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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点燃

他们内心的是什么？这些光影又

是如何记录下来的？它们将告诉

我们什么？”这是本期节目中刘昊

然发出的追问。老一辈艺术家田

华翻开《吴印咸摄影集》，并结合

影视化戏剧《南泥湾》，向刘昊然

深情讲述延安电影团的前辈们记

录“南泥湾精神”的故事。

“越是条件不好，越是困难，他

们的干劲就越足”，“在延安，什么

都缺，就是不缺信念和决心！”田

华说。 19 岁在上海美专求学时，

吴印咸买来旧的照相机学摄影，他

把床底当暗房，爬进去冲底版，自

嘲是“蛙式”摄影；38 岁时，为了抗

战 救 国 ，吴 印 咸 投 身 延 安 ；1942
年，吴印咸负责延安电影团的摄影

工作，在没有拷贝机、没有洗片

机、没有放大机等关键设备的创作

条件下，他用“土办法”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和袁牧之、徐肖

冰、钱筱璋等同事一起通过电影鼓

舞军民自力更生；1946 年，吴印咸

离开延安，带领延安电影团奔赴东

北，参与创建东北电影制片厂，这

里也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虽然我当时没到延安，但是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场面传

到了我们根据地，我们演的戏有一

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只要我们

不放弃，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的！”回忆起吴印咸老师对自己的

影响，尤其是合作电影《白毛女》

的难忘记忆，田华一度热泪盈眶，

难掩思念之情：“吴印咸老师，我

想你啊。”

老一辈的“南泥湾精神”从何

而来？田华告诉刘昊然：“虽然那

时物质上匮乏，但我们的信念是坚

定的，我们坚信新中国一定会到

来。中国人有个特点，就是不怕吃

苦，把这个苦啊都会变成甜，我们

就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创造出了南泥湾的奇迹，从

来没有退却过。”

“那个时候拍电影太不容易

了，跟那时候相比，我们真的很幸

福”，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刘昊然从老一辈直击人心的故事

中，感受到了“南泥湾精神”给予

老一辈源源不断地向前进的力量，

他对田华说：“我们希望能像你们

一样，继续传承这种‘南泥湾精神

’，不管在什么样艰苦的条件下，

我们依然要大胆往前走！”

距离拍摄电影《等风来》已有十余年，

导演滕华涛始终没有寻找到合适的表达，

直至 2022 年，才推出了现实题材剧集《心

居》。他表示，从个人作品转换成公共作品

的时候，需要具备公共影响的正向导向，也

就是所谓的“温暖性”，尤其是人物的命运、

结局，都应该寻求温暖与正向。

新时代中国电影如何讲好现实题材故

事，这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重大

挑战。《穿过寒冬拥抱你》导演薛晓路认为，

“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人物在不

如意之下，依然对于未来、对于生活、对于

生命有着很强的信任。“不回避现实的不如

意，但是人物的立场、气质、态度要存在对

真善美的坚定追求，在现实中把握善意的

本色，实现现实压力与现实质感的统一。”

饶曙光表示，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应坚

持人民性，对弱势群体、底层群众要给予更

多的观照。“温暖现实主义”就是要关注生

活在弱势状态的人们，因为他们依然是我

们这个社会的重要支撑，来推动社会的不

断改革与进步。他同时提出，“温暖现实主

义”还应当避免廉价的同情与乐观，虽然基

调与核心是温暖的，但不是“心灵鸡汤式”

的，要强调对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现实主义

逻辑的坚持。

此外，这类影视作品也应当具备历史

的态度，而不仅仅是道德的态度。饶曙光

表示，电影创作应在呈现真实现实的基础

上，要提出对社会文明发展的认知，要有价

值观的表达，要有对社会进步的考量，避免

过度地进行道德化评价。这样，电影才能

顺应时代和文明的发展。

尹鸿认为，“温暖现实主义”表现现实

困顿、现实困惑、现实困局的时候，不是表

达失望与悲剧，而是要充满正能量，传递一

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正能量”的表达可以

写家庭与亲情，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

血缘家庭的温暖支撑，当下很多“温暖现实

主义”的影视作品主人公所遭遇的困境，都

回到家里得到解决。

他表示，“温暖”要建立在“现实”的基

础之上，没有了现实就失去了温暖的根基，

不能脱离现实去表达温暖，以至于矫情、虚

假、浮空。《穿过寒冬拥抱你》，如果没有寒

冬，拥抱就没有了价值。因此，影视作品的

“温暖现实主义”要避免温暖有余，现实不

足，演变为空想温暖主义、悬浮温暖主义。

“所有的温暖应当建立在真正对现实的关

注上。”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说，“温暖现

实主义”应该以具备情感与想象力的方式来

转述现实，并与观众沟通，这不仅仅是中国

电影观众的需要，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和时代

的需要。这种“温暖”是广大中国民众最期

待的一种心理，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情感性，

能够让更多观众的情感能够得到释放。

他赞赏《我不是药神》把一个社会性问

题变成一个情感化的问题，在其中对经济、

国际环境、伦理道德等做出了是深刻的思

考。而解决问题也采用了良善的方式，主

人公从“奸商”转变为社会大家庭中“保护”

家人的父亲的角色，实现了精神的升华。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潘若简表示，“温暖

现实主义”的作品要直面生活，但是要具备

理解人物的复杂性与困境的宽容心态。《北

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吴冠平认为，当下我

们需要对现实有建设性的电影，需要有美

的熏陶的电影，需要让观众寻找到心灵慰

藉的电影，创作这类电影，不能脱离对现实

的观察，这种观察要敏锐同时要具有想象

力，而不是机械性地复制。

电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是

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是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随着电影市场日益

繁荣和电影观众日趋成熟，国产电影肩负

更高期待，艺术地、智慧地讲好当下中国故

事成为中国电影的核心命题。

饶曙光说，紧跟时代之变、记录中国之

进、回应人民之呼，今天的电影行业需要履

行时代使命和责任，新时代的“温暖现实主

义”创作要从丰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寻找

创作素材和灵感，以扎实的戏剧基础、精巧

的情节安排、真实的细节还原打造生活质

感，将创意与工匠精神有机结合，努力实现

转化与创造，同时以现代化、创新性的电影

语言讲好故事，使之具备现代电影的叙事

格局和视听品质，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最终将好题材好

内容变为好电影，才能经得起观众的检验、

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程樯表示，“温暖现

实主义”要遵循“现实主义从生活中来”的

创作方向，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

抒写，为人民抒情，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前

提。同时，在不同的故事框架下、不同的人

物关系下，创作者要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质，

有不同社会关怀和情感引导，同时比较暖

心、可信的中国故事。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指出，

中国电影要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

国的目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进

一步提升国产影片创作质量，健全电影产

业体系，增强电影科技实力，提高电影公共

服务水平，扩大电影国际影响力，助力电影

强国建设。

尹鸿表示，中国有多好，中国电影现实

主义的效果和价值就会有多好。“希望现实

主义继续成为中国电影的精神血脉，伴随

中国电影继续向 2035年迈进。”

◎现实是“温暖”的前提与根基

◎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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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延安文

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推出

大型文化节目《从延安出

发》。节目自5月23日起

在央视综艺频道开播以

来，获得广泛赞誉。前两

期相关内容荣登全网热榜

话题60余个，相关短视频

播放量达1亿次，相关热搜

话题累计阅读量达8.9亿

次 ，总 曝 光 量 超 35 亿

人次。

6月 5日，《从延安出

发》迎来第三期。本期节

目聚焦延安电影团拍摄于

1942年的纪录电影《南泥

湾》（原名《生产与战斗结

合起来》），讲述“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

神。节目中，青年演员刘

昊然带着新一代文艺工作

者的追问，穿行于80年历

史光影，和93岁的老一辈

艺术家田华展开“时光对

话”，并在探寻交响芭蕾

《山河》、原创歌剧《命运》、

舞蹈诗画作品《国色》、长

篇报告文学《谷文昌》等新

时代精品的幕后故事中，

感受南泥湾精神如何薪火

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一代

代 文 艺 工 作 者 创 作 的

源泉。

“虽然我们生活在不

同的时代里，但是不同的

时代都有南泥湾精神不同

的表达方式”，追寻者刘昊

然的感慨，正是本期《从延

安出发》的表达主旨所

在。新一代怎样更好地开

拓创新，讲好新时代的中

国故事呢？相信本期节目

会给到当代青年清晰的

指引。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后，吴印咸等老一辈电影人用光影

把伟大的“南泥湾精神”珍藏为永

恒。新时代里，从脱贫攻坚，到全

民抗疫，再到建设绿色家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

精神从未褪色，并成为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们创新创造的源泉。

本期《从延安出发》在深情回

望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峥嵘记忆的

同时，精心选取并精编呈现了交响

芭蕾《山河》、原创歌剧《命运》、舞

蹈诗画《国色》、长篇报告文学《谷

文昌》等新时代文艺作品。这些作

品或是对新时代“南泥湾精神”的

真挚歌颂，或是体现了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的克难奋进的可敬态度。节目以

刘昊然不断求教、不断感悟、不断

学习的视角，娓娓道来感人至深的

创作心路。

原创交响芭蕾《山河》讲述了

两年前武汉疫情防控期间，雷神山

与火神山医院建设奇迹的故事。

在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看来，

《山河》其实是《南泥湾》的一种延

续，它们所致敬的都是平凡人创造

的奇迹，“南泥湾的奇迹所感召

下，延安电影团在党的领导下摄制

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极大

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和战斗

热情；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创

作者，用舞蹈来创造我们内心的致

敬和感受，在‘两神山’建设奇迹

面前，用芭蕾舞去述说这样的奇

迹。”

对于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初

期而言，全面开拓性地发展经济就

是那时的使命；那么对于经济已经

飞速发展的当代，使命又是什么？

原创歌剧《命运》中，鲁镇绣娘赵

晓云在引领家乡人民致富后，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打造青山绿水美好

家园，成为一名“大地绣娘”。中

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阮余群表

示：“南泥湾的大生产用纺车编织

出陕北好江南，《命运》的女主人

公用针线绣出了锦绣江南。我们

脚下的青山绿水，是我们通过开拓

进取去守护的。”

在电视剧《谷文昌》中饰演东

山县委书记谷文昌的刘佩琦，对谷

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钦佩不

已：“他用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推动

植树事业发展，没有他的坚持，就

没有现在的宝岛绿洲。”无论条件

怎样艰苦，环境多么恶劣，始终情

绪饱满，士气高昂，充满着革命乐

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这

就是对“南泥湾精神”的传承与

发展。

今天，文艺工作者们不仅在用

艺术传承历久弥新的“南泥湾精

神”，也努力在创作中脚踏实地地

践行着这一光荣的传统。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艺术总监沈晨分享了

《国色》用短时间完成“不可能的

任务”的幕后故事，他们在艺术创

作中积极发扬先辈“自力更生，开

拓奋进”的理念，不断激发艺术创

作的新境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殊

的精神财富，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

来说，这些都是能够开拓创作新境

界的宝藏。《从延安出发》以延安

为起点，串联八十年来艺术长河里

生生不息的人民情怀、奋斗底色和

时代脉动，勾勒时代之变、中国之

进、人民之呼，鼓舞并引领年轻的

一代在幸福的创作环境里用心、用

情、用功。

老一辈艺术家田华的寄语，饱

含了对新一代的热盼：“要珍惜这

个时代，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

年轻的同行们一起，让中国文艺这

棵 80 岁的常青大树焕发新的光

彩！”

（李霆钧）

◎田华解读“南泥湾精神”：
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出南泥湾的奇迹

◎以优秀作品记录属于每个时代的“南泥湾精神”

前辈艺术家田华与青年追寻者刘昊然一起追寻南泥湾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