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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

淡施朱粉写娇容
功 冉

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10月21日，电视剧《功勋》结束了首轮播出。《功勋》用不同的叙

事风格讲述了8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电视剧播出期间感动

了无数人，豆瓣评分一度跃升到9.1，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剧总导

演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郑晓龙。日前，记者采访了郑晓龙委

员，请他讲述拍摄《功勋》的前前后后。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背包客”十日（一）

冯 并

李济深故居，一段历史
的窗口

常荣军

在读书中探寻生存智慧
朱永新

一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于敏、
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
旭华、屠呦呦“共和国勋章”。9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向 8 位国家勋章获得者授予

“共和国勋章”。
随后，在这一年的10月，我从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接到创作任务。如今，已整整两年。
回想两年前，第一次面对这样一道“命题

作文”，或者称为主题创作，我完全是没有信心
的。一是因为以我之前的创作经验而言，一般
主题创作、宏大叙事的影视剧，要想拍得好、传
得开，是不容易的；二是因为这次创作的对象
是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真人真事，能创作
的空间有多少我在当时想象不出来；三是这8
位功勋人物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老百姓不太
了解的，比如核物理、核潜艇、航天、农业育种
科技等等，让老百姓看懂都不容易，更别说感
兴趣了。说实话，这样的故事，做一个都不敢保
证能成功，还同时要做8个，难度可想而知。

回到家后，我便开始翻看8位功勋人物的
相关资料，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很强的英雄
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或其他什么原因，我看
着看着，慢慢与这些功勋人物产生了共情，被
他们的事迹所感动，甚至一些功勋人物的艺
术形象开始在脑海里鲜活起来，我渐渐找到
感觉，也有了拍摄的愿望和创作的念头。就这
样，我下决心接下这个创作任务，接受挑战。

二

决定开始创作，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创作
方向。每个功勋人物一生中都做过很多事情，
写什么？不写什么？每个人物6集的篇幅需要
讲什么？根据什么进行素材提取？于是，我们
回到源头，深刻领悟党和国家颁发“共和国勋
章”背后的深意。虽然大家各自的理解和想法
不尽相同，但有一点都很认同：表彰功勋，是
要为大众树榜样，为国家立精神。理解了这一
点，我们就找到了创作的思路，也就找到了切
入点。那就是，要写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

有些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容易辨识，比
如屠呦呦、于敏、黄旭华、孙家栋，他们的不凡
成就举世瞩目。

可是，有些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不那么
好辨识。比如申纪兰，大家都知道她是第一至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很少有人知道，她
是新中国倡导和践行男女“同工同酬”第一
人。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改变了历史，这就是她的高光时刻。再比如
李延年，参加过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
朝战争、边境防卫作战等大小战斗20多次。而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带领部队坚守住346.6高
地，是李延年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也被
其称为“一生最难忘的战斗”。这是为停战谈
判赢得的决定性一仗，这就是他的高光时刻。
而张富清呢？虽然也获得过很多军功，但是他
60多年深藏功名，从来不因战功向组织伸手提
条件、要待遇，这也正是他的高光时刻！

此外，我们还必须找到每个功勋人物的职
业特点、性格特征和所处时代的不同，这样才能
创作出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具有鲜明时代特

色的功勋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再将他们忠
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国人民的崇
高精神贯穿整个作品。作为基调，我们的创作就
找到了方向，并且有了取舍素材的依据。

在创作中，我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
则和创作态度。真实，便是创作的核心要求。

谈到真实，除了我一向强调的细节真实，
比如服装、道具、场景这些都要尽力还原外，
还要求要有时代的真实感，人物的说话方式、
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都要努力还
原当时的历史年代，哪怕是一些虚构的情节，
也必须是符合功勋人物的主要精神以及以人
物自身特点为依据有可能发生的剧情，不刻
意拔高，不喊空洞口号，不搞伪激情，既要写
出不平凡人的平凡，也要写出平凡人的不平
凡。我跟每个导演编剧确定，在创作中，要努
力去抓住每个功勋人物的精神内核，着重塑
造好人物，写好人物的成长，一定要让观众觉
得功勋人物也是血肉之躯的平凡人，只是他
们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此外，在制作上还必须
得讲究，要在故事讲述和视觉呈现上，也是一
部高品质的作品。

其实，作为在《功勋》这个主题项目下的
单元剧，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这部
作品的呈现既要有整体性，又要有各自的风
格。所谓整体性，就是以现实主义原则创作内
容以及统一的片头设计。所谓不同的风格样
式，就是发挥各组主创的积极性，给各组主创
留有足够独立的创作空间。参加《功勋》拍摄
的各分组导演和编剧都是我们国家这些年电
视剧行业中的翘楚，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创作
人员。每个创作人员都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
就能呈现出不同功勋分组故事的新鲜感。另
外，各组去深入采访、调研、构思故事时，也一
定会有自己的感受和创作冲动，而这样拍出
来的片子也会更加引起观众的兴趣。

三

说到参加《功勋》拍摄的各分组导演、编
剧以及演员，我们也有一定的原则。

在分组导演的选择上，国家广电总局指定
了一部分，我推荐了一部分。整体而言，导演组
覆盖多个年龄层，有男性有女性。之后再由导
演们各自寻找与自身相匹配的编剧以及制片。

演员的挑选也格外慎重。国家广电总局
当时给定了四条标准：一是德艺双馨，二是形
神兼备，三是演技高超，四是“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本人或家属同意。其实，在演员问题上没
有做过太多纠结，反而是编剧的采风与创作
经历了一番波折。

因为功勋人物们的年纪都较大，几乎都
在90岁以上，他们的精力不足以应对长时间
的采访，而且他们很少提自己的事迹，总是强
调集体的力量，还要我们把集体写进去。这是
可想而知的。导演和编剧们为了获得一手资
料，下了一番功夫。

在我确定拍摄屠呦呦这一功勋人物后，
我邀请了我的夫人王小平来做编剧。一是因
为她对屠老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所投入的这
项工程熟悉。她从小在中国科学院长大，她的

妈妈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创始人之一，
该所是当年青蒿素研究的协作单位，她的同
学、邻居都是做科研工作的。二是她对科研实
验室熟悉。实验室里所用的一切她都了解。三
是她对科学家的生活状态、专注精神熟悉。
《屠呦呦的礼物》中有一个场景，是屠呦呦把
孩子忘在了幼儿园，其实这也是她小时候的
经历，很真实也很感人。四是接到《功勋》拍摄
任务那一年，她妈妈去世了，但一直有个心
愿，就是希望她能写写科学家。综合这些情
况，目前也只有她最合适。

然而，即使占据了很多优势，也还是有难
度。因为屠哟哟本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她不
喜欢交际，不喜欢太热闹的环境，她的关注点几
乎全是工作。我记得采访她的同事，请他们说一
下屠老的爱好，他们都跟我说，屠老的爱好就是
做实验、埋头工作。单调的生活、重复的工作，如
何从现实而来创作人物？但我们发现，专注、投
入是屠呦呦的一大特点，她不同于一般传统意
义上的女性，也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科研工作者
的样子，这便让我们有了创作空间。所以，很幸
运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并让我们找到了
如何表现她高光时刻的办法。

其实，在一开始确定演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了周迅。我夫人便给她打电话问档期，周迅一听写的
是屠呦呦，没看剧本就答应了。后来把初稿发给她，
她一口气读完，说要演。她还说一直有种预感，自己
要演一个戴眼镜的人，没想到不久电话就来了。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给定的四个标准，前三
个周迅都符合，但还要经过屠呦呦的同意。可是
屠老几乎不看电影，也不认识周迅。而屠老的女
儿很喜欢周迅，并给她讲述了一番。屠呦呦便
说，那就周迅，并且也认定周迅能演好。

周迅和屠呦呦是有些相像的，两人都不爱
交际，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屠呦呦满心是实
验，周迅的热情给了表演。为了塑造屠呦呦的形
象，周迅不仅从外形上尽力靠近，一头短发，戴
宽眼镜，穿棕色褂子、土灰色裤子，一手挽着手
提包，微微驼着背，大步流星……更重要的是她
体会到了人物的内心，在了解屠呦呦的过程中，
周迅也一次次被屠呦呦的精神所打动。其实，她
们都是为热爱的事业付诸一切的人。

在《屠呦呦的礼物》中，周迅将一个朴实、执
着、专注、投入的屠呦呦融在了角色中，演活了这一
功勋人物。在电视剧播出过程中，我也收到很多好
评。被观众喜欢，我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用热爱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郑晓龙讲述《功勋》创作过程

口述/郑晓龙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郭海瑾

记者手记：

千古统帅诗人毛泽东
戚建国

京城“追剧”记
侯 露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郑晓
龙委员和夫人王小平是一起的。在描述
很多创作过程及细节处，王小平有时会
作为补充、有时会作为讲述人，把当初从
筹备、采风、选角、写作、拍摄等过程讲解
得清楚、明白。这一场景，让记者颇受感
动且记忆深刻。

当记者问，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遇到
很多难题，他们总是说：“我老觉得这可能
是个挺难的事，后来我发现不太难。”

《功勋》立项后，编剧采风、剧本创作
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历时一年半多的时
间，还远不止。特别是剧本创作，“有的剧
本写很多稿，《无名英雄于敏》就写了 5
稿，《屠呦呦的礼物》也写了 5 稿。各个单
元的剧本出来后还要总体把握，一遍一
遍改，不行就重写，有的剧本到开拍前才
完成定稿。”即使很着急，也不能马虎。

“剧本是一剧之本，就得安安心心、规规

矩矩按步骤、按要求来。”
在拍摄过程中，一个6集的单元，他们

的足迹遍布全国。每到一处，一下飞机，
第二天就开拍，效率之高，节奏之快，有
时会让年近 70 岁的郑晓龙感觉疲惫。但即
使这样，为了制作精品，为了呈现最好的
效果，拍摄的 45 天，郑晓龙没有休息一
天，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是什么支撑着您？”记者问道。
“第一就是功勋人物们的精神。他们忠

诚、执着、朴实的精神和人格魅力贯穿我们
剧组始终。第二是我们要为观众负责。在这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接到这一重大任务，为
能更好地呈现给观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第三还是热爱吧，一进入那个状态，觉得自
己特别有精神。”郑晓龙最后“嘿嘿”会心一
笑，也让记者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舒缓开来。

如 今 ，《功 勋》收 视 、口 碑 俱 佳 ，这 也
许是对创作者们最好的回报吧！

执着、朴实的创作者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屠呦呦的礼物》人物海报

▲《默默无闻张富清》剧照

▲电视剧《功勋》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