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上海电 由上海

市委宣传部等指导支持、上海

电影集团等共同投资拍摄的

电影 《望道》1 月 17 日在上

海开机。

据介绍，《望道》以《共产

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

者、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

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的生平事

迹为线索， 讲述以陈望道为代

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寻真

理、坚守大道的初心故事。

1920 年，陈望道完成《共

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

翻译工作， 这本 《共产党宣

言》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共产

党诞生及中国革命胜利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健儿表示，《望道》 创作

过程中，主创团队与陈望道之

子陈振新、学生陈光磊等人多

次面对面交流，深入挖掘陈望

道真实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

以丰富人物形象。 同时，主创

团队还与学生座谈，开展针对

年轻观影人群的问卷调查，以

了解当代青年对于《望道》的

真实期待。

“一百年前，他们也正青

春。 ”《望道》主创团队表示，

希望年轻观众能在观影时与

陈望道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

产生共鸣， 从这群百年前的

“同龄人” 身上感悟远大理

想、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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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脱贫攻坚主题剧目

《腊梅迎香》 是继大型现实

题材剧目《天渠》之后，省黔剧

院创演的又一部大型剧目，同样

以反映贵州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进程中的英雄人物事迹为主

题。 该剧根据我省罗甸县沫阳镇

麻怀村邓迎香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的事迹改编而成，既是省文旅

厅、省黔剧院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的剧目， 也是中宣

部、 文化和旅游部 2020 年全国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展

演剧目。

《腊梅迎香》 由国家一级编

剧、 贵州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曹

海玲担任编剧， 特邀全国知名导

演陈涛、余凤霞执导，省黔剧院一

线主力演员全部上阵， 省内外作

曲、舞美、服装、灯光、布景等一流

团队共同创作。

2019 年，《腊梅迎香》 投入

剧本创作。 剧组多次赴剧中故事

发生地麻怀村采风， 深入了解村

民的生活环境、 人物原型的故事

经历。采集到鲜活一手素材后，剧

组结合专家建议，在剧本、音乐和

舞美方面进行多次修改调整。

“现在的麻怀村， 已成为贵

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正因邓迎

香这样的基层党员起表率作用，

才带动当地百姓靠自己的双手脱

贫致富。 我们想用黔剧来讲好贵

州故事， 讲述贵州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道路上的付出， 努力彰显

贵州精神、时代精神。 ” 省黔剧院

院长、黔剧传承人、该剧男主角的

扮演者朱宏说。

陈涛提到：“2019 年 12 月，

我们到麻怀村采访。 邓迎香不向

困难低头的那股干劲， 正体现了

‘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

后发赶超’ 的新时代贵州精神。 ”

创新手法讲述感人故事

大幕拉开， 舞台布景与灯光

营造出的村落、高亢清丽的唱腔、

自然投入的表演，让观众“走进”

位于贵州深山腹地的麻怀村。

剧中， 生长在富裕村庄的坝

上姑娘迎香， 爱上了穷山沟麻怀

村的小伙燕林。 家中施压并没有

浇灭她炽热的爱情，“不信神、不

信邪、不信命” 的迎香毅然与心

爱的人结合。然而命运弄人，数年

之后， 失去丈夫和儿子的迎香面

临人生路上走与留的选择。

正当此时， 村里的老主任德

龙提出了一个设想： 打通一条穿

山隧道，改变村里的贫困面貌。这

个设想点燃了迎香久埋于心的梦

想。凭着希望的心火，迎香在人生

的艰难险阻中不断成长， 带领百

姓打通隧道，迎来巨变。

《腊梅迎香》在艺术方面的

创新表现引人注目。 在舞美呈现

方面， 该剧对贵州山水进行艺术

化、唯美化的升华；在编曲和配器

方面， 该剧不仅对传统黔剧的乐

队配器进行调整， 还巧妙融合布

依族的音乐文化元素， 使黔剧唱

段既有当地特色，又具时代张力。

受疫情影响，《腊梅迎香》采

取了线上直播方式演出，1 月 10

日晚的观看人数达 50 多万人

次，专家和观众给予一致好评。

“这部剧充满戏剧冲突而又

合理展开，故事真实感人，塑造的

脱贫攻坚英雄人物非常成功，舞

台表现手法 新颖 而充 满 艺术

性。”“该剧充分展现了贵州新时

代女性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的顽

强拼搏精神，充分反映了有韧劲、

不服输的脱贫攻坚精神。 ” 在直

播的评论区， 观众纷纷点赞并表

达自己的感想。

用心创演歌颂美好贵州

“选用贵州非遗剧种———黔

剧，起用贵州本土艺术家，采用贵

州本土艺术素材， 歌颂贵州自己

的成就，《腊梅迎香》整个剧目在

创作上全部采用贵州元素， 展现

了贵州人骨子里那种特别可贵的

韧劲。 ” 曾导演过黔剧《湄水长

歌》《天渠》的导演陈涛说。

“《天渠》和《腊梅迎香》都

是刻画贵州脱贫攻坚带头人的剧

目， 但两者差别很大。 《腊梅迎

香》着重演绎邓迎香从嫁到麻怀

村到成为致富带头人过程中的思

想成长，充分挖掘和刻画人物，从

侧面折射脱贫攻坚进程中人的命

运的改变。 ” 曾担任黔剧《天渠》

等多部脱贫攻坚题材大戏编剧的

剧作家曹海玲说，创作《腊梅迎

香》时，自己希望追求不一样的

审美，追求现实题材的诗情表达，

“这里所说的诗情， 并不是花前

月下的诗情浪漫， 而是注重刻画

人物内心世界， 深挖人物成长变

迁。 ”

从 19 岁勇敢追爱的少女，到

痛失丈夫与爱子的女性， 再到带

领群众用双手打通隧道的致富带

头人……扮演女主角迎香的省黔

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郑函月， 将这

个人物塑造得感人至深。

“如何塑造好这个命运曲

折、内心丰富的角色，对我是一个

不小的考验。 ” 郑函月说，从接到

表演任务到剧目上演仅有 3 个月

时间，每天都在反复读剧本、背台

词， 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所

幸， 通过与人物原型的接触及自

己的反复体验， 我很快走进人物

内心， 演绎出这个历经苦难却敢

于拼搏， 带领乡亲在脱贫攻坚路

上不断成长、升华的典型形象。 ”

“下一步，我们将在‘十四

五’ 的新征程中创作更多、更好

的剧目， 用心歌颂更加美好的贵

州。 ” 朱宏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 � � � 新华社郑州电 经考古

人员持续发掘，隋唐洛阳宫城

玄武门遗址日前初现全貌。该

遗址的发现对了解唐宋宫城

的形制布局有重要意义，有助

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形制

变化和沿革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队长石

自社介绍，玄武门遗址为隋唐

洛阳城遗址的重要部分，目前

已探明玄武门遗址的建筑形

制、 确切位置和沿革变化，理

清了应天门、玄武门等宫城建

筑群的空间关系，并发现隋唐

至北宋时期宫城的形制变化

特点和遗址迁移方向。

目前，考古发掘出唐时期

的门道、墩台 、马道、城垣遗

迹。 发掘显示，玄武门是单门

道过梁式建筑结构，门道宽 6

米，东西两侧为宽 13.9 米、进

深 16.5 米的墩台。 墩台两侧

与城墙相接，城墙南侧有东西

向直坡式马道，东侧马道长约

40 米，西侧马道长约 50.5 米。

“玄武门是宫中军事事件

的主要发生地，门外有驻军守

卫，对整个宫城起着重要保护

作用。 ” 石自社说，该遗址的

发掘为探索隋唐时期宫城的

形制布局具有重要的价值，遗

址的迁移变化为研究隋唐至

北宋时期宫城的形制演变提

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隋唐

洛阳城遗址保护展示提供了

科学依据。

玄武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

（公元 605年），是隋唐时期洛

阳宫城北门，与应天门相对。在

玄武门下， 发生过影响中国历

史进程的改周复唐事件———

“神龙政变” ，女皇武则天自此

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唐中宗把

玄武门改名为神武门， 至北宋

时期，玄武门被废弃。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人

员结合史料记载和勘探试掘，

确定玄武门遗址位于洛阳市

老城区唐宫路以北、玄武门大

街以南、 定鼎北路以东位置。

2020 年 2 月， 由国家文物局

批复的玄武门遗址发掘工作

正式启动。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

址进行发掘整理。

隋唐洛阳宫城玄武门

时隔千年“重现”

� � � � 本报讯 1 月 15 日，“溪

山翰迹·黔游心影———贵州中

青年中国画作品展” 在孔学

堂艺文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

2 月 25 日。

此次展览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文联主办，花溪区政

府、省美协等单位承办，共展

出 58 幅我省中青年中国画家

的作品，其中包含 3 幅金奖作

品、6 幅银奖作品、9 幅铜奖作

品、40 幅优秀奖作品，以及陈

加林、陈争、张润生、谌宏微等

特邀名家的 20 幅画作。 美术

家描绘的山川风物、 人文风

情，让观众感受到贵州的独特

魅力。

“贵州中青年中国画家近

年来活跃在黔中、活跃于全国。

他们深入生活， 努力为人民抒

写、抒情、抒怀，以传神之笔赞

美家乡风物， 为时代画像、立

传、明德，硕果累累、喜报频频，

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是贵州美

术的最重要生力军。 ” 省美协

主席谌宏微说，举办此次展览，

是贵州中青年中国画家共建文

化高地的又一成果。

据悉，“溪山翰迹” 是孔

学堂为书画研究艺术研习与

展示推出的学术品牌，此前已

推出数十个书画展览，受到美

术家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与好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刘辉）

贵州中青年中国画

作品展在筑开展

以诗情彰显贵州精神

———大型脱贫攻坚题材黔剧《腊梅迎香》创演侧记

“我自比，寒冬腊梅那

是我， 坚硬岩石那是我，一

声喊魂响天河，吼开日子千

层锁……” 舞台上，是贵州重

重大山里的贫困山村，随着高

亢、坚定的唱腔，“不信神、不

信邪、不信命” 的“当代女愚

公”邓迎香向我们走来，一个

感人的故事就此展开。

1 月 10 日晚，由贵州省

黔剧院创排的大型脱贫攻

坚题材黔剧《腊梅迎香》在

贵州国际会议中心剧场上

演。 剧中讲述的感人贵州故

事、 传递的当代贵州精神，

深深打动了台下观众。

观影札记观影札记

《武汉日夜》：

一部纪录片的告慰与拥抱

韩浩月

在多地因疫情影响倡导“就

地过年” 的背景下，观看武汉抗

疫题材纪录影片《武汉日夜》，有

一份很特别的感受。 去年春节前

夕， 疫情暴发，76 个 “武汉日

夜” ，也是 76 个“中国日夜” ，无

数人关心着武汉， 也关注着全国

抗疫动态。

“爱与生死” ，是电影创作的

永恒表达主题。《武汉日夜》重拾

这一命题， 用简单的手法对细节

进行真实呈现， 用温暖动人的音

乐衔接无形“沟壑” ，击中观众内

心。影片并非面面俱到，但诉求很

精确———对“爱与生死” 给出作

为纪录片的无声态度。

不同的影像， 在不同的平台

与渠道， 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与

内心冲击。 对比无数曾在社交媒

体与电视画面中出现的武汉抗疫

画面，《武汉日夜》 里的镜头，视

野开阔了许多，情绪沉稳了许多，

但笑与泪、 痛与爱仿佛也被放大

了许多。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 《武

汉日夜》的第一句台词，是一个

孩子用稚嫩的童声朗读的诗句，

这是孩子用录音机录给住在重症

病房里的爷爷听的。 这种录音方

式，是属于这个孩子的“武汉日

记” 。 数段录音贯穿整部电影，兼

具传递爱与希望的功能。

医护人员像对待亲人那样照

顾每一位病人，乐观的“络腮胡

子” 病人，住在汽车里的夫妇，两

名年轻志愿者领取结婚证……他

们的故事没有想象中的压抑感，

反而给人以轻松印象。 这种轻松

的来源，可以归结于“爱” 。

对于死亡，《武汉日夜》有两

处催人泪下的记录。 一是护士长

苏洁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追随殡仪

车，要看父亲最后一眼；二是护士

隔着栅栏将逝者遗物交给家属，

他们的对话简简单单， 却震撼人

心。 这两处记录之所以令人印象

深刻， 在于让人看到疫情留给武

汉这座城市的伤痛。 电影所展示

的“死亡” 是寂静的，把痛苦默默

咽下，继续好好活下去，才是对亲

人最好的告慰。

《武汉日夜》给予“生” 的

篇幅明显偏多， 除了病人治愈

出院获得“新生” ，电影镜头还

对准在医院出生的新生儿。 新

生儿是希望的象征， 他们的呱

呱坠地能带来欢乐与庆祝 ，能

激发人内心无限的柔情。 疫情

期间出生于武汉医院的婴孩，

都得到了颇 为精 心 细致 的照

顾，护士为一名早产儿“搭建”

了一种特殊保护措施， 她们形

象地将之形容为“鸟巢” 。

没有什么比保护一名婴儿更

能让人奋不顾身， 尤其是在抗疫

的特殊背景之下， 呵护新生儿也

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武汉日夜》

的创作者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们

采用了更多这样的画面， 使得作

品的力量感得以提升。

无论这个地球上发生着什

么，都没法改变日夜交替、生死

聚散。 也正是在这铁律一般的轮

回中，人们不断地寻找着、追求

着、盼望着，依靠这种向上向前

的愿望走出苦难与坎坷。 《武汉

日夜》是对武汉那一段疫情历史

的记录，也是对生存坚韧性的一

次铭刻。

《腊梅迎香》剧照。 瞿宏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