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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国家，强军就是我们的吾心安处
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热播，导演揭秘该剧的最大光环———

号手，是战略导弹部队对一线操作

官兵战位的特有称谓。 号手就位，标志

着导弹相关的操作流程就绪，也意味着

引弓长剑即将出鞘。 以此为名，电视剧

《号手就位》开播，首播当日在江苏卫视

的收视率就突破了 2%。

作为一支上升为独立军种仅五年

多的威武之师，火箭军除了在大阅兵和

军事报道中偶露峥嵘，于大众始终是张

深藏不露的“大国底牌”。 因此，该剧从

立项起，始终吸引着外界目光。 揭开中

国火箭军的神秘面纱，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领衔出品，创

新军旅剧表达，高人气青年演员的加盟

等，都被视为《号手就位》的“光环”。

但在该剧导演之一张寒冰眼里，揭

秘、创新、流量等等，都不是创作的真正

初衷，“确实有许多期待点，但我最愿意

呈 现 给 观 众 的 感 受 是 希 望 告 诉 大

家———生活在这个国家，因为有那样一

群人在，我们是安全的”。 强军时代，让

观众在允许的范围内对一支定国安邦、

维护和?的战略力量有更多了解和认

知，鼓舞更多年轻人将携笔从戎当成最

燃的人生梦想，这是电视剧创作者 “最

想给观众表达的一个核心的点”。

在“似与不似”中，亮
出我们的王牌和底牌

描述火箭军 ， 剧中有这样一段台

词： “我们就是个送快递的 ， 不过我

们的快递不支持退货 ， 在发射按钮按

下的那一瞬间 ， 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

我们的单号是———东风快递 ， 使命必

达。” 没有观众不为之振奋、 自豪。 从

火箭军前身第二炮兵到火箭军正式建

制， 长久以来 ， 这就是一支掌握现代

化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 ， 担负着中国

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我们的王牌也是底牌，如何在剧中

呈现？ 张寒冰说，军旅剧虽然本质也是

行业剧， 但与其他行业有着根本性区

别，“我们揭秘但不能泄密”。 具体来说，

剧中涉及的场景环境、故事逻辑 、人物

状态等一系列元素，都需要军事内容的

支撑；而同时，我军的真实作战术语、训

练方式、战略部署等，又是决不可泄露

的国家机密。 因此，当代军旅剧难写更

难拍，已成行业共识。

应对挑战，《号手就位》始终把握的

创作原则是 “似与不似”———从整体氛

围上让观众感受到火箭军特有的豪气

与燃点，但在字里行间、在细节之处都

会进行调整。 张寒冰说：“作为影视从业

者， 我们带着敬畏心来拍军事题材，保

密是担当更是责任。 ”揭秘但不泄密，剧

中在硬件和软件上做了双重调整。

剧中最常见的导弹车，是剧组在东

风-21 和东风-26 的模型基础上修改后

的模样。 曾在弹幕里引发一片赞叹的火

箭军待机库 ，也是剧组 “虚构 ”后的场

景。 5000 ?方米+6000 ?方米的两个摄

影棚共同组成了这个极为接近实景拍

摄样态的重要场景，有纵深、有起伏，有

作战区、生活区、维护区等，似真但又不

是真。 同理，诸如导弹型号和口令发射

流程等部分也有着“迷惑性”，剧中的口

令是剧组的军事专家参照军事术语创

新的“另一种影视化术语”，流程也是进

行了差异化改编的“剧组专供”。

不过，“保密”并不等于为创作自由

敞开大门。 相反，拍摄过程中，剧组有条

特殊的规定：在现场，军事指导有权喊

停，对所有脱离了军事逻辑的内容可以

随时纠偏。 那是位从一线部队来驰援的

三期士官，全程跟组期间 ，他被剧组成

员打趣为“司令员同志”。

在统一的军人底色
上，描摹出令年轻人心驰
神往的理想高地

不久前，30 名清华北大学子响应祖

国号召走出校园、奔赴疆场开启热血青

春的新闻见诸报端。 看着学霸们应征入

伍，网友纷纷赞叹：这批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的选择，就是最佳征兵宣传。 时间

再往前， 包括戍边烈士肖思远在内，不

少年轻士兵都曾表示，2006 年的电视剧

《士兵突击》为他们种下了“长大了 ，去

当兵”的理想种子。

以夏拙等四位当代大学高材生为

主角的《号手就位》，能不能拨动今天年

轻人的心，能不能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携

笔从戎的诱因之一，无疑是外界对新剧

的一种期待。 曾在《士兵突击》的剧组工

作并师承导演康洪雷，张寒冰的履历表

上还有 《我的团长我的团》《陆战之王》

等导演或联合导演作品。 他用“统一底

色又别具一格”来归纳新剧的气质：“我

们的人民军队，他们底色是统一的———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但每个

军种又有属于自己的气质 。 对于火箭

军，不同于野战部队的霸气 ，他们更多

的是沉稳、智慧、精确。 ”

正是抓住这一特质，《号手就位》将

夏拙、欧阳俊、林安邦、易子梦作为大学

生士兵的典型。 他们学习成长在条件完

整优越的当代教育体系下，掌握了前沿

的科学文化知识，互联网时代的成长环

境也让他们拥有宽阔的视野、灵活的思

维。 尤其夏拙还拥有“最强大脑”的世界

级大赛认证，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火箭

军王牌部队 270 旅，无形中与现实形成

互文———高精尖人才选择军营追求更

高的人生理想，部队正在以包容的姿态

向贤才良将敞开大门。

而进入部队后，这一代生活在安宁

国度、享受良好氛围的大学生 ，能否具

备崇高的信仰、坚定的精神和不屈不挠

的意志，将成为叙事的主线。在张寒冰看

来，演员与剧中人有着契合之处，他们都

青春飞扬、率性阳光，是新时代发展所要

仰仗的最为新鲜的力量；而同时，没有经

过艰苦岁月的历练，几乎没有承受过磨

难，戏里戏外的年轻人都可能面临价值

观、意志力、牺牲精神的考验。 正是基于

如此契合度，剧组选择了李易峰、陈星旭

等年轻演员， 而他们也一改精致偶像的

形象，化身充满斗志与热血的学霸新兵。

张寒冰说：“在军营体验生活的时候，没

有特殊照顾，演员与士兵一样，同吃同睡

同训练，怎么真实怎么来。 ”

在火箭军军营，四名大学生将在老

兵的传承中、部队的淬炼中达成青春的

百炼成钢。 在剧组，年轻的演员经历了

一次“穿上军装”的身体精神双重洗礼。

如今剧集渐入佳境，夏拙 、欧阳俊等人

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我不仅要当

一枚核弹， 还要当一枚高精准的核弹，

不仅要更高更远，还会更精准。 ”何为年

轻人心驰神往的理想高地，观众会从中

找到各自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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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 欣赏

书法， 人们欣赏的不仅是汉字形态

之美、 线条书写之美， 也是字里行

间的情感， 见字如面的温暖。 正于

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 “六书之上：

中国汉字的多重性情绪表达 ” 展

览， 以百年来中国文人书法的墨宝

真迹， 解读文人书法的情绪表达。

展品之中， 陈独秀狱中题赠刘海粟

的墨宝尤为引人关注， 折射出陈独

秀与刘海粟鲜为人知的交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

者、 发起者和主要旗手， 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刘海粟则开

绘画风气之先， 是中国现代美术奠

基人。 他们相互仰慕， 相互敬重，

在动荡历史岁月中结下深厚友谊。

刘海粟与陈独秀的初识 ， 是在

1921 年。 这年年初 ,刘海粟应时任

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邀请，

北上讲学。 不久， 蔡元培因病住进

一家由德国人主办的医院， 刘海粟

闻讯后前去探望， 不想在病房内邂

逅了同样来看望蔡元培的陈独秀。

彼时， 陈独秀正以五四运动的领袖

和 《新青年》 杂志的主编而名闻全

国， 刘海粟则因为在上海创办美术

专门学校和主编 《美术》 杂志而轰

动华夏。 他们一见如故。 此后， 陈

独秀因从事革命， 经常到上海布置

和开展政治活动， 每有空暇， 总要

去刘海粟那里叙旧 ， 由于交往日

密， 他们的友情也愈益加深。

此次展出的一件墨宝 ， 是

1932 年陈独秀即兴为去狱中探望

自己的刘海粟所作的一副对联， 书

有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

若虹”， 上款是 “海粟先生雅教”，

下款为 “独秀”。 彼时， 刘海粟旅

欧归国回到上海， 听闻陈独秀遭国

民党政府逮捕， 被关押在南京第一

监狱， 内心非常牵挂， 不顾旅途劳

顿， 决定独自前往南京探访身陷牢

狱的陈独秀。 阔别多年竟然在监狱

内重逢 ， 他们互相问候 ， 各抒己

见。 陈独秀对刘海粟的 “模特儿风

波 ” 作出了高度评价 ， 刘海粟则

对陈独秀这些年来为中国的未来

作出的努力表达了钦佩之情 。 临

别时 ， 刘海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

笔墨和宣纸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

陈独秀于是即席挥毫， 留下这件书

法。 陈独秀的书法汪洋闳肆、 卓尔不群 ， 早期 《向

导》 杂志刊名即出自他之手， 这件对联字里行间则更

浸润着艰难处境中的乐观精神， 日后曾在刘海粟百岁

华诞时首次展出。

事实上， 刘海粟所绘的一幅 《黄山孤松图》 上，

同样留有陈独秀在狱中的题词， 成为他们友谊的生动

注脚。 1935 年， 刘海粟 “三上黄山” 写生归来， 再

度前往狱中探望陈独秀， 带着自己刚创作的 《黄山孤

松图》 与好友共赏。 刘海粟在该画题记中写道： “乙

亥十一月游黄山， 在文殊院遇雨。 寒甚， 披裘拥火犹

不暖， 夜深更冷， 至不能寐。 院前有松十余株， 皆奇

古。 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 写其一。” 陈独秀仔

细欣赏了刘海粟这幅似在述说思念和牵挂的画作后，

触景生情， 挥笔写下： “黄山孤山， 不孤而孤， 孤而

不孤； 孤与不孤， 各有其境， 各有其图。” 为了避嫌，

他又在诗下加注道：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

也 。 题奉海粟先生 。 独秀 。” 刘海粟得此诗款 ， 对

《黄山孤松图》 更是珍爱有加。 此外， 沈恩孚、 蔡元

培也均在此幅作品上留下墨宝。 因此这件 《黄山孤松

图》 成为艺术史上颇为独特的一件珍品。

“焦虑梗”之外，
冲突后的互谅能让家庭剧抵达温情彼岸

热播剧《陪你一起长大》《小舍得》引发热议

如何给孩子创造最适合的教育环境？怎么

应对教育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育儿过程中的

无数抉择都在等待回答，这是“为人父母”的必

经之路，也使得教育成为影视市场长盛不衰的

热点题材。近期，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小舍

得》等持续热播，进一步拓展了教育题材影视

剧空间，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的多元教育观。

教育题材影视剧涉及的是一个“话题库”，

创作者由此可以进入代际隔阂、阶层差异等多

重多元议题。 有的观众反映：虽然剧集切中一

些教育问题的痛点，但缺乏关于“起跑线”问题

的深度思考，更忽略了对家庭代际矛盾的广泛

探讨。 专家认为，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带来的话

题和热度仅是宣发过程中的考量点之一，不应

成为撬动收视率的抓手，更不是衡量创作质量

的重要标尺。当创作者以真诚态度纾解社会对

教育问题的焦虑与困扰，才能打造出引起观众

广泛情感共鸣的优秀教育题材影视作品。

捕捉并定格现实生活图景，
拓展教育题材影视剧叙事空间

近年来，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再度迎来创作

高潮，《少年派》《小别离》《小欢喜》《带着爸爸

去留学》等一批电视剧从多元角度映照出当下

家庭教育现状，在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交汇

中完成着对现实的镜像化表达。如今正在热播

的两部电视剧也引发关注，40 集《陪你一起长

大》聚焦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42集《小舍得》则

呈现“小升初”阶段的教育现状，接续描摹出与孩

子们共同成长的“新手”父母形象。创作者积极开

拓教育题材影视剧的视角空间，回应了大众对影

视作品探讨新型育儿方式的迫切需求。

《陪你一起长大 》开篇便掀起一场 “幼升

小”风波，一纸学区房划片规则更改的通知引

起了家长们的议论纷纷。剧集顺势切入四个现

代家庭的育儿故事，将“实习期”父母们的难题

和困惑集纳于荧屏的方寸之间。职场精英苏醒

（刘涛饰）是望子成龙，奚彬（李光洁饰）则秉持

快乐教育观念 ，构成了一个 “虎妈猫爸 ”型家

庭；其余三组家庭则演绎了全职太太、二孩家

庭、离异夫妻等典型样本。 勾勒几组不同家庭

的状况，贴上概念化、类型化标签，以荧屏群像

反映世间百态，几乎是教育题材电视剧最常见

的叙事策略。

在剧情构架上，《小舍得》采取了更精妙的

嵌套结构，围绕一个大家庭里的两个小家庭展

开故事。南俪（宋佳饰）和田雨岚（蒋欣饰）是组

合家庭里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大家长是

南建龙（张国立饰）。 这对姐妹性格迥异，教育

理念也截然不同———田雨岚相信 “爱拼才会

赢”，南俪信奉“快乐童年”理念。基于这种新奇

设定，《小舍得》巧妙地借助教育话题，探讨了

引起广泛共鸣的新型家庭关系。理念冲撞的家

庭成员如何共同成长， 合力走出育儿困境，牵

动着观众的心神与目光。

两部电视剧以现实主义手法展开影视化创

作，折射生活真实面貌，充满烟火气的故事情节

设定让观众产生了共情。学区房、特长班、“推优

生”、课外补习等教育问题逐一铺陈展现，一定

程度上映照出新生代家长对待孩子教育问题的

紧张与困扰。在讲述育儿经历的同时，剧集还以

多线并行的模式，探讨了职场矛盾、家庭暴力、

姐弟恋、离婚不离家等诸多社会热点话题，进一

步拓展了教育题材影视剧的叙事空间。

树立正确考学观，现实主义
作品更须打破蒙昧、启迪人心

教育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相关影视剧也较

易引起观众共情。目前，《陪你一起长大》已因“妈

圈凡尔赛”“丧偶式育儿”“爸爸带娃灾难现场”

等话题登上热搜，网友对剧集的质量褒贬不一。

“学校是起跑线，家长是起跑点”；“教育不

是一场通关游戏，而是一座远方的灯塔”等金

句在电视剧中闪现，但仅限于口号式的心灵鸡

汤，缺乏对于教育“起跑线”问题持续而深入的

探讨。 有的观众认为，剧集以“幼升小”阶段的

育儿经历破题，却转而聚焦职场潜规则和“全

职妈妈”等社会问题，将家庭生活的柴米油盐

拼凑到一块，反而偏离了教育题材电视剧的故

事主线。其实，在多线叙事的并行结构下，轻重

失衡、逻辑混乱等问题，已成为部分教育题材

影视作品的通病。复式叙事不是标签化“人设”

的简单拼装， 教育题材电视剧一旦落入复写

“套路”，批量塑造刻板的家庭群像，缺乏诚意

和独特性的叙事，就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

更何况“话题先行”的理念亦非创作良方，

当下观众对于类似的教育话题早已司空见惯，

感同身受的阈值越来越高。当下一些教育题材

影视剧执迷于构建紧绷的剧情张力，过度渲染

父母的教育焦虑，不断抛出家庭代际矛盾的尖

锐问题， 层层加码的焦虑感简直令人感到窒

息。专家指出，电视剧击中现实焦虑、引发共鸣

只是起点，《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等优秀

作品不拘泥于现实生活，而是站在超越现实的

更高视角，打破蒙昧、启迪人心。即便文艺创作

无法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 也应带着观众反

思，剖解正确考学观，纾解社会情绪，借助剧中

人物关系的互谅来抵达温情的彼岸。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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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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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小舍得》等持续热播，进一步拓展了教育

题材影视剧空间，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的多元教育观。

荨 《陪你一起长大》海报。 茛 《小舍得》海报。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