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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特殊

年份， 建党题材的影视剧作品精彩纷呈，

而关于建党题材的电视剧就有多部。 其中

率先推出的《觉醒年代》一经在央视亮相，

便激发了观众们极大的观剧热情。 由于春

节和其他原因， 该剧一度停播了十几天，

引发了观众特别是年轻剧迷们的殷殷期

盼。 《觉醒年代》谱写出了上世纪初中国知

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时寻求救国救民之

路，唤起民众思想觉醒，实现中国共产党

建党这一开天辟地伟业的壮丽史诗。 一部

党史题材的献礼剧能在年轻的观众群了

掀起观影热潮，的确证明了该剧的不同凡

响。 在同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该剧在主

题层面不再流于一般性的建党描述，而是

从思想和文化视角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深层逻辑；在叙事层面，该剧将宏大

的历史叙事融入个体叙述之中，极大地增

强了观赏价值；同时，该剧在影像层面也

追求“电影感”，以高水准的视听语言实现

叙事的创新，实现了建党题材影视剧思辨

与观赏价值的双逾越。

一

建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直是重大革

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重要构成，至

今涌现出了电视剧 《开天辟地 》 《中国

1921》等，电影《开天辟地》《建党伟业 》等

重要文本。 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视角浓墨重

彩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共的“一

大”召开，建党及“一大”召开是其表现主

体。 其中影片《建党伟业》最具艺术创新意

义，该片以类型创作为主要手段，表现了

最早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人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表大会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风云都是其

宏阔的历史背景而非主体。 此外，该片还

洋溢着激扬的“青春中国”的情怀，表现一

群朝气勃发的年轻人创立政党，赋予了中

国一种年轻的、活力的、崛起的朝气，很吻

合当年轻观众的心声。 《建党伟业》也以此

赢得了年轻观众的青睐。 对建党题材作品

来说，这样的艺术选择固然十分必要而且

显示出了一定的创新。 然而，众多同类题

材 ， 包括今年即将推出的作品如电影

《1921》《红船》 等， 均将创作焦点对准了

“一大”的召开，必然会使得该类创作一定

程度上遭遇创新的瓶颈。 如何进行创新

性、深度化的“建党”表现，成为创作者们

共同探索的问题。 而《觉醒年代》的艺术实

践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该剧的艺术宗旨毫无疑问是表现建

党，但其重点展现了上世纪初中国积贫积

弱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

觉醒， 以及他们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过

程；其重点突出的是“觉醒”，是对建党逻

辑的深刻阐释，而非重点关注中共“一大”

召开的过程。 为此，该剧设置了“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中共建党”的情节结

构主线。 在这条主线中，前两者是主体，占

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 ， 后者则被略

写，只是在最后几集中有所体现。 如剧中

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中共 “一

大”召开的展现仅仅是点到为止。 该剧以

这样的叙事策略试图展现，正是宣扬科学

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反帝反封建的

五四运动 ，才使得李大钊 、陈独秀 、毛泽

东、鲁迅、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以及邓

中夏、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青年学生

思想觉醒，进而带动民众的思想觉醒。 这

种觉醒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寻求救国之路

的中国人真正的觉醒；在觉醒年代，他们

虽也分化，但其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李大

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通过觉醒确立了

共产主义信仰， 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觉醒是全剧的表现主体，建党是觉醒后的

结果。 《觉醒年代》以这样的叙事选择深度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逻辑、政治

逻辑、思想文化逻辑，三种逻辑铸成了一

种历史的必然，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顺

应了历史发展和中国国情。 作品以此突破

了众多同类题材的表现脱臼，获取了深刻

的思辨价值。

虽然取得了深刻的思辨价值 ，但 《觉

醒年代》并不因诠释的深刻性而失却观赏

性， 而是围绕深刻性致力于观赏性的营

造。 剧中立足于思想和文化视角的叙事选

择，是其营造观赏价值的首要方面。 不同

于同类作品中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的政

治角度叙述，该剧选择以思想、精神表达

为主的文化叙事为主。 全剧的叙事主线始

于 1915 年陈独秀创办 《青年杂志 》，后改

为《新青年》杂志，之后便确立了对民众进

行思想启蒙为中心的叙事角度。 剧中对前

述的李大钊等人以及章士钊、 刘半农、钱

玄同、周作人、辜鸿铭、黄侃等各个历史人

物的展现，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均未

脱离《新青年》及思想启蒙这一角度。 这种

以思想、 文化视角讲述建党前史的叙事，

能够让于生活在今天并对文化强国建设

有着强烈诉求的年轻观众找到共鸣，引发

追剧的激情。

二

以个体性叙事为主，是《觉醒年代》营

造观赏价值的另一呈现。 该剧以具体的个

体性叙事为主，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融入个

体和细节的叙述之中，以此获得较高的观

赏价值， 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思辨价

值。 该剧的个体性叙事表现在人物和情节

两个方面。 首先，全剧深入表现风云聚会

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

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试图置换以往同

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

宏大叙事。 如 《觉醒年代 》重点表现的是

陈独秀 、李大钊这两个人物个体，对他们

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 “党的

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

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 。 特别是对陈

独秀这一人物， 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

衫褴褛地去偷吃留学生们的饭 ， 一边吃

饭一边还喊着“这样的国无药可救”的狂

言； 还有他在北京饭馆里学车夫吃涮羊

肉等情节都很个体、很生动。剧中还表现

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

培“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陈独秀和辜鸿

铭等旧派文人之间的争辩、 和北洋政府

政客们的斗争、 和胡适的友谊及最终的

分道扬镳、和李大钊目睹天津灾民惨状后

的宣誓建党等等。 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

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

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

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

深刻的历史表达。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

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

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

是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李大钊对妻子的

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

友们的关爱等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

于观众面前，获得了较强的观赏价值。 另

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

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 如剧中对陈

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

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

面 ，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如他对

儿子的情感，坚定的爱国心以及不屈的斗

争精神等等。 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

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既是新文化

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

和李大钊等人， 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

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 剧中对辜鸿铭、

黄侃 、刘师培等 “旧派 ”学者也有新的表

现，在表现他们恪守旧观念的同时也凸显

了他们的博学、 专业和中国文人的气节；

对徐世昌、吴炳湘等北洋政客们也都有个

体性的刻画和立体性的呈现。 这样的个体

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产

生了新的认知的同时，也由这种新而产生

出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三

在人物的个体性叙事之外 ，《觉醒年

代》还注重细节的真实性、丰富性以及对

宏大历史事件及其发展的个体性表现，这

也是该剧个体性叙事特色的另一体现 。

《觉醒年代》追求细节真实，据该剧制片人

透露，剧中小到制服上的金属纽扣 、杂志

社的纸张，大到那个年代的建筑、外交部

的陈设，都力求真实再现；剧中出现的北

大红楼， 都是按照 1:1.2 的比例复刻了原

版。 除了空间质感真实外，该剧更追求时

代气质的真实，如剧中不厌其烦地表现人

物在公共场合见面、开会时都要鞠躬等细

节，展现出了真实的时代氛围。 真实而丰

富的细节，试图将宏大的历史给予更具体

的呈现，形成了该剧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

的个体性气质。

《觉醒年代》 在获得思辨价值和观赏

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

术创新性。 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

术不等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

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

“电影化”的影像追求，优秀电视剧通常以

“电影化” 的视听营造来提升自身的观赏

性和艺术价值。 《觉醒年代》便进行了这样

的影像化提升。 如前文所述的版画艺术的

加入以及黑白画面的处理，均是其提升影

像艺术的路径选择。 此外，剧中更是多处

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接来进行

视听叙事。 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

便具颇具代表性。 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

使用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

而下 ，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

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

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

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看街景，还有鱼缸中

出不去的鱼等等。 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

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

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 这组镜头将当时长

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全部呈现出

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捷

而有力的叙事。 在表达出了历史社会情状

的同时，还象征着毛泽东不畏艰险 、毅然

无惧，同时也意味道路曲折、崎岖。 还有鲁

迅出场时的一组画面也是如此，这一段落

将菜市口杀人，老百姓看热闹，警察向老

百姓卖人血馒头的画面与鲁迅的眼睛、手

中的笔和木雕关公青龙偃月刀的画面交

替组接，以画面将鲁迅的精神以及他笔下

的世界呈现给观众。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

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这样的

必然延传到今天，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依然

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和先进性，这也是

该剧的另一重要价值。 在具体表达上，该

剧以文化视角和个体性叙事，以及 “电影

化” 的视听语言获取了新的思辨价值、认

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

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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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今年建党题材的影视作品，

如何进行创新性、 深度化的 “建

党”表现，成为创作者们共同探索

的问题。 而《觉醒年代》的艺术实

践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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