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年！
你还记得“不抛弃、不放弃”的誓言吗？

王乙涵

《士兵突击》一反以往军旅剧设置人
物的惯例， 塑造了两个来自于穷乡僻壤
的新兵———成才和许三多。

许三多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与所有
最最普通的人并无二致，甚至不及。在老
家，他是父亲口中的“龟儿子”，小伙伴眼
中的受气包，习惯了无来由的打骂，不会
反抗，也不会思考，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
命运。初入军营，他迟钝怯懦、腼腆自卑，

缺乏主体意识，毫无竞争力可言。在训练
中，他踢正步站军姿不规范，见到装甲车
投降，上了坦克车晕车；在生活中，他浑
然不觉旁人眼色， 对班长史今就像是破
壳的雏鸡对母鸡般的依赖和讨好。 就是
这样一个木讷愚笨甚至可笑的主人公，

当观众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满怀讥
讽与嘲笑地等着看他出丑闹笑话， 看他
被边缘被排挤的时候， 他身上的单纯朴
实、坚韧执着的一面开始发挥作用。新兵
连训练结束后， 许三多被分配到荒无人
烟的驻训场。在这里，他没有被其他自我
放逐的战士所影响， 依然按照新兵连所
学要求自己， 整理内务和基本功训练一
个都不能少， 他的自律和坚持让其他战
士动摇，进而为其自我放弃而感到羞愧。

许三多通过自发修路实现了第一次自我

救赎，进入了钢七连。在钢七连他依旧是
拖后腿的兵，为了夺回班里的流动红旗，

他凭借着迟钝和执拗完成了 333 个腹部
绕杠，此举不仅创造了纪录，让其他战士
开始接受他， 也让他找到了自信 ; 在演
习中，他为了给成才报仇，抓住了老 A 袁
朗; 在七连解散后， 他一个人坚守军营
半年; 在特种兵的选拨中， 他从不主动
放弃任何一个战友。 正是这种坚韧与执
着，让他最终获得了高城、伍六一、袁朗、

成才的理解与认同， 成长为一个名副其
实的“兵王”。

除了技能上的超凡成长，作者还赋予
了人物精神上的成长。这种精神上的成长
不仅来自于老马、史今、高城、袁朗等人父
亲式的扶持与指引，还来自于一次次的别
离、孤独和坚守。 从个体离别到集体的解
散，许三多的精神寄托被强行剥离，让他
最终不得不独自面对。 作为“兵王”，他在
杀死毒贩之后依然会迷惘，却无人可以依
靠，孤独面对。 一个人只有在真正孤独的
时刻才能面对真正的自我，找到心灵的坐
标和人生的方向。

在经典叙事中， 主人公通常会设置
一个对比人物，《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的
对比人物就是成才 。 虽然同样来自农

村，成才却显得精明而活络许多，可以说
成才是当今社会上最最常见的一种人，

他们精明、圆滑、目的明确，他们知道为
了实现目标，什么可以抛弃、什么可以放
弃。这种人不能说其不优秀，事实上他们
也极为刻苦。在新兵训练中，成才表现突
出成为副班长， 顺利进入钢七连。 在七
连，他一面刻苦训练想成为狙击手，同时
也在寻找晋升的捷径。 当得知去三连不
仅可以成为狙击手还能够升级士官后，

成才毫不犹豫地去了三连； 在特种部队
的选拔赛上，为了争夺仅有的名额，他抛
下受伤的伍六一抢先跑到终点；在 A 大
队，他处处表现优异，事事争在人前，最
终却输给了自己， 在反恐演习中无法战
胜内心的恐惧，无奈离开。他懂得在为人
处事上下功夫，兜里永远揣着三包烟，最
好的给连长排长，中等的给班长班副，最
便宜的给战友。 他的这套功利主义的处
世哲学让他尝到过甜头， 最终也让他尝
到了挫败的滋味。正如袁朗所说，他心里
只有自己，对团队和战友从不付出感情，

这样的人谁敢跟他一起上战场呢？ 成才
回到五班实现自我的放逐， 经过挫折和
历练，再一次入选 A 大队，并赢得了战
友的信任和接纳， 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

枪王。

编剧兰晓龙曾经说， 许三多和成才
是“一体两面”，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两
种呈现。出发点和目标方向一致，怎么样
做才能成功？ 许三多与成才的两种成长
轨迹是两种成功学模式， 成才是靠着投

机世故不断创造机会， 许三多是靠执着
刻苦精神获得认可。 二人虽然方法和路
径不同，但最终都获得了成功，成才代表
着能力和个人主义， 许三多则代表了道
德与集体主义。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成
才们”往往才是活得更好的那一个，但是

作者以理想主义的方式， 修正了现实与
想象的误差。电视剧的结尾，成才经过努
力最终被老 A 接纳，与许三多会合，成为
特战部队的一员。 这一情节设置似乎在
暗示着， 许三多和成才合二为一才是一
个成功者最完美的呈现。

除了成才和许三多，《士兵突击 》还
塑造了新的军人群像。 他们性格各异、血
肉丰满。

钢七连三班班长史今，是许三多成长
之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 为了让许百顺不
再叫许三多“龟儿子”，他把毫无资质的许
三多带进了军营，之后又不惜牺牲自己去
成就许三多，“把他带成一个堂堂正正的
兵”：为了帮许三多找到自信，他为许三多
扶钎手被砸伤； 为了让许三多不再晕车，

他教许三多练习腹部绕杠； 为了许三多，

甚至影响了自己的训练和成绩，导致最终
复员回家，而回家前的要求只是去看一看
天安门。 这一刻我们才意识到，这个被许
三多当成唯一依靠的史班长，实际上也只
是万千普通士兵中的一员，是军队现代化
进程中一个渺小的存在。

如果说史今身上充满了阴柔的母性，那
么七连长高城则表现出传统父亲式的严厉。

他是将门虎子，资质优越，骄傲狂躁。他将钢

七连的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他只要最优秀
的士兵，对许三多这个懦弱胆小胸无大志的
“孬兵”没有一丝好感。 然而，当观众期待他
带领七连走向成功的时候，他引以为傲的七
连却被解散得只剩下一个许三多。他不得不
正视自己唯一的部下，并在这个“孬兵”身上
看到了旁人没有的品质。当他从许三多嘴里
得知他有一个军长父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他终于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摆脱父亲无形的
庇护，“就像一只猴子，整天对着太阳活蹦乱
跳”，骄傲与自尊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他依
然坦然接受了副营长的调令，融入了军队改
革的洪流。

争强好胜、 宁折不弯的伍六一则显
得有些不识时务， 也因为性格而成为剧
中最悲情的角色。 他顶顶瞧不上许三多，

对于许三多却是兄弟般的存在。 他极度
好强又极度自尊，放不下自己“好兵 ”名
头， 多次受伤宁可伤害身体也要死扛到
底。 在特种部队的选拔中，他跑断韧带也

不肯服输继续坚持， 最后因不愿拖累许
三多而拉开信号弹放弃了比赛。 伤了腿
的他不能再当步兵， 高城千方百计动用
关系想把他留在部队， 他却不愿苟且做
个司务长的闲职， 宁为玉碎选择退伍回
家也要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

特种兵指挥官袁朗则满足了人们对
现代军人的完美想象。 他刚毅、果敢、睿
智还带有点狡黠，他沉稳、练达 、细腻间
或还有几分柔情。 训练时，他不近人情；

对战友，他以生命相承诺。

还有老马、李梦、薛林、马小帅、甘小
宁、团长、指导员、吴哲、齐桓等组成了有情
有义、有血有肉的军人群体，共同构筑了封
闭军营里的日常景观。 剧中没有偶像式的
英雄人物，无论是出身草根还是高干子弟，

无论是班长连长还是团长， 都是普通的士
兵，他们时刻要面临离别与挑战，随时要服
从命令经历磨难。因为他们，军营成了社会
的缩影，凝聚了人生况味。

军旅剧常以阳刚热血的军营故事展
现军人风貌、彰显时代特色、激发观众的
爱国热情。 《士兵突击》虽以部队为背景，

却跳脱了军旅剧的常规范式， 以小人物
草根逆袭的故事， 向观众展现价值观的
建立和社会化的养成， 以此消除当代人
的内心焦虑。

《士兵突击》拍摄于 2006 年。 彼时，

经济飞速发展、消费主义日益盛行，加之
网络世界对于现实生活的冲击， 让年轻
人很容易处于焦虑之中。 升学、就业、住
房、就医、教育、养老，无一不在考验着他
们的竞争力，他们担心被抛弃、被轻视、

被威胁，对命运的无法掌控，让他们对个
体存在的意义产生消极认同。

在《士兵突击》中，初入军营的许三多

和成才二人同样处于焦虑之中。 成才敏锐
地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 迅速给自己谋划
好了晋升之路； 许三多则表现出毫无竞争
力的迟钝木讷，很快被边缘化。但是许三多
牢记 “不抛弃、 不放弃”“有意义就是好好
活， 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的人生信
条，从五班到七连再到特种部队，用脚踏实
地的苦干和坚持， 一次次从茫然无措的困
境中挣脱出来。他对自己坚持，克服内心的
孤独和自卑独自修路；他对战友坚持，在特
种部队的选拔上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战友，

重新构建起与他人之间的友情与信任；他
对团队坚持，为五班荣誉创腹部绕杠纪录，

一人坚守解散的七连，凝聚了集体力量。

剧中反复出现的新兵入连仪式是极具
象征意味的场景， 是个体对集体的融入，也

是价值观的建立。 尽管钢七连解散，但是钢
七连的价值理念已经根植在七连每个人的
内心深处，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规范。 许三多
不是以往那种“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但他的
个体成长经历让青年群体看到了自我的影
子， 在完成对平民英雄审美认同的同时，部
分消解了当时年轻人的价值焦虑。随着许三
多的不断成长，其所秉持的“不抛弃、不放
弃”的价值观念被观众所津津乐道，也意味
着他应对焦虑的方式获得了观众的认同。

在全剧后半部分出现的吴哲，则代表
了另一类人。 他们有能力、有原则，他们永
远不焦虑， 嘴里最常说的是一句 “平常
心”。 所谓“平常心”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具
体表现是能够对自己所做之事的结果作
出准确的预判，做事既要积极主动、尽力

而为，又能顺其自然，不苛求完美。 从另一
个角度来讲就是有自信心。吴哲就是这样
一类人的代表，他们淡定从容、目标明确，

顺境时坚守本分，逆境时坚持梦想，不受
外界因素所扰，始终坚定自我、不忘初心。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不抛弃、 不放弃”。

作者实际上是以吴哲这个人物为观众树
立了另外一种人生榜样和人生境界，并以
此告诉观众，无论何时，坚持“不抛弃、不
放弃”的人生信条，保持一颗“平常心”的
好心态，人生都会更加美好。

《士兵突击》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在
于它讲述成长故事， 却没有一味地打鸡
血；对离别的反复表现，更能引起观众的
普遍共情。 许三多成为“兵王”的过程，经
历了个体与群体的疏离、放逐、救赎、接

纳、反思与回归，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社会
和每个人的生存现状。 我们生活在大时
代下，每一个人都是小人物，想要获得成
功，不仅要有梦想，还需要机遇和加倍的
努力。 因此， 人们爱看草根逆袭的电视
剧，在里面寻找自己的影子。 《士兵突击》

中恰恰能够找到所有人的影子。 你可以
是许三多， 也可以是成才， 来自普通家
庭，没有显赫的家世和资本，通过才华和
精明获得机会， 或者埋头苦干凭着坚持
和韧性成功；你可以是老马和史今，以有
限的能力去温暖和善待比自己更弱小的
人；你也可以是高城和袁朗，有资本有能
力， 也要承受焦虑与不安。 但是无论怎
样，他们都获得了尊重与认同，拥有了对
抗孤独与焦虑的精神力量。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展现主人公的
精神风貌，更能引领观众的精神世界。 《士
兵突击》在表现军营生活风貌的同时将价
值观巧妙地融合其中，让观众感受到“不
抛弃、不放弃”和“好好活”的真谛，更向观
众发出了回归“平常心”的召唤，让人们在
品味剧情的同时，实现了对抗焦虑、振奋
心灵、鼓舞精神的功能。

此外，《士兵突击》 还尝试以个体的
生存境遇探讨更为深层次的人生况味与
精神诉求， 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充满理想
主义色彩的现代寓言， 时至今日仍然耐
人寻味。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作为我国电视剧的重要类型， 当代
军旅剧始终是荧屏上的一道独特景观。

2021 年适逢建党一百周年，荧屏上又有
多部已播和待播的军旅剧， 如 《号手就
位》《特战荣耀 》《亲爱的戎装 》《王牌部
队》等。 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军队的
现代化建设、士兵成长与军营生活已经
成为当代军旅剧的主要内容和叙事核
心。 如 2000 年的《突出重围》和 2003 年
的《DA 师》以军事演习和军队的高科技
转型为主要内容；2011 年的 《我是特种
兵 》 以特种兵的训练和成长为主要内

容；2010 年的《第五空间》讲述了陆航飞
行员的成长历程 ；2012 年的 《火蓝刀
锋》、2017 年的《深海利舰》 则表现了海
军士兵们的训练生活。 这些带有主旋律
色彩和励志精神的军营故事，播出后受
到了广泛关注。

其中，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
的当属 2006 年的《士兵突击》。该剧在当
年没有流量明星和巨额资本商业炒作，

甚至在电视台播出时也没有立刻呈现出
轰动的效果， 却在网络上被网友默默膜
拜，最终风靡全国，主人公“许三多”不仅

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也成为了一
种人设的代名词。 甚至剧中的几位主要
角色扮演者， 借着该剧热度也获得了更
好的演艺资源。

在首播的 15 年后，该剧豆瓣评分仍
然高达 9.4， 且讨论区前两页全部发生在
今年。有人在 15年里看了又看，有人感叹
相见恨晚，可见其热度之高。的确，今天再
来反观这部作品，其成长主题和“不抛弃、

不放弃”的价值追求依然契合当前社会语
境，其理想主义色彩使其突破了军旅剧的
类型范畴，散发出长久的艺术魅力。

荨▲茛 《士兵突击》 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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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成长轨迹：许三多和成才的“一体两面”

军人集体群像：更多人生况味的凝聚

超越军旅主题：以价值观建构对抗社会焦虑

首播 15 年后， 《士兵突击》 的网络评分仍然高达 9.4。

今天再来反观这部作品， 成长主题和理想主义色彩使其突
破了军旅剧的类型范畴， 而有了一种普遍性的艺术魅力。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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