老百姓才能喝到干净的水。西藏樟木镇，层叠

罗列的边境口岸，人来人往，我看到一面永远在山

顶飘扬的国旗，那是一位大字不识、曾做过农奴的

藏族阿妈，对国家的感情。

每次采访、工作，我都能见到一些优秀的共产

党员，他们在各行各业，揣着各自心中的理想，没

日没夜地认真工作。剧本创作时，我把这些可爱

的人，努力变成一个个人物，放进故事，也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们的可爱。

见到那些人和事，经历每次创作，如同经历一

次党课。看到这些在现实生活中认真工作、努力

付出的普通共产党员，被他们打动，我也会反观自

己。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因为喜欢这些人，想把

他们写成好的电影人物，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他们

身后的故事，并通过他们更加热烈地爱着我们

的党。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作为入党

十一年的一名党员，入行十一年的一位编剧，希望

自己在未来的创作中，可以继续踏踏实实书写现

实生活中，那些生动可爱的人，继续创作出可以打

动观众的好电影作品。

衷心祝福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快乐！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梦都是有根基的，但凡

我们能称之为“伟大”的电影，无一例外都能在其

底部深处，找到扎实的、充满纤细根须的土壤。在

我的理解中，这片土壤就是历史、现实，是人类诞

生至今漫长而具体的存在。

我作为编剧参与创作的《中原女警》、《放映路

上》、《生命监管》等电影中，主人公都是共产党员，

在创作前期下生活期间，我和主创们一次次地被

主人公打动。无论是从歹徒手中解救 28 名幼儿

园孩子的女警王玉荣（《中原女警》），已经坚持45

年给乡亲放电影的放映员郭建华（《放映路上》），

还是因劳累过度倒在工作一线的煤监局长丁安

（《生命监管》），这些人物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撞击

之处，不仅仅是在于生死一瞬间的镇定、异乎寻常

的坚守、笃定践行的信仰，更在于人物在耀眼的光

环之下，那些迸射着人性善良、美好渴望、平安守

护的温暖而长久的火苗，也正是这绵延不绝的一

簇簇火苗，汇集成团聚拢成原，从1921年开始，持

续燃烧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共产党

员”这个词。不管是主人公本人（郭建华），还是主

人公（王玉荣、丁安）的亲属、同事、帮助过的人，说

到“共产党员”的时候，目光里是有泪花的，心中是

有底气的，脸上是有自豪的神采的，而这样发自于

心而行诸于外的神采，是电影中最为动人的画

面。我们主创在讨论剧本和拍摄之际，都明白我

们在进行的创作，不是为了拍一部能够打动观众

的、描写共产党员的电影，而是有一位共产党员打

动了无数他身边的、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这样的

打动足以震撼到更多人，而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这

样的打动再现到银幕上。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作为一

名党员，能够亲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这是何其有幸的机遇。伟大的时代呼唤

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时代也应该产生伟大的作

品。作为无数热爱电影的编剧的一员，在未来的

创作中，我将一如既往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

中国电影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徐峥导演创作团队剧本策划方面的负

责人，我连续三年参加了国庆档电影的创作：

《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之最后

一课》，现在正在写作《我和我的父辈》中的一个

故事。前两部公映之后，我们团队的作品获得

了观众比较好的评价，我们也有了一些主旋律

电影创作的经验和体会。

这三部电影的大方向是影片的整体协调团

队给出的，但具体的故事搭建，则是导演们组织

各自的团队独立完成。我们刚刚接到拍摄邀请

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短片本来就难做，要

在比常规商业电影短得多的时间里讲好一个故

事，逻辑完整，有人物形象，还生动有趣，在剧作

的技术上是有相当难度的。幸运的是，我们从

一开始就明确了一些具体的构思原则，按照这

些基本的原则去寻找素材、展开想象，便很少走

弯路了。

在这些原则中，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讲普通人的故事。在主旋律电影的意识

形态诉求里找到一个普通人的人物形象，充分

地揣摩他的情感世界，理解他的意愿，然后再设

定一个规定情境去给意愿的展开提供适当的空

间。创作者有多喜欢自己的人物，对笔下人物

的同情和关切就有多深，决定了故事最后是不

是真的能打动人。你爱不爱自己的人物，是不

是真的关心他的处境，观众是能够感知到的。

在短片《夺冠》里，小男孩冬冬的心愿只是

想给即将离开的小美送个小礼物，这个心愿是

美好、朴素、观众很容易理解的，但这个心愿

却跟他不得不去楼顶扶天线的任务形成了冲

突；他理解邻居们观看女排比赛的热情，希望

自己能帮助大家及时、完整地看到比赛，不忍

心让大家失望，这个心愿也是美好、朴素、观

众容易理解的。于是两个都是好的心愿形成

了冲突和纠结，成为这个故事戏剧性的内核。

但凡观众不同情其中的一个心愿，这个故事都

会失败。

在《最后一课》里，曾经的乡村教师老范在

失去记忆之后，心里唯一耿耿于怀的东西就是

要给一个孩子送颜料，这是一个热爱教育事业

的老师的心愿；当年的学生、今天的乡村建设者

们，希望通过还原一堂课来唤醒他的记忆，但又

担心万一被他发现是假的他会更疯，这也是美

好的、善良的、朴素的心愿。观众之所以被打

动，不是因为故事讲得有多么天花乱坠，而是这

些人物的情感是不是大家愿意去同情的情感。

所以，我个人的感受是，主旋律电影的生命

在于一定要找到能够跟普通观众共情的内容。

要真心关心我们周边的人，体会他们的情感，关

切他们的命运。电影要与人民共呼吸。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祝愿在党

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这个

大喜的日子里，相信每一个共产党员心里都会涌

上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

从事电影创作的人会说一句话：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我们电影的春天。

说到这个春天，用在我身上特别合适。

我在40岁之前是写纪实文学的作家，并没

有“触电”。因为我是写革命领袖历史题材的，

1997年便与电影《相伴永远》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革命伴侣李富春与蔡畅的战斗和爱情故

事，我与胡建新为编剧，由丁荫楠导演执导。胡

建新有成功的作品《孔繁森》，丁荫楠导演更是

大名鼎鼎，执导的《周恩来》感人肺腑，我除了熟

悉人物的历史资料外，在电影领域里是一名新

兵。于是我开始在这条新路上探索着前行，一

边学习一边创作，终于在1998年电影剧本通过

立项，1999年拍摄完成，进入院线放映，取得了

两个效益双丰收，斩获了电影各项奖项，我与胡

建新也获得了 2000年华表奖的优秀编剧。在

电影创作这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2000 年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对中国革命

进程有了怀旧与探求的需求，记得一次陈凯歌

导演打电话给我，我正在大连采访，他希望我尽

快返京，帮助写陈云的电影，至今我都记得他的

一句话：领袖题材电影要由写领袖作品的编剧

来做。后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电影《风起云

涌》问世。通过这两部电影的创作，我深刻体会

到中国革命历史自有风云迭起的独特魅力，革

命者自有灵魂炼狱的独特征程，搬上银幕必定

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独特的人生精彩，这个

“独特”二字，需要我们每一个电影人去耐心挖

掘、精心打磨，甚至要打破常规去思考历史的本

源、革命的根源和人性的同源。知其然，更要知

其所以然，这样创作出来的主旋律电影才能玉

树临风、常青不衰。

事实证明，正确的文艺方针与正确的意识

形态导向对电影的发展至关重要。1942年5月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指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根本方向。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涌现出

大批歌颂祖国与人民的优秀电影。党的十八大

之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各行各业，影

响着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与行为，特别是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划时代意义的文

艺工作座谈会，要求我们“崇德尚艺、潜心耕耘，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

者”，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职责与使

命，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我相信在党的文艺

方针指引下，祖国的文艺春天常在、文艺人才辈

出、文艺作品争艳！

我在春天里行走，我拥抱电影的春天！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积贫积

弱的危难之际，她高擎中华民族的希望之火，从

弱小到壮大，她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

牲，她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

运，也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她经历

的每一个历史关头，她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她勇往直前不惧挫折的精

神，她所追寻的伟大理想，她所坚守的信仰和初

心，她所牺牲的每一位英雄，她和人民一起流的

每一掬汗水和泪水都值得抒写和讴歌，而所有

这些都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是我过去、现

在、将来作品不变的主题和方向。

在我以往的作品中，有歌颂中国共产党创

始人之一、年仅 26岁就献出生命的《赵世炎》，

有为保护群众而壮烈牺牲的《马石山十勇士》，

有歌颂为掩护山东党政机关转移血洒疆场的抗

大一分校学员的《血染大青山》，有描写八路军

129 师抗战传奇的《浴血太行》，有抒写中华民

族抗战精神的《战神》，有描写中国共产党即将

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的《走出西柏坡》，有

歌颂奥运冠军的《冰与火》、《跆拳道》，有抒写党

员模范代表范振喜的《咱们是亲人》和一心为村

民的《村支书郑九万》，有歌颂人民解放军抗震

救灾的《惊天动地》，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描写普通创业者奋斗之路的《奋

斗者的新时代》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

是共产党员，他们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构成我作

品的底蕴，也使我获得心灵的感动、洗礼和

升华。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生活与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

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

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

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艺术源

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家的高度决定作品的

高度。作品的美与深意、爱与崇高、坚强与力

量，都是艺术家自身思想、信仰、品格、道德、

审美、情感的体现。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要继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先倡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奉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说，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衷

心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永远年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

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文

件，讨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等有关问题。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艰苦奋斗，农业、工业、

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

线上捷报频传。我意识到，文艺创作领域会更加

宽泛，于是来到厦门采访，有幸遇到了刘惜芬烈士

的姐姐，了解她们姐妹俩在厦门解放前的生动故

事，与孔繁祥、吴杰一起，创作了话剧《她含笑死

去》，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从那时起，我便给自

己定下一个规矩，在党、国家、军队的重大节庆日

子，我的创作不能缺席。

40 多年过去了，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1989年，新中国成立 40周年，我创作了话剧

《中国 1949》，这是中国第一届艺术节上的唯一一

台话剧作品。这一年，我创意并创作的电影《开国

大典》上映，次年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与张

笑天、郭晨一同在武汉领奖……

1990年的日历也是红色的，这一年是深圳改

革开放 10 周年。这 10 年，我们党创办了经济特

区，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共和国的面貌为之一

新，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在全

国选择了 6位作家、编剧，组成 4个创作组。几个

月后，我编剧的作品入选并拍成电影，片名是《你

好！太平洋》。

200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我向

有关领导建议，八一厂应当再拍八一南昌起义，并

为之创作电影剧本《八月一日》。

纪念长征胜利我有电影《遵义会议》，纪念抗

战胜利我有电视剧《东方战场》、电影《开罗宣言》、

话剧《最危险的时候》，庆祝新中国建国我有电视

剧《东方》、话剧《中国1949》。几十年里参加策划

撰稿了国家、军队大型晚会《复兴之路》、《为了正

义与和平》、《我们的旗帜》等三十余台。今年是建

党100周年，我创作了长篇电视剧《大浪淘沙》（原

名《一大代表》）。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也是一名文艺战士，个

人是渺小的，但是通过文艺作品，歌颂伟大的祖

国、伟大的党，是我作为一名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和职责，更是我不变的初心。

我为人民“鼓”与“呼”
■文/ 韩志君

翻动祖国红色日历
书写党的丰功伟业

■ 文/ 刘 星

共产党人的追求与信仰是我创作的永恒主题
■文/ 康丽雯

奋斗正当时
■ 文/ 董丹蕊

最动人的画面
■ 文/ 南飞雁

与人民共呼吸
■文/ 何可可

拥抱电影的春天
■文/ 顾保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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