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去跟风重在打动观众不去跟风重在打动观众 让让““伟人伟人””回归回归““凡人凡人””““没有巧劲只有笨功夫没有巧劲只有笨功夫””
“剧中真实历史人物超400人，场景达700多个，而一般电

视剧也就两三百个场景，而且还涉及反季节拍摄，这些都增加了
拍摄难度。但为了完成巨大的工作量，我们启动了3个组同时拍
摄，目前已经完成近2/3的进度，整个剧组斗志昂扬。”该剧导演
刘江介绍道。

克服疫情带来的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挑战，在既定时间
高质量完成这样一部史诗作品，刘江直言：“没有巧劲只有笨功
夫，遇到史实问题就要查个底儿掉。疫情虽然给拍摄带来很多
不便，但也让我们有更多时间认真复习党史，让准备工作更充
分。现在看来，没有这半年的扎实准备，拍摄可能不会像现在
这么从容。”

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恢弘的纪实片，全景式展现了从一大
到抗美援朝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包含了北伐战争、秋
收起义、红军长征、重庆谈判等众多历史事件，展现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建立红色政权，率领红军进
行战略转移，英勇抗日，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壮举。

“《光荣与梦想》时间跨度之长、参演明星之多、风格创新之
大，应该是同类题材剧前所未有的，因此，让观众看什么尤为重
要。”在刘江看来，此前没有一个时机值得大家做这样一部鸿篇
巨制，这其中创新是必须的。镜头是创作者的眼睛，在内容上，
对已有作品中表现多、观众清楚的历史事件，该剧会简要描绘，
而将重点放在此前表现少、观众了解薄弱的重要事件和节点
上，做到文约而事丰。

为了创作中的精益求精，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全剧围绕黄埔军
校的戏仅有12场，但就是为了这12场戏，剧组采取搭景的方式

“重建”了黄埔军校的部分场景，只为更逼真地还原当时的环境。

近些年，主旋律作品以愈加精良的制作和多元
的艺术展现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如何讲
述好那些值得被纪念的大时代，一直都是创作者们
不断探寻的问题。对此，刘江认为，“故事的规律告
诉我们，‘艺术真实’永远是故事通往观众内心的桥
梁，只有故事里的人物充满了真实的人性，观众才
能透过荧屏感受观剧的愉悦。”

在实操中，刘江带领创作团队始终强调要把
领袖人物艺术真实化，试图将“伟人”回归“凡
人”。刘江说，“伟人”首先得是一个“凡人”，只是
他在重要的关头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所以，
只有把“伟人”放到“凡人”的视角来拍，观众才会
真正理解和感受到“伟人”在做出“不平凡的选
择”时的不易，从而真正明白“伟人”的伟大。这
部影视作品中，有战争戏、爱情戏，有千钧一发，
有绝处逢生，有妻离子散，有国破家亡，有忠诚与
背叛，有投机与信仰，有平凡与伟大，也正因此，
架起了现代观众与古老历史之间的那座桥，也正
因此，透过作品可以看到党史中惊心动魄的励志
故事。

《光荣与梦想》在人物故事上充分挖掘共产党
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小细节、小故事，把不同侧面捕
捉到的闪光点连接成华美的链条，使一个个共产党
员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正因为细节让人物更
具情感厚度、更有生活温度，从而以可信性和真实
感打动人们，产生共情效果。 （本报综合）

把内容做实，把呈现形式做新，充分了解当
代受众的审美喜好和价值追求，以现代的技术手
段提升制作水准，打造更好的视听“燃点”和情感

“共鸣点”，为正能量精神、主旋律故事赋能，是
《光荣与梦想》创作的重点之一。

“过去有些重大历史题材剧一般更重事件，
把事件的枝脉说得很清楚，但从人的角度去叙述
的并不多。比如杨开慧牺牲，我们从一个母亲的
视角去描述它，就会有新的‘化学反应’，这些都
是渗透在细节中的。”刘江说道。

对于这样一部题材厚重、内蕴深远的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作品，如何走进年轻观众视野是很多
人关注的。对此，刘江坦言，并没太想如何迎合
年轻人，而是想去影响年轻人。“我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提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到达率，让每一
个镜头尽可能体现出新意。”在他看来，影视作品
比拼的是审美，不跟风，不迎合，能打动创作者自
身，就能打动观众。

记者在观看样片时发现，在表现革命者成
长的叙事中，贯穿着人物对社会和人生的叩问
思考、对生命意义的积极追寻。从他们身上，
可以感受到革命者少年立志的远大怀抱、青春
激荡的生命活力、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和坚韧
顽强的拼搏精神，这种用文艺方式传承红色基
因的尝试，对当下青年人的成长具有积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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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观感

《在劫难逃》是一部轻科幻悬疑犯罪刑
侦剧，主要讲述了由于女儿朵朵在两年前意
外死亡，张海峰家庭破碎，一蹶不振，整日浑
浑噩噩。没想到在城市里发生的一起案件
似乎与朵朵的意外相关，张海峰意外卷入其
中。迎接他的不仅是复杂莫测的案件真相，
还有层层叠叠的时光陷阱。

和大多数按照案件推进的悬疑剧不同，
《在劫难逃》用了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每一
集的人物和剧情大致相似。在不断地时光
轮回中，真相一步步揭开。

张海峰、赵彬彬、张晓萌、刘雨奇四个人
均有着各自痛苦的记忆。张海峰失去了妻
子和女儿。赵彬彬是个弃婴，在福利院时常
被小朋友奚落欺负，孙晓萌守护他，长大了
他守护她，独自抵挡她身前的黑暗，就想默
默看着她过上普通平淡的生活。张晓萌小
时候亲眼见到父亲遇难，心中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阴影。刘雨奇怎么也救赎不了张晓萌。

结尾张海峰再一次回到过去，给刚刚失
去父亲的小孙晓萌送上一束红色绣球花，领
养了福利院中的小男孩赵彬彬。就像绣球

花的花语是希望一样，他希望孩子们不会因
为失去了生命中的希望，而长成坏人。

“痛苦的记忆就像一道无法抚平的伤
口，一旦出现它就会一直流血，会痛，你除不
掉又不能视而不见，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治愈
它。”原来，张海峰一次次地回到过去，是因
为报名了一个“记忆实验”，但记忆实验无法
改变现实世界的结果，只能帮助人进入记
忆，抚平过去的伤痛，进而获得心灵上的慰
藉。

《在劫难逃》海报上写着：过去就是未

来，未来即是现在。过去无法改变，未来无
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只有把握现在,现在可
以治愈过去的伤痛，从而创造更好的明天。
就像张海峰说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
有什么人能天生注定干什么，也没有一件事
是改变不了的。”

解密紫禁城

故宫下周六“上新”
北京卫视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三

季定档下周六，一批紫禁城的秘密将揭开面纱，拥
有故宫元素的最新文创同时亮相。

“紫禁城这位600岁的‘老人’活得像个20岁
的‘小年轻’，我很开心能追故宫这颗星。”“故宫和
节目拯救了我的语文作文。”“每次考试都能用上节
目中的内容，而且还是有感而发的真情实感。”……
15日，《上新了·故宫》举行第三季开播发布会，故
宫文创新品开发员邓伦和魏晨带来几封中学生来
信，字里行间是当代青少年对紫禁城的看法。

为了更好地吸引这些年轻观众，新一季《上新
了·故宫》将出新招儿。节目总制片人刘兵透露，
将以青年设计力量为突破，集结全国设计类高校
学子、优秀青年设计师竞争上岗，共同为故宫文创
上新助力。同时，节目还会通过新技术新手段，解
密当下故宫的发展与变化。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通过故宫专家团
队与节目创作团队的创新合作模式，借助艺术界
年轻人对故宫承载文化的敬畏与探求，引导公众
全面完整地认识故宫。

把握现在
——电视剧《在劫难逃》观后感

○ 刘念

《幸福里的故事》

书写金融街40年变迁
京味剧《幸福里的故事》日前在北京卫视开

播。这个以青年男女的成长经历，书写金融街地
区近40年岁月变迁的故事，在播出后引发热议，
其中最让北京观众产生共鸣的，是一众实力戏骨
们演绎的烟火气十足的大杂院和那个年代街里街
坊相濡以沫的邻里情。

《幸福里的故事》由李晨、王晓晨领衔主演，苏
青、车晓、郑璐、刘莉莉、秦焰、张大礼、杨蕾主演。
故事讲述了李墙、陈瓦儿等年轻人，在北京金融街
的幸福里胡同四十年的生活故事，体现了小人物
不懈努力改变命运的时代精神，剧中主人公经历
的考大学、考文工团、待业做临时工、去深圳下海
等等，是不少60后、70后曾经经历过的关键人生
转折点。

京味剧讲究的是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以魅力
十足的京味语言、京都风物形成独特的艺术风
格。在《幸福里的故事》中，观众感受到的京味风
情主要来自于大杂院内叔叔阿姨辈儿绿叶配角的
地道演绎。剧中，街里街坊遇着大事互相商议、发
生误会送盘饺子化解矛盾、逢年过节几家人整整
齐齐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80年代大杂院的
风情画跃然荧屏。

(本报综合)

《惊天救援》

杜江王千源领衔“救援兄弟团”
日前，由彭顺导演的电影《惊天救援》首次曝

光电影阵容，在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
保障支队拍摄现场，身着“火焰蓝”消防制服的众
主演集体亮相，杜江、王千源、俞灏明、韩东君、王
戈组成“救援兄弟团”，现场分享了在真实消防站
封闭特训时的体验。

影片讲述了一场小地震引发多重灾情，面对
“全灾种、大应急”的任务需求，救援队员挺身而出
赴汤蹈火的故事。

出品方亚太华影此前曾出品佳作《烈火英雄》
《中国机长》，此次与《拆弹专家》《扫毒》系列电影
出品方寰宇娱乐一起，耗资3亿元打造这部大型
应急救援电影《惊天救援》，作为建党一百周年的
献礼作品，再次致敬消防救援英雄，并计划于
2021年上映。

导演彭顺曾经执导过国内首部消防题材商业
片《逃出生天》，他表示，在项目筹备过程中采访了
大量消防救援人员，希望更加真实地还原救援英
雄们“人”的一面，“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场合里见到
救援英雄赴汤蹈火的身影，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值得被反复书写，反复刻画。”

建党百年重点献礼剧《光荣与梦想》

一部最全展示却“最不一样”的党史剧作
百年前首批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中担负起

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这段故事也多次在荧屏展

现。明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多部主

旋律献礼影视作品也被提上日程，由上海广播电

视台、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尚

世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光荣与梦想》就

是代表作之一，该剧不仅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列

入第三批2018—2022年重点电视剧规划选题

名单，也是总局“4+2”重点项目工程中的唯一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自7月1日在横店开机以

来，该剧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之中。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彭圣威 男，硕士，副教授，副主任医，法医

师，内科教研室兼内一科主任
美国纽约STATEN学院和北京天坛医院访

问学者，先后在武汉同济医院工作3年，北京天
坛医院1年，咸宁市中心医院12年，擅长神经和
心血管内科疾病诊治。

戴斌 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二内科副主
任，咸宁市呼吸委员会委员

美国Creighton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曾在
北京朝阳医院气管镜科进修。主持厅级课题 1
项，发表SCI论文2篇。熟悉内科常见病诊疗；掌
握支气管镜及呼吸机治疗。

湖科院临床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于2012年正式承担附二
内科业务，设有普通门诊、住院部和专家门诊，于2019年分设
内一科（心血管、神经、肿瘤、血液、风湿免疫专业）、内二科
（呼吸、消化、泌尿、内分泌），医生30人，其中博士7人，硕士
14人，护士19人。科内开展了胃镜、纤支镜、TCD、HP、心脏
电生理、血气分析。

内
科
简
介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医院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
院/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三块牌子一套班
子。医院座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占地面积
53.6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医院（医学
院）现有职工500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副高
职称65人；博士27人，硕士52人；二级教授4
人，三级教授4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省政
府津贴专家5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4人。

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开放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老年科、心理科、中
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五官科、皮
肤科、体检中心、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
声科、机能科等临床医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
（MRI）、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
机、数字胃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
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
院”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
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
康服务。

遗失声明
成华清遗失位于咸安区桂花镇九垅村12组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证号：421202107229120018J，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跆拳道协会遗失行政公章以及法人章（金志佳

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21221MJJ0130320，
特声明作废。

电力阳光酒店全面推行会员营销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谭永明报道：为更好地服务不

同类型的客户，10月15日，阳光酒店面全面推行会
员营销服务。

酒店市场营销人员全方位出击，对新老客户展
开逐一上门拜访，动员客户通过微信方式注册，成
为酒店的微信普通会员、金卡会员、铂金会员和钻
石等会员。不同级别的会员可分别享受不同的产
品折扣优惠和会员权益，其中普通会员可享受客房
6.5折、中厨9.8折、会员日消费减免8元；金卡会员
可享受客房会员价9.5折、中厨9.5折、会员日消费
减免18元；铂金会员可享受客房会员价9折、中厨
9.3折、会员日消费减免28元；钻石会员可享受客房
会员价8.5折、中厨9折、会员日消费减免38元；所
有会员可分别享受住房免费早餐、延时退房、生日
福利，积分兑换现金、礼品、消费券，会员储值送消
费券等超值权益。

酒店推行会员营销服务，充分认可客户的内在价
值，从多角度、多方面回报客户，确保客户自身价值、权
益的最大化，为稳固酒店客户市场发挥有力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何浩、周
象明报道：如何开展新时期妇
女儿童工作，确保妇女的合法
权益得到保护，确保儿童健康
快乐的成长，成了蒲圻街道办
事处妇联、团委的中心工作。
为了更加科学的抓好妇女儿童
工作，蒲圻街道办事处妇联、团
委决定从以下方面出击。

调节家庭矛盾：陆水社区
一名妇女到蒲圻街道办事处妇
联反映遭遇家暴，该妇女诉说，
自己生育一女儿，现在餐馆打
工，丈夫在工地工作。由于丈
夫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只要不
如意，便动手打骂妻女。妇联、
团委工作人员获悉情况后，耐
心与该妇女的其丈夫沟通，让
丈夫明白生女孩并不是由女方
决定的，女孩也是当家人。同
时，让他明白既然结成夫妻，就
要以真诚相待。“真情所至，金
石为开。”在妇联、团委的真情
感动下，该妇女与丈夫深受感
动，家庭矛盾得以调和。

让孩子健康成长：妇联、团
委多次组织小朋友和家长参加
的“守护童年，牵手共成长”安
全讲座。课堂上，通过拍手游
戏、情景模拟、动画片、有奖问
答、绘画等方式让孩子们学习
和掌握安全技能；以“你被困在
车里了怎么办？”“有大人向你求
助该怎么做？”“小朋友可以自己
去河边游泳吗？”等提问方式，让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提高安全
意识，学会有效保护好自己。

建造儿童活动场所：龚家
湾是一个“三无小区”，小区里
的孩子大都是附近市场的子
女。蒲圻街道办事处妇联、团
委与和尚岭社区一起，健全了

“小区儿童活动中心”。图书
室、阅读室、电教室，远程教育
进入了小区。学习时，孩子们
有了阅读的场地；活动时，孩子
们有了健身娱乐的场所。

蒲圻街道办事处妇联、团
委的工作，换来了妇女的笑颜
和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蒲圻街道办事处为妇女儿童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