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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详述拍摄细节

“张桐一句话，
让 350位群演一秒入戏”

新年伊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
年代》成为开年第一热剧，豆瓣评分9.3。这
部以 1915 年《青年杂志》创刊到 1921 年
《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
的作品，在筹拍初期，也曾让张永新犯过难。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张永新曾执
导《马向阳下乡记》《安居》《大军师司马
懿》等影视剧作品，但如此厚重的题材，并
不好拿捏，“它思想上的厚重和强度足够
了，但戏剧性相对比较弱，这是我一再希望
在二度创作中实现的。”

因此，他在创作中将写实与写意
相结合，草蛇灰线、伏行千里，“隐
喻、留白，我将这些中国传统美学
中的表达融入其中。”

剧中，各种路的意象贯
穿始终———历史积淀形成深
深的车辙、军阀骑马所过
之处尘土飞扬之路、通向
《新青年》杂志社那条泥
泞之路。大量动物符号
同样各具深意———负
重的骆驼、跳出井
底的青蛙、不断在
陈独秀演讲话
筒上探索的
蚂蚁，鱼缸
里 的 金
鱼，在街
上看客一
样 的 猴

子。谈到剧中的这些隐喻，张永新表示，很多
网友的解读，他都很认可，“我们把本体和喻
体呈现在故事中，大家的解读见仁见智。”

对于如何把这样的宏大题材讲好，张永
新反复提及了两个词———“真实”与“同频
共振”。“真实，不光是剧本要真，导演在二
度创作的时候，真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
影视剧要怎么拍得真？他举了一个例

子：“我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眼神。”
有一场群戏，横店请来 350 个群众演

员，要怎么让他们一秒入戏？当时，张桐在火
车头上说了一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
国，我们的国家，自己不爱谁爱？”张永新直
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所有人的眼神都晶盈剔
透的，甚至有人热泪盈眶，“当我喊停的时
候，工作人员的眼睛也是晶莹剔透的。那一
刻，画里画外，所有在场的人眼神里只有三
个字，中国人。”在他看来，大家能被这样的
话和气氛所点燃，这种感动是实实在在作为
中国人发自心底的一种自豪，“拍这部作
品，我们只是做到了本分。能够受到观众的
喜爱，可能是因为每个人对那种精气神的体
会，是同频共振的。”张永新说。
除了导演团队的努力，一部作品的成功

当然也离不开演员。《觉醒年代》选角被不
少观众称为“神还原”，每一位演员对于角
色的精雕细琢，也让张永新感佩。“鲁迅的
饰演者曹磊，在刚刚接到这个角色时，就第
一时间开始临摹鲁迅的字体，进组前半年，
查阅了大量的鲁迅著作和文集。”拍摄剧中

鲁迅写《狂人日记》那
一段时，张永新特地将特
写镜头落在了曹磊的手中，
从落笔切换到脸部，长镜头一气
呵成，“我想把所有演员为这部剧所做的努
力呈现给观众。”
没有课本中枯燥乏味的说教，没有简单

粗暴的灌输，当演员们把人物一点点抠出来
演，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革命先驱不再是
课本上的“精神导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
形象。

对于这个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剧，张永新
这样说：“百年时间沧桑与轮回，在《觉醒年
代》里都有体现，让我特别受触动的是，今
天的中国人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不是仰视不
是俯视，而是堂堂正正的平视。这种堂堂正
正的平视，是《觉醒年代》想要表达的，是中
国人的精神。”
而对于年轻观众的肯定，他也直言，当

下观众的眼光越来越专业甚至挑剔，他们能
看到你用不用心，他们有着独特的语言表达
体系，能够直抒胸臆地传递喜爱或者排斥。
而创作者需要做的就是讲好故事，“我相信
天道酬勤，观众一定能看到你的真诚。”
也有很多人问他，《觉醒年代》会不会

有续集，他说，整个剧组在这一点上达成了
一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
集。”《觉醒年代》的珠玉在前，下一步作品
会有压力吗？张永新笑言，“没敢这么想，但
我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认真再认真。”

晨报记者 殷 茵

在大结局播出后的几个月里，电视剧《觉醒年代》依然轮番登上热搜，各种标签甚至超出了导演张永新的认知，昨天，出席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
坛的张永新，会后接受了晨报记者的采访。

被问到如何看待主旋律作品“破圈”时，他直言：“年轻观众必须得到尊重，这不是我谄媚，而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今天的年轻人不可小觑，他们的视野和
知识量，比我们那个时代要开阔得多。 从年轻观众的弹幕和分析中，我能感受他们巨大的阅读量，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和自我的认知，有着深思熟虑。 ”他同时
表示：“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不是仰视不是俯视，而是堂堂正正的平视。 这种堂堂正正的平视，是《觉醒年代》想要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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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虹桥墅区医学教授女 71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
有多房急寻 90 岁内真心伴老速婚 13524180951
温柔善良女 41 岁未婚电力公司工作肤白漂亮气
质佳有房寻年长的男士共度一生 13524180951
宝钢厂退休女 59 岁丧偶未育肤白漂亮有多房条
件优急寻年长的健康男士共度一生 1352418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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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762 可家访寻孤独男伴老女中医党员 77 岁丧
偶未育多套电梯房寻 91 岁内男(女付)63337606
C4763 寻找爱的港湾貌美善良公务员女 57 岁未
婚无亲人独居淮海路另多房出租父母留多家养老

院工作繁忙深感力不从心如你已退休可来助我一

臂之力薪丰有住处助你发展急盼（女付 )53833358
C4764 可家访董事长遗孀公务员退休党员女 67 岁
丧偶未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87岁内男(女付)63337606
C4765 住徐汇洋房女医生党员 61 岁未婚貌美肤
白丰满有多房开厂父母过世无兄妹急寻 81 岁内
男士入住我会把一切交给你 （女付 )53833358
C4766 可家访住丁香花园房地产遗孀党员女
药剂师退休 71 岁丧偶无孩先夫留下丰厚资产
和多套房寻 91 岁内男速婚 (女付 )63337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