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觉醒年代”视野下的《觉醒年代》

饶曙光

百年前的觉醒年代，革命先驱尚在凄

风苦雨中为抨击旧文化喊出了“打倒孔家

店”的口号，强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为传

播新思想而奔走呼号； 转眼间岁月轮替，

我们在获得科学与民主以及全面社会进

步的基础上进入了“新觉醒年代”，站在一

代一代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将客观、辩证

地再认识传统文化、历史作为己任 ，创作

出《觉醒时代》这一“高分出圈”作品。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电视剧展播的重点剧目 ，《觉醒年代 》从

1915 年《青年杂志》诞生写起，通过对新文

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

历史进程艺术化、审美化的处理，描绘出

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

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

路的历史画卷。

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难以摆

脱高大上、假大空的瘤疾，加之这一时期

距我们已有百年之遥， 难免观感陌生，但

又熠熠生辉，难逃被翻来覆去讲述与重现

的命运，未免显得乏味。 如何解放思想束

缚、通过创新性表达摆脱窠臼并形成独特

的品味， 让新时代的观众感到新鲜和共

鸣，是创作者们亟需解决的难题。 《觉醒年

代》立足“新觉醒年代”视野，另辟蹊径，凭

借全景式的宏观历史呈现、兼具个性化和

典型化的人物群像、逼真还原时代风貌的

诸多细节，革新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

创作惯例，在一众主旋律电视剧中脱颖而

出。 作为成功的范例，其创作经验值得总

结与回顾。

全景式
呈现宏观历史

一般来说，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

往往从政治大事件落笔，通过对这些大事

件的不断回顾和重现以确定其历史价值

和时代意义。 而建党题材作品，不可避免

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次集会以

及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进行反复描摹，

但这一“换汤不换药”式的表达却将这一

题材创作导向同质化和乏味化的窠臼之

中。《觉醒年代》在尊重历史和总结优秀作

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党题材剧作进

行了艺术化的创新。以“草蛇灰线”式笔触

将一系列政治事件缝合进二十年代初的

思想、文化历史潮流中，以“多条副线”式

叙事手法交错呈现众多历史人物的思想、

生活经历，以“赋比兴”式表达渲染每个场

景的多层含义。 既有宏大的视角，又有细

节的考量，《觉醒年代》全景式、多维度地

把握这段历史的手法，拓展了革命历史题

材影视剧的表达方式。

首先，《觉醒年代》主创们选取 《新青

年》杂志作为叙事切入点，并借其串联起

1915 年到 1921 年的历史，将北洋政府签

订“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巴黎和会中国

外交失败等政治事件与新文化运动 、五

四运动中陈独秀等人提倡 “科学与民

主”、李大钊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变

相勾连。 浓墨重彩渲染彼时社会的思想

文化风貌， 不仅避免了政治事件的枯燥

重述，更通过思想文化流变的过程 ，自然

而然揭示建党题材影视剧核心主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必然性。 其次，如果说

《新青年 》创办历程是故事主线 ，那这一

过程中交错呈现陈独秀 、 李大钊 、 陈延

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历史人物为旧

中国谋出路的个人经历 ， 则构成了叙事

的多条副线，它们于主线外“蔓生枝节”，

试图在延展中触碰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

除却广度，创作者亦设置了一些隐喻 、象

征意味的镜头语言、台词等细节，如剧中

无法满足双轮车使用需要的单轮 “车

辙 ”，联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 “度量

衡”的举措，这一细节巧妙暗示了国家分

裂致使的落后。此外还有“左倾”的蚂蚁，

不落井底之蛙 、 被龙旗戏耍的猴子……

这些细节赋予画面可够解读的多义性的

同时 ，亦暗含了对待这些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评价态度。

《觉醒年代》全景式、多维度展现宏观

建党历史的方式，不仅彰显革命历史题材

影视剧创作者在“新觉醒年代”背景下追

求艺术创新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还有其洞

察青年受众喜好的敏锐性。 这段生动、立

体的时代“建党史”、“觉醒史”感召着青年

观众。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他们

将《觉醒年代》看做一百年前“80 后”、“90

后”乃至“00 后”的“超燃励志创业史”，在

热血沸腾的历史体验中审视自己，收获历

经坎坷却又一往无前的担当和勇气；在多

元丰富的思想争鸣中回溯传统，收获海纳

百川的心态和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人物群像的
典型化与个性化

在 《觉醒年代 》的宏大历史叙述中 ，

众多风云人物携带着那个时代的纷繁和

复杂粉墨登场。 如何让观众在人物群像

中一眼认出某个特定角色 、 并滋生真实

感和认同感，花费了主创们大量的心思 。

首先，演员的选择是这个戏的重中之重 ，

为此， 主创们将形似跟神似之间的配比

平衡等问题纳入考量，历时大半年 ，全国

“海淘”，其辛苦终获回报。 饰演陈独秀 、

蔡元培等文化名人的老中青代演员演技

纯熟，饰演陈延年、陈乔年的小演员水平

亦不拉跨出戏。

其次， 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创

作者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做到典型化和个

性化的统一。 所谓“典型化”，即强调人物

形象的概括性和代表性，正如《觉醒年代》

中的虚构角色———郭心刚和张丰载。从日

本早稻田大学到归国轮渡，二人数次针锋

相对暗示了当时青年人不同的价值选择，

并在此后的情节中承担了推动情节发展、

触发观众情绪的作用。前者代表为国牺牲

的文人志士，他身上凝聚了国人最强烈而

悲愤的爱国之情，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一

夜白头、郁郁而终，正是这种情感的“艺术

化宣泄”， 其逝世亦加速了五四运动的进

程，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后者则代表新思

想的扼杀者、五四运动的“递刀者 ”，举报

话剧演出、阴谋陷害工读互助社、挑拨陈

独秀与陈延年感情……得益于这一虚构

的典型角色，《觉醒年代》故事的完整性和

情节性得以有所保障。

所谓个性化即是为群像中的个体赋

予自己独特动机、 情感状态以及行为方

式，以便角色保有鲜明的特征，快速形成

“记忆点”。 主旋律影视剧往往拘泥于脸

谱化的创作方式，使得人物缺少个性 ，这

便难为当下年轻的观众群体接受和认

同，也无法产生所谓的共情共鸣共振 ，更

无法建构起“共同体美学”。 《觉醒年代 》

中的历史人物角色， 一个个你方唱罢我

登场，皆令人过目难忘。 陈独秀既是衣衫

褴褛偷吃留学生们的饭的 “文人狂士 ”，

是牢记儿子爱吃花生和南瓜子的 “傲娇

父亲 ”，亦是于 “危楼 ”播散传单 、虽九死

其犹未悔的“文化斗士”。于公，无私而孤

勇；于私，随和而风趣。 配角之生动立体

也不输主角 ， 文化守旧派 “三人帮 ”成

员———叫板胡适、直言直语的黄侃 ，身体

不好、性情古怪的刘师培，既能拖着大辫

子大讲中国人之精神 ， 亦能从生活点滴

细节中作高古之态的辜鸿铭 ， 自身携带

许多 “记忆点 ”和 “萌点 ”，俘获了不少年

轻观众。 对真实历史人物采取个性化描

摹的方式， 不仅可以通过展现人物 “可

爱”的一面，发掘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

娱乐性和观赏性，引发年轻人的兴趣 ，同

时也利于挖掘角色更为丰富的人性 ，赋

予其崭新的认知价值。 即使文化、政治立

场不同 ，其历史 、文化意义 ，其鲜明有趣

的人性无法否认。 “新觉醒年代 ”视野下

“轻语态”式表达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历

史的真实一面， 也昭显了创作者们可贵

的辩证、客观的立场。

“细节控”还原
真实历史与情感

本剧另一大特色是其逼真的时代环

境，从车马混杂的北京城街道，到优雅别

致的老上海民宅，从学术氛围浓郁的北京

大学，到汇聚底层民工的长辛店，《觉醒年

代》以细节塑造写实的画面，以画面拼接

成真实的历史长卷。

正如其“细节控”的称号，该剧的细节可

谓又“多”又“精”。简单的一个老北京街道的

镜头，便包含了骑马的军人、拿着武器的警

察、卖报卖香烟的小贩、拉货的苦工、或着

长袍马褂或着西服的行人……而每一个道

具更是经过精心的考察和制作， 小到老北

京的漫天黄沙粒， 经历了河北到横店的长

途之旅，大到彼时的北大红楼建筑，按照 1:

1.2的比例原版复刻。 每个演员亦在表演中

小心关注着细节， 饰演毛泽东的演员担心

水印的自然感和真实性， 索性一天到晚都

穿着被水淋湿的衣服。 除了道具，创作者亦

尝试从民俗风情层面塑造逼真的时代氛

围， 如剧中人物在公共场合见面时需要鞠

躬问好，陈独秀与汪孟邹重现老北京“拼锅”

式涮羊肉吃法，极富时代感与生活气息。

《觉醒时代》试图借助这些细节，以影

像的方式还原真实的历史和情感。 这些在

当下已经无法看到、 接触到的道具和风

俗，自身凝固着时间和情感经验 ，将其合

理安置在场景中，加以镜头的再现 ，这些

消失的物质和资料便会释放自身古老的

的魅力，重新唤起国人的情感与想象。 当

电视剧上演逃荒民众饿殍满地，觉醒之士

聚众激情演讲， 北京学生举幅上街游行

……眼前所观一幕幕皆是真实，心中所感

一阵阵皆是苦涩，观众很难不沉浸在那段

让人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中，为之流泪和

动容，为之自审和反思。 此时的观众既获

得了与历史对话的体验，亦感受到强烈的

思想震撼。 可以说，《觉醒年代》以细节做

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情景再现”，实现了新

时代青年与一百年前前辈们的隔空对话，

实现了现代观众与历史人物的共情 、共

鸣、共振，达到了“共同体美学”的高度。

“新觉醒年代”视野下的 《觉醒年代 》

凭借客观、辩证的文化立场，真实、生动的

历史呈现，富有个性化色彩、丰富人文内

涵的人物群像和细腻的情感还原，梳理中

国从多故之秋到太平盛世，从断壁残垣到

百二河山的深层逻辑，为新时代的群众献

上一场感同身受的“时代之旅”，超越了革

命历史题材作品原有的思想深度和审美

水平。 也许可以进一步乐观地说，革命历

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与生产亦已至“觉醒年

代、新觉醒年代”矣。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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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他们将《觉醒年代》看做一百年前“80 后”、“90 后”乃至“00 后”的“超燃励
志创业史”，在热血沸腾的历史体验中审视自己，收获历经坎坷却又一往无前的担当和勇气；在多元丰富的思
想争鸣中回溯传统，收获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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