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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文艺评论
省文联 省作协 新华日报主办

开栏的话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
量。即日起，江苏省文联、江苏省作协、新华日报共同打造“新时代·新文艺”江苏文艺评论融合传播推广项目，重点
推出全媒体“紫金文艺评论”专栏，邀请省内外知名文艺评论家，尤其是70、80、90后青年文艺批评力量加盟。

我们倡导：坚持正确的批评导向，坚持人民的批评立场，坚持飞扬的批评激情，坚持真诚的批评品格。用积极健
康的文艺批评引导大众审美，引领文艺创作，使文艺批评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声相应，构建具有江苏风格、中
国精神的文学批评体系。投稿邮箱：zjwyplxh@sina.com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时代呼唤楷模，如何以艺术诠释楷
模精神，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重
要使命担当。本期“紫金文艺评论”特
别关注——电影《守岛人》。

取材于“人民楷模”王继才真实故
事的电影《守岛人》6 月 18 日起全国公
映，生动诠释了王继才忠于祖国、忠于
人民的爱国情怀，让典型可感可触，让
观众共情共鸣，也收获了专家、观众的
好口碑。

6 月 22 日，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共同举办电影

《守岛人》研讨会，与会专家纷纷发言，
通过这部剧，走近英雄、感受信仰和守
望带来的巨大心灵震撼。

细节令人动容 精神予人鼓舞

刘旭东（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总书记提倡文艺作品要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应当具备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三个条件，电影《守岛
人》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具有精神引领度
和艺术高度的主旋律电影。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影片深挖细节，比如剧中将灯塔称
之为“眨火”，再比如一幕王继才的孩子
在岛上出生时剪脐带的镜头特写，都非
常震撼。这些令人动容的细节组合，赋
予了这部电影特殊的生命。

好的文艺作品能够启迪思想、温润
心灵，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电影

《守岛人》以精湛的人性思考，触发当代
人的心灵共振，实现了“守岛”精神、楷
模精神、时代精神最深远与最广泛的传
递。影片中，“一个人一生能够做成一
件事就不亏心，不亏心就不白活。”这样
的话语看起来很质朴，但实际却能够让
我们所有人感到强烈共鸣。同时，《守
岛人》开掘的精神层次很有力度，对于
新时代文艺作品怎么去培元铸魂，很有
启示。

又一曲平民英雄的颂歌

康尔（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
导，南京大学艺术文化研究所所长）

像似性是电影语言尤其是影像语言
表情达意的核心奥秘，也是其作品能够
获得真实感的主要来源。电影《守岛人》

的总体风格，显然是现实主义抑或
纪实主义的。片中场景，虽然大

多取自福建省的平潭岛，但与
事件的发生地开山岛的像似
性非常高。特别值得称道的
是，刘烨和宫哲两位主要演员
的造型和表演，与人物原型的

像似度也很高。从他们
两位的身上，观众可以
感受到作品所要表达
的艰难、困苦、枯燥
与孤寂，也可以看

到执着、坚毅、苦中
求乐与无所畏惧，甚至

可以闻到一股驱之不散
的海腥臭、花草香。

片中的许多细节，设计、展
现得也很精准到位。主人公粗
糙的皮肤、背后的伤痕、鞋上的
补丁、指甲缝里的污垢以及那
一面面褪色的国旗、一本本沧
桑的守岛日志，都为这部作品
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真实感
的营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
供了鲜活的支撑。

扎根生活为创作基石

郭晓伟（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常
务副主席）

电影《守岛人》将纪实性与故
事性、艺术性融通黏合，以独到的

艺术表达，为我们展现出一个主旋
律题材的全新影像风格，显示了更多

的现代色彩。陈力导演三次到开山岛
实地采风，深入体验海岛生活，与王仕
花同吃同住，从细微处体悟守岛人的生
活艰难和心路历程，因此能够实现作品
的“内在真实”。

另外，影片时间跨度长达 32 年，美
术组还专门重新造景设计改建了一座
海岛，改造了富有年代感的老街道、渔
港码头等，实景建造升旗圆台、礼堂、坑
道、码头等，对道具精雕细琢，尽可能营
造出逼真环境效果与“在场感”。影片
的摄影也克服了海岛恶劣天气所带来
的种种困难，捕捉到人物表演和场景运
动的高品质镜头影像，再现了人物原型
惊心动魄的海岛生活场景和天人合一
的诗情意境，从而实现了作品的“外在
真实”。

“真实”的作品一定是深入生活、
历练艺术的结晶，成功的背后一定是
拼命奉献的激情燃烧和创作质量的提
升飞跃。

生命与使命交响的激越华章

张永祎（文艺评论家）
电影《守岛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

开山岛，它就好像在大海里航行的一条
船，王继才与妻子王仕花相濡以沫，奋力
划桨，风雨同舟，风雨同行，以岛为家，与
海相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
国壮丽的海防事业。这个故事表面看起
来平平淡淡，平平常常，但为什么能如此
感人至深，扣人心弦？

守岛岁月的艰难与挑战，凸显出王
继才夫妇极不平凡的守岛精神。这种
守岛精神的底色，我认为首先是坚定不
移的忠诚。五星红旗是贯穿全片的基
本线索，在这个没有生机的岛上，那面
随风飘扬的红旗最为醒目，也最为鲜
亮。它插在最高的地方，飘在最美的时
候，他们捧旗、举旗、挥旗、升旗，始终不
忘红旗，始终敬仰红旗，这是至高无上
的礼仪，也是丹心报国的忠诚。国旗插
在这个岛上，就表明这是中国的领土，
守岛就是守国。

开山岛是一个只有 1.3 平方公里的
小岛，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孤岛，因为
它的背后有祖国和人民。从上岛到厌
岛，从厌岛到爱岛，从爱岛到建岛，从建
岛到兴岛，守岛英豪履使命，时代楷模
践初心，他们甘于平凡、坚守平凡、创造
非凡的感人事迹，已成为我们学习的榜
样、心灵的观照和精神的滋养。这也正
是影片向观众传递的主题意旨，也是能
够深深地唤起观众的审美共情的真正
原因之所在。

似曾相识又若初见

薛颖旦（省评协副主席、新华日报
全媒体文化新闻部主任）

王继才夫妇驻守开山岛 32 年的事
迹，大家耳熟能详，如何能在熟悉中拍
出陌生感来？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守岛
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似曾相识又若
初见，全新的体验、强烈的感动、深深的
共情，让我由衷地为这部影片、为这支
编导演主创队伍点赞!

正如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刘烨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带有他
强烈个人风格、经他艺术提炼过的王继
才，在英雄谱系中又增添了独特的“这一
个”。影片不是去简单地颂扬一个英雄，
而是去展现一种精神，一个小人物在平
凡岗位上干好平凡工作、奉献国家的执
着精神——信守诺言、忠于职守、爱家
人、爱国家。值得点赞的是，《守岛人》剧
本创作精雕细琢，一个接一个绵密的细
节、情节、对话，让你始终沉浸在剧情之
中，很难出离。最让人感动的是，在无人
的小岛，无论刮风下雨，夫妻俩每天坚持
升旗，抬头行礼的庄严表情，让人们看到
了普通百姓内心的坚守和信仰。32 年
中，他坚守孤岛，忍受的是孤独，坚守的
是责任，用一生践行一个承诺，唱响了自
己的英雄之歌。可信、动情、感人！

初心永恒：择一事，终一生

沈国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电
视系原主任，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择一事，终一生”。电影《守岛人》
寻找人物的“初心”，情感线和政治线融
合，真实地呈现英雄人物成长的轨迹。
电影的基本情节由“独自进岛”—“夫妻
住岛”—“扎根守岛”三个主要段落构
成，在每个段落中挖掘出人物令人可信
的“初心”。王继才独自上岛，最初是试
试自己是否能有点出息的，并没有打算
待太长时间，一上岛发现条件太差，想
回来，又找不到人接，父亲又鼓励他坚
持，他想着“不能把别人对我的信任辜
负了”，也就临时坚持了。妻子的初心
也简单：“他守岛，我守他。”后来碰到父
母年迈、孩子上学等问题，他们也犹豫
过，但在每天的升旗活动、救人以及与
坏人的斗争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了人这
辈子不亏心就没有白活。心定了后，他
们就开荒种地，营造家园。68 面红旗陪
伴着英雄 32 年。人物真实的情感和变
化，轨迹清晰可见。

据说《守岛人》这部电影前后孵化
近7年，创作组频繁上岛体验生活，全方
位采访采风，去了解王继才夫妇的事迹
和精神情怀，创作组心中首先有了象征
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座岛”，才能传达给
观众深厚的家国情怀。希望观众也带
着这种情感去观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应该有这样一座岛。

守岛人：亲情结构与精神展现

舒克（省电影家协会影视理论与评
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一座小岛一对夫妻，故事看似简单，
情节结构却比较难以组合。电影《守岛
人》尤其注意到，利用好人物之间的勾
连，表达感人的亲情。通过这对夫妻各
自的家庭，父母、岳父母、小姑子、一双儿
女等，形成一幅亲情图景。母亲的饺子，
父亲的病痛，默默支持女儿上岛的丈人
丈母娘，帮助王继才夫妇带孩子的小姑
子。随着影片情节的展开，这些人物的
所有行为举止，均与王继才夫妇的“守岛
情结”密切关联。于是，独特的亲情，得
到了最大程度的诠释。儿子在岛上诞
生，女儿放弃学业，直至父亲去世，这些
场景都为这个家庭的亲情倾注了无比的
温度！

再就是其他人物的友情。武装部
部长王长杰临终前，王继才难得一次离
岛上岸，在病床边陪他最后一程。那种
人间真情，深深打动人心。还有船老大
包正富（陈创扮演），被救者小豆子（张
一山扮演），与王继才几十年的友情，也
都成为这种亲情勾连图景中的重要环
节。整体上，逐步形成了一条非同凡响
的主题链接，这就是影片最终想要弘扬
的一种精神世界。

《守岛人》：出彩、出色、出圈

王海波（省广播电视总台影视频道
副总监）

让一个英雄走上银幕不难，让一个
角色真正走进受众心里、走进人民心里
不易。这是新时代主旋律影片或者说是
重大主题影片创作必须要面对和破解的
一个课题。电影《守岛人》在这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探索，这也是影片之
所以能够出彩、出色和出圈的原因。

电影《守岛人》主要从两个维度展
开叙事：一是面对台风、暴雨和巨浪等
构成的恶劣自然环境，王继才是如何抉
择的？一是面对父母、岳父母、妻儿和
朋友等构成的复杂社会环境，王继才又
是如何抉择的？影片开篇，台风、暴雨
和巨浪袭来，“眨火”熄灭，王继才立即
冲出屋子，奋不顾身点亮“眨火”，这是
王继才的抉择；面对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年迈回乡、女儿辍学打工、儿子不愿
和不敢上学等来自家庭的“台风”“暴
雨”和“巨浪”，王继才的抉择依然是回

岛和守岛。电影主创团队跳出一般的
叙事逻辑，把典型人物放入典型场景，
撷取闪光瞬间，有机串起并不断强化王
继才“守岛就是守国”“人这辈子能干好
一件事就不亏心，不亏心就不白活”的
价值理念，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继才，
书写了大写的“人”。

穿越孤独的成长跃升

刘笑谊（南京大学访问学者、副教
授、影视评论家）

影片《守岛人》，主人公夫妻俩，真
实的生活在一个面积仅有 0.0013 平方
公里、历时32年的空旷广漠的时空维度
下。创作者在探索主人公对生与死、取
与舍、苦与乐的选择中，做了多重对比，
小小的人物与巨浪滔天的自然的对比、
暴风雨袭来摧枯拉朽的力量与保护飘
摇小屋与小狗的微薄之力的对比、融入
社会生活的名利双收与坚守孤岛的清
贫安静的对比⋯⋯背景越发宏大，人的
生命存在越发渺小，人的选择越发显出
价值观念的作用。大海中的小岛亦如
每个独立人内心的一座岛，两座岛同样
需要在与外界既独立又联系的存在中，
有选择有坚守。

影片通过对坚守的讲述，既触及了
对自然的敬畏，又从真实的人性成长出
发，与人物共同经历内心成长，完成了
对主人公王继才夫妻人性超越的理解，
探索并回答了信仰引领下，平凡人如何
实现生命意义的宏大。

以影像为时代铸魂

陶赋雯（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
事，副研究员）

《守岛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好
口碑，如何拍摄符合时代精神的当代

“英模片”值得我们认真思忖。
电影《守岛人》以王继才、王仕花在

严酷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出普通人立足
职责、坚守信仰的质朴与伟大，以及他
们曾经的犹豫、害怕与放弃：在最初准
备完成任务、找到人就离开开山岛时，
王继才说是“父亲让我来这里守岛”，王
仕 花 谈 到“ 丈 母 娘 说 不 能 输 给 你 父
亲”。两人的质朴弥坚的情感与坚韧强
大的内心令人感动。

由侯勇先生饰演的当地人武部部
长王长杰，其身上延续着军人父亲“打
硬仗”“守承诺”的血脉，影片着重表现
了他对安排王继才上岛后的“愧疚”“担
忧”“无奈”“敬佩”“极力弥补”的真实心
态，亦是一位敬守职责又带有人性温暖
的我党的干部形象。在青年演员中，宫
哲饰演的王仕花质朴又深情，在弱小的
身躯下有着一种与王继才同样“倔强又
执拗”的可爱。

今天我们学习王继才精神，用影像
继承其遗志，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不竭
使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自己的

“开山岛”，我们要思考怎样去守住这个
“信仰之岛”。

这股力量，叫信念

刘治（泰州市评协副主席）
《守岛人》的叙事手法仿佛纪录片，

平实，真切，可信，我们如同王继才的邻
居朋友，体验着他的生活，感受着他的
孤独。男主人公是如何从常人成长为
英雄的？电影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守
岛人的那句台词，我们都印象深刻，“一
个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就不亏心，
不亏心就不白活！”这是王继才的人生
信条，一个普通党员，用他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忠诚！

看完电影，忽然生出一个念头，要
去开山岛看看。出海的人们经过那座
小岛时，应该都会抬头仰望吧，即便在
风雨交加的夜晚，依然有灯塔高高耸
立，那是王继才生前坚定守护的“眨
火”，出海夜行的人们，看到这束光芒，
内心自然会生出勇敢的力量。这股力
量，叫做信念⋯⋯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6月22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和支持，省作协组织采
访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基石——江苏基层优秀共产党
员礼赞》《又见遍地英雄：江苏抗疫故事》（以下简称《基
石》《又见遍地英雄》）在南京举行新书首发式。对伟大时
代保持“在场”，从英雄模范身上感知和提炼人格力量，这
两部扎实厚重的作品以典型人物群像拼接出时代图景，
以精彩的“江苏故事”映照“中国故事”，是文学苏军为党
的百年华诞献上的诚意之礼。

《基石》一书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研发中心，
倾听基层共产党员的奋斗故事，从“毛细血管”处接通
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优秀民营企业
家刘国耀，把献身机械设备现代化作为毕生志业，不满
于“一块电路板要花几万美元购买”的垄断格局，毅然

“下海”办厂；陈亮，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铣工，依靠巧
手、大脑和精益求精、不怕吃苦的精气神，成为精密制
造行业内公认的“一微米大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刑侦专家张双印，十几年如一日“泡”在海量指纹
里，根据毫不起眼的斗、箕、点、眼、沟等指纹特征，在茫
茫人海中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个精彩起伏的故事
生动表明，无数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奋斗与奉献，筑牢了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

与英雄模范扺掌而谈，与火热时代深情相拥，此次参
与重大主题创作的经历让作家们获益良多。“我们经常说
要走进基层、深入生活，其实我们何尝不是每天都在基
层、都在生活？我们缺少的是更为扎实的‘走进和深入’，
走进那些熟悉的风景、火热的实践，深入英雄模范的精神
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思考社会、提炼力量。”《基石》作者代
表、高邮作协主席周荣池说。

抗疫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又见遍地英雄》于去年 5
月启动采风创作，31位作家深入全省69个采访点实地
采访后，捧出了38篇饱蘸激情与热泪的作品。从前线
到基层，从群像到个体，《又见遍地英雄》堪称对江苏抗
疫故事的全景扫描：武汉战疫江苏军团，肩负着省委省
政府的重托毅然奔向火线——“打胜仗，零感染”，六个
字，重万斤！暴风雪之夜，55岁的基层民警马红来拖着
癌症化疗后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坚持参加国道卡口执
勤，常州金坛“大喇叭”袁顺清，每天驱车10多个小时，
连续大喇叭宣传近70天，一个人，一辆车，风雨无阻！

著名作家周桐淦曾以六旬之躯亲赴武汉抗疫一
线，这段经历使他笔下的故事更具有丰沛动人的细
节。譬如，面对当地医院防控时存在的严重隐患，东南
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黄英姿丢下了“病区改造不
达标，我拿你是问”的严厉“通牒”；为大花山方舱医院
创下564例病人零转重、零死亡的“神话”，江苏省中医
院肺科主任史锁芳却在谈到人们对中医的轻视时，忍
不住嚎啕大哭。这些点睛的细节，立起了真实可信的
白衣勇士形象。

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
兴国介绍，除了《基石》《又见遍地英雄》，去年以来，围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宏大主题，省作协还
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主题创作和文学活动，包括继续推进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丛书《雨花忠魂》的编辑出版工
作，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党的百年华诞，组织创作主题报告文学作
品，举办主题征文、诗歌朗诵会等文学活动，等等。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徐宁表示，希望文学苏军继续保持对重大
主题的创作自觉，围绕娄勤俭书记在省文代会、作代会
上提出的“抗疫故事、创新故事、转型故事、开放故事、奋
斗故事”，挖掘创作资源，通过作家独特的思想洞察力、
认知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去关注时代、研究时代、表达
时代，从而推出代表时代的“大作品”。

对伟大时代保持“在场”
报告文学《基石》《又见遍地英雄》在宁首发

□ 本报记者 陈洁 通讯员 金重庆

“芦苇青青菜花黄，运河两岸好风光。油菜花不怕
风雨摧，芦苇荡何惧风浪狂。”6月23日晚，在江苏大剧
院歌剧厅内，伴随着悠远激越的主题歌声和观众经久不
息的掌声，由江苏省杂技团编创演出的杂技报告剧《芦
苇青青菜花黄》成功上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为了培养文
化艺术人才，根据党的指示，刘少奇、陈毅等创立了“鲁
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鲁艺作为新四军艺术的摇
篮、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堡垒，在其短暂的办学时间
里，吸引了众多中华好儿女从海内外奔赴盐城。他们传
播革命真理，鼓舞抗战斗志，凝聚革命力量，用热血谱写
了一曲曲红色的生命之歌。

在新四军重建军部和华中鲁艺成立80周年之际，
江苏省杂技团将这段历史首次以杂技报告剧的形式搬
上舞台。该剧以1941年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历史
发展为背景，以丘东平等鲁艺师生的真人真事为原型，
重点选取了华中鲁艺建校招生、深入群众、保护夏收、宣
传抗日和北秦庄遭遇战等史实中一个个坐标点，聚焦、
定格、延伸，正面再现了华中鲁艺血染的峥嵘岁月，讴歌
了华中鲁艺师生浴血青春、无怨无悔的爱国情怀，塑造
了中华儿女的艺魂、军魂、民族魂。战火中的青春与梦
想、执着与坚强，在舞台上一幕幕生动呈现。

江苏省杂技团团长吴其凯介绍说，华中鲁艺烈士
陵园坐落在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东平村，而庆丰正是
江苏省杂技团的前身、“十八团杂技”的发祥地。“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传承红色基因，传播鲁艺文化，传扬铁军
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芦苇青青菜花黄》融入杂技、话
剧、舞蹈、民歌、戏剧等诸多元素，以杂技报告剧这一新
的特殊艺术样式，表现华中鲁艺的光辉事迹，激励一代
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全剧以热血青春、理想
信念为主色调，生动地诠释了鲁艺文化的精髓，鲜活地
再现了鲁艺师生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不屈不挠的抗日
斗志，充分彰显了华中鲁艺是铁军精神的宣传者、战斗
者、创业者、革命者。

弦歌不辍耀光华
——杂技报告剧《芦苇青青菜花黄》成功上演

每个人心中都应有这样一座岛
图为电影

《守岛人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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