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91 年电影版《大决战》三部曲

公映以来，这部中国影史上最为壮阔的

战争史诗便留存在中国观众的集体记

忆中。时隔 30 年，电视剧版《大决战》亮

相央视综合频道，并在多个网络平台同

步播出，至日前收官，多次收视登顶，让

当代视角下三大战役的历史内涵得以

彰显。

电影《大决战》堪称真正意义上的

鸿篇巨制， 但毕竟电影的容量有限，而

电视剧《大决战》则丰富了电影作品限于

篇幅而无从深入表达的内容，全景式地展

示了这场命运之战，延展出复调般的叙事

层次，并结合时代语境，对于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人民史观和战争

史观进行了艺术凸显。

表现“大决战”
的战略之难和战
术之险

涉及历史战争题材的文艺创作，无

法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主题

上倾向于“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

造历史”？这既是历史观的问题，也体现

在不同的艺术实践里。 17 世纪的法国

古典主义剧作家们塑造王侯将相形象，

歌颂英雄孤胆，英雄史观作为古典主义

活的灵魂，生命力顽强；而 20 世纪的布

莱希特、田汉等戏剧家则把普通群众的

勇气与抉择作为历史功绩去赞颂，即人

民史观的张扬。

在电视剧《大决战》中，编导对上述

问题显然有其独立思考，并做出了积极

的尝试———我们看到，剧中交替采用宏

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来表现战事的变化

与战场的残酷，赋予历史故事极为强烈

的人本主义色彩，构建了“人民推动历

史进步”的逻辑闭环。

一方面，电视剧版从电影版中继承

了“高层战略对决”这个叙事主线，对国

共双方的决策层形象做了对比式的展

现。 这种展现极具层次性：除了西柏坡

的我党中央和南京的国民党国防部、参

谋本部之间的战略博弈，电视剧版中注

入了对敌我双方实战将领之间的对比

观察———即以林彪、刘亚楼、粟裕、韩先

楚等为代表的我党将领和以杜聿明、傅

作义、廖耀湘、刘峙等为代表的国民党

将领的战术对决。 通过全方位、立体化

的对比展现，表现“大决战”的战略之难

和战术之险。 另一方面，该剧也塑造了

武雄关 、王翠云 、林稚文 、乔三本等带

有艺术虚构成分的士兵和平民角色 ，

用以阐释三大战役胜利的本源即 “人

民战争 ”的胜利 ，既肯定了领导层 、高

级将领 、中级将官 、普通士兵 、人民大

众在这场 “大决战” 中共同发挥的作

用，同时也力图通过不同视角的交叠、

不同人物的穿插， 展现大时代和小人

物的共情与共振， 勾勒这场伟大革命

战争的历史图景。

将人物塑造
精准地融在历史
情境里

无论是秉持何种史观，影视作品依

旧是依靠故事打动人心，而故事肌理则

源于饱满而有说服力的角色塑造。正如

英语中“Hero”有“英雄”和“主人公”的

双重释义，在故事中，无论某一角色是

何种社会身份、 有着怎样的优缺点，对

重大事件的推动力强弱几何，当他在特

定的情境之中被聚焦时，必定要呈现出

英雄/主人公所特有的弧光， 才算是成

功的塑造。 然而角色塑造并非易事，只

有除掉“英雄”的刻板印象，还原英雄本

色，赋予其成长空间，才有望获得当代

观众的认同感。

在电视剧《大决战》中，以“平民英

雄” 为主角的新英雄神话令观众眼前

为之一亮。 如乔三本这一角色，他原是

国民党军队中的小兵， 因多次反抗长

官遭到毒打， 逃回老家后看到母亲和

两个妹妹被逼死。 当替亲人报完仇的

乔三本再次出现时， 已经成为我军战

士。 没想到经历了一场激战后，乔三本

居然为了保命想要投降， 虽然目的没

有达到， 却眼看着战友杜广生牺牲在

自己面前。 时空再次转换，乔三本又成

了逃兵。 在与王翠云相遇后，乔三本的

思想逐渐有了改变， 但仍不承认自己

是逃兵， 当他了解到王翠云的悲惨身

世后，才真正打开了心扉，说出了名字

的由来， 并嘲讽了师父想凭借会唱三

本二人转就能在乱世活命的单纯想

法。 最后，在遭遇强敌时，乔三本选择

单独留下掩护王翠云撤退， 从而保护

我军物资安全。 在他牺牲的那一刻，他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辣椒放在嘴里 ，

随后拉响了手榴弹。 不得不说，在乔三

本的塑造上编导花费了浓墨重彩。 那

根辣椒的出现，证实了乔三本人性的善良

以及对杜广生的感恩。而乔三本自我牺牲

的抉择，则是他忠勇精神的激扬与英雄主

义的彰显，至此完成了这个有着些许人性

缺点， 但最终成长为平民英雄的角色塑

造，让《大决战》的微观视角更加饱满，也

为我党“得民心”写上了最好的注脚。

平民英雄之外，《大决战》 对国共双

方军事领导人的塑造也有突破， 尤其体

现在蒋介石、 林彪与杜聿明三个角色身

上。 首先看王劲松扮演的蒋介石， 虽有

赵恒多、 孙飞虎、 许道临、 张国立、 陈

道明等优秀演员都扮演过这个角色， 但

王劲松的表演却依然特色鲜明， 表现了

蒋介石身上懦弱和偏执的一面， 这是以

往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 于和伟对林彪

的演绎则抓住了他冷静多变、 将在外主

令有所不受的特点， 重点表现他进行战

术思考并艰难抉择的过程， 厘清了他在

复杂形势下用兵的逻辑 ， 从而有别于

以往单薄的 “天降兵神 ” 式的表达 。

再看杜聿明 ， 应该说李强演出了国产

影视史上目前为止内涵最为丰富的杜

聿明形象 ， 一来他个人的精明强干与

国民党的内讧与腐朽形成了鲜明对比 ，

二来他内心的触动又让人物有了悲情

的一面。

电视剧是细节的艺术。 《大决战》剧

中的人物塑造精准地融在历史情境里 ，

所依赖的正是从细节出发 ，层层铺设人

物的心理成长逻辑和行动线索 ，他们的

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也是随着情境的

发展而愈加清晰 ，而非一蹴而就 。 个体

也绝非仰仗自身即成就不凡伟业 ，而是

在合作和竞争的博弈过程中最终达成

目标 ， 这样的影像故事书写突出主旋

律 ，坚持多样性 ，既没有空谈个人英雄

的刻板印象，也没有脱离 “人民史观 ”的

基本逻辑。

战略战术、见微
知著：战争史观的
具体呈现

有关三大战役的故事是有纪实性的

历史剧，也是有思想性的历史剧，它所呈

现的不仅有军事力量的对决，也有政治、

经济、人心的对决。 在创作上要通过真实

的历史材料，揭示出国民党溃败、共产党

胜利的历史必然， 这是其基本的创作立

场。 与此同时，艺术表现力也同样重要。

以今日之眼光重审电影 《大决战 》，在艺

术形式方面， 有若干旁白式的解读较为

生硬，若干角色性格扁平，缺少丰度。 时

至今日，电视剧版的创作理念，特别是在

戏剧性构造上花的功夫， 使电视剧形态

已然有了质的飞越。 电视剧版像是工笔

细描的历史长卷， 其战争场面、 历史场

景、人物塑造无不震撼着观众，观赏性已

然超越了电影版。

为了突出战略，电影版将三大战役作

为三个独立的篇章表现，而电视剧版却从

全局出发，以我党高层决策的战略性指向

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为起点，从战争的战

略、战术角度切入，且有细致表现。 应该

说，电视剧版的创作是一次对历史更为整

体的审视，也让这审视趣味盎然。 剧中将

三大战役描述为互为呼应的全面战争，三

大战役一环扣一环， 一个胜利接一个胜

利，最大化地还原了历史事实，而党中央

的战略则随着若干偶然事件被放大，因势

利导、一一促成。有别于电影版，电视剧版

并不着力刻画战争场面，笔墨更着重于表

现国共双方各层级的立场矛盾与人民的

政治觉醒。 这是一场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的宏观叙事，并切入到具体的战术（如朱

瑞的炮战）、战略（如林彪攻打锦州、党中

央确立肃清江北之敌之策）。 《大决战》的

故事内核所承载的是对于政治、 军事、经

济、民心的证言式解读，不仅说明我军军

事思想的胜利，更完整描摹出我党革命思

想的胜利；其内在则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

阐释，证明我党在军事、政治层面的卓越

智慧，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

争的正义性。

2021 年是献礼剧的高产年， 在这其

中，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难度系

数相当高———革命情怀、思想立意、历史

考据和军事知识缺一不可。 对于创作者

而言，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必须要获得当

下的民心，同时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电

视剧《大决战》的创作与传播 ，必然要在

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经受双重的考验。 值

得欣喜的是作品本身呈现出的真诚度 ：

在新的革命历史战争话语的表述中 ，人

民不是抽象的符号， 而是一个一个具体

的人 ，有血有肉 ，有情感 ，有爱恨 ，有梦

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同时 ，对解

放战争进程中的战略、 战术的刻画尊重

历史和科学的逻辑。 上述种种，方为电视

剧《大决战》的动人之处 ，值得进一步研

讨。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
范大学教师）

电视连续剧 《温州一家人》《温州
两家人》和《温州三家人》的制作横跨
13 年，分别叙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至我国入世、 我国入世至党的十八
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等三个历
史阶段温州人民的创业奋斗史， 实际
上就是在讲述一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
放史。 其所秉持的家国一体的叙事视
角， 既具有悠久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
神，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 传统的东方文明其实
质就是宗法社会农耕文明， 血缘成为
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最重要纽带 ，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耳熟能
详的民间谚语， 本身就说明泛血缘化
成为人际互动的重要法则 ，“君君臣
臣 ，父父子子 ”“格物 ，致知 ，齐家 ，治
国，平天下”成为儒家社会治理的重要
准则和价值判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要叙述改革
开放的中国故事 ， 透视改革开放孕
育地所涌现的温州现象 ，“家 ” 就成
为很好甚至最好的艺术载体与叙事
视角 。

正如导演孔笙在谈到 《温州一家
人》 创作时所谓的，“这部作品在结构
上独树一帜， 一家四口离开瑞安之后
分成了四条线索， 他们的足迹遍布全
国各地，以及欧洲的意大利 、法国 、俄
罗斯，还涉及到了战时的伊拉克，且四
条线索很少交叉。 这种结构无论对于
拍摄难度和观众收视来讲， 都提出了
巨大的挑战。 ”但是，由于这一结构能
够广泛地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白
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
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 、

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
创新的创造精神，因此为后来的“两家
人”和“三家人”所沿用或者化用，形成
了“温州家人”三部曲。

剧作叙事的成功， 则在于编导在
力求“将每一条线索都拍得好看，让每
一条线索的故事都成为悬念”的同时，

着力透过“一家人”“两家人”和“三家
人”这一血缘纽带，强化剧作的情节逻
辑和情感呼应，“温州家人” 系列剧也
因此天然具有了形散神不散的艺术质
感与审美魅力。

当然，该系列剧最大的艺术价值，

则在于其家国叙事所展现的强烈的现
代意义。 三部曲的破题，在于主人公周
万顺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毅
然卖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农村老宅 ，以
此让自己的女儿离乡背井， 远赴意大

利闯荡生活，自己则携带妻子和孩子，

到温州去寻找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
的新商机。 此后，《温州两家人》叙述了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
重压力面前， 中国温州服装商人侯三
寿和制鞋企业家黄瑞诚既彼此竞争又
互相合作的故事。 《温州三家人》则讲
述了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叶 、潘 、林三
家人中的年轻人叶子凡 、 潘小勇 、林
知夏和曾知秋抢占智能化高地 ，发展
互联网经济，搏击商海的故事。 因此，

三部曲其实质都是在这样一种新型
的家庭关系中展开人物的矛盾关系
和命运冲突。

很显然 ， 不论是无意还是有意 ，

“温州家人”系列剧都是以这种“家”的
解构和重构， 展现了社会转型之后传
统血缘性宗法社会的家族关系的瓦解
和现代意义的“家”的重生 ，以及这种
巨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家庭亲情关
系的撕裂感、 命运感和沧桑感。 如在
《温州一家人》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周
万顺不仅很难赢得自己的妻子和两个
子女理解， 甚至一次次把他们从可能
的成功逆转为无路可退的失败谷底 ，

又一次次倔强地力图重新掌握和改写
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因此，该剧的现实
主义意义在于， 作品不是简单地复制
现实生活的温州故事， 而是以一种巨
大的创作勇气和艺术力量， 深刻地展

示出以周万顺为代表的具有原罪意识
的个人创业史。 编剧高满堂曾经指出，

“我创作《温州一家人》的一个初衷，就
是要说情说理、有声有色地写小人物，

尤其是父亲、母亲、女儿、儿子的故事，

借助一个大的背景，用小的视角切入，

完成一个小人物、大情怀、大境界的戏
剧过程。 ”“《温州一家人》这个剧本，以
一户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四段各具特
色的创业路，折射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温州商人的奋斗历程。 这段传奇的
故事里，有人是玩命的赌徒，执拗地屡
败屡战；有人则选择坚强，擦干眼泪逆
风成长 ；有人经历心灵洗礼 ，重新定
位人生价值 ；有人想平淡生活 ，却无
心插柳成就事业。 《温州一家人》不仅
是温州商人的故事， 更是一代中国人
的创业故事。 ”以小人物折射大历史，

以小家庭体现大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时
代巨变， 恰恰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
世界奇迹的中国社会的演变史和个人
命运的演变史，“温州家人” 三部曲也
因此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进步和
个人传奇的时代史诗。

毋庸置疑， 从创作而言，“温州家
人”三部曲，可以说一部比一部难。 但
是制作团队却迎难而上， 准确地把握
时代精神， 分别表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人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
路， 创造温州模式； 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探索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温州模式 ；

以“一带一路”为路径 ，探索互联网时代
高质量发展，创新温州模式的故事传奇。

“温州家人”三部曲以前所未有的宏大篇
幅， 聚焦于中国南方一座城市的现代化
建设， 先后在央视这一全国最高平台播
出，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 ， 三部曲的制作本身 ，也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电视剧制作和温州
精神的另一种象征 。 一般认为 ，系列化
制作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有
学者指出 ，“它要求以一个产业运营的
框架来进行创作 、总结和复制成功的电
影元素”。 该系列剧制作作为地域题材，

在全国范围内组合优秀的创作资源 ，其
中首部剧作最终命名为 “温州一家人 ”，

可谓画龙点睛 。 此外 ，这个系列剧涌现
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和制作人 ，如 《温州
一家人 》中主要演员张译 、殷桃和靳东
等，在这个剧作中崭露头角并后来发展
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 ，如制片人侯
鸿亮和导演孔笙这一组合 ，后来拍摄了
诸如《琅琊榜》《伪装者》等爆款作品。 在
这个意义上，“温州家人 ”系列剧的创作
现象和工业化制作经验 ，都值得很好总
结，都是中国影视工业化制作一笔不容
漠视的宝贵财富。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
学院副院长、教授）

电视剧 《大决战》 剧照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温州三家人》剧照

“家”是叙述时代故事的最好载体
———评电视剧“温州家人”三部曲

范志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中的人民史观和战争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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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决战》收视登顶，以复调般的叙事层次构建“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逻辑闭环

张富坚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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