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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采访理论文献片《诞生地》总制片人及总导演

“抚摸她的一砖一瓦，
你会产生丰富的感受”
《诞生地》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

心出品，主创团队长期深耕历史类纪录片，
曾一手打造《大上海》《浦东传奇》《彩色
新中国》《上海解放一年间》等多部重大时
间节点纪录片。站在建党百年这一历史时
刻，如何交出一份不同以往的答卷？怎样把
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讲出新意？
团队在前期进行了多番探讨，“创作之

初，我们就采访了许多党史专家。当时上海
正好在制作红色文化地图，不看不知道，原
来这座城市有那么多红色纪念地，我们就
想，能不能尝试从空间的角度来串联这些历
史大事件。”谢申照说。于是，《诞生地》将
内容分为五集，围绕《就叫共产党》《勃勃
有生气的青年》《到工人中间去》《为着解
放的新文化》《不能忘却的记念》五个不同
的主题，关联不同的重要红色纪念地。中共
一大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甲秀里）、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中央特科旧址……随着荧屏
上“红色地图”的缓缓铺开，中共一大、二
大、四大的召开始末，“五卅”风暴从这里席
卷全国……党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
一登场。
“这座城市无论你是远远地眺望她，还

是你走进去，抚摸她的一砖一瓦，你会产生
丰富的感受。有人称她为‘大上海’，有人叫
她‘魔都’，但无论如何她在这个世界上都
是独特的。”《诞生地》在这样一段总片引
中揭开面纱。
镜头从老渔阳里 2 号出发，这里是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及《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所在地。1920 年 8月，这里成立了中国
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定名“中国共产党”。以
此为起点，《诞生地》带领观众开启了一场
探寻初心的旅程。片中，众多的红色场馆、
遗址成了天然的舞台，观众们在空间的转换
间，循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移步换景”。
在谢申照看来，很多红色纪念地就在我

们身边，但换个角度观察，也许会解锁新的一
面，“这些场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我们用镜
头呈现历史画面与修缮后最新面貌的今昔
对比，通过故事讲述，带领观众回溯历史。”

为了让红色场馆、文物活起来，节目组
深入上海各大红色场馆，拍摄了珍贵的藏

品，包括刚刚开馆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收藏的
首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和中国共产党的
机关刊物《向导》等珍贵藏品。
在细致的探寻过程中，谢申照好几次被

这些场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打动，“在中共
二大会议旧址，藏着一处不太起眼的纪念
地———平民女校旧址。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
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曾走出丁
玲、钱希均、王一知等人，它的建立能看出我
党在百年前的远见卓识。”
这也是该片取名为《诞生地》的一大深

意，“上海不仅仅是党的诞生地，它还见证
了很多个‘第一’。”
例如，片中第一次以电视的方式，梳理、

展现了自建党前后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
上海工人运动的概貌；第一次在电视上展示
了“北有长辛店、南有小沙渡”的上海小沙
渡半日学校，勾勒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到工
人中间去的努力。在此之前，上海工人运动
一直没有机会被镜头着重书写，但它其实对
共产党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影响。疫情期间，
谢申照和第三集的分集导演郝晓霞一起去
上海市总工会作前期调研，那里的工作人员
就曾建议，上海的工人运动值得好好讲一
下，“当时我们对这一块的确相对陌生，于
是我们就去了解了小沙渡半日学校。”深入
了解后，主创团队发现，这同样是一个很有
故事的地方———1920年秋，上海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在上海纱厂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地
区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学校分两个班，每
日 7时至 9时为夜班工人学习，19 时至 21
时为白班工人学习。李启汉、李震瀛等参与
授课，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共早期组织开展工运的阵地之一

这些“诞生地”发生的故事，用什么样
的方式讲给年轻人听？
这群以 80 后为主的年轻团队，用上了

多种高科技的拍摄方法和轻松的画面呈现
方式。例如在商业广告里用得较多的探针镜
头，能够实现很多在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角度
下拍摄出想要的镜头效果，呈现特殊的视
角，这次也被用到了《诞生地》的拍摄中。
“我们用它来拍模型和纸质资料，比如第四
集《为着解放的新文化》中就用探针拍摄了
左联五烈士的很多作品，与拍摄的话剧画面
结合———今年也有几部表现左联的话剧，我
们也去拍了———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冯迪
韡告诉记者。
又比如添加了“虚实结合”的呈现方

式，将棚内 LED屏幕与实景道具相结合，将
纪念馆中全息影像与现实陈设相结合，为观
众带来全新的观赏体验。冯迪 透露，第二
集中，瞿秋白、施存统等年轻教师和学生一
起唱《国际歌》的场景中，就用了实物桌椅
的前景，然后通过 LED屏勾勒背景，在棚里
还悬挂了很多音符。
此外，节目组邀请中国知名沙画师高

洁，以彩色沙画的形式展现党的一大召开、
党如何开展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
等场景。“相较于原先大家印象中偏向写意
风格的沙画，这次我们选择了相对写实的方
式来呈现，而且彩色沙画也能够更好地与纪
录片的彩色影像融合。”

晨报记者 殷 茵

为什么在这里，开启了历史的篇章？为什么跨越时空，依然会回望征程开始的地方？我们
出发的理由，还有胜利的原因，就在这里———党的诞生地。五四运动到上海解放，上海全市共
存有各类红色旧址、遗址和纪念设施 612 处，它们是不能忘却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荣光。

昨晚开播的大型理论文献片《诞生地》将散布在上海的众多红色纪念地串联起来，站在
跨越百年的视角回望伟大征程的起点，通过梳理发生在这些纪念地的具有开创性、影响深远
的大事件，引领观众赓续红色血脉。 开播前，该片总制片人冯迪 、总制片人兼总导演谢申照
跟晨报记者分享了这部作品创作的幕后故事。

制图 / 潘文健

1可家访住衡山路洋房事业单位女退休 68 岁未婚家族富
裕有丰厚资产和多套房寻 89 岁内男速婚 13023201949
2可家访石油老总遗孀心内科医生党员退休女 73 岁
丧偶未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90 岁内男 13023201949
3 寻共同管理男美丽女总 58 岁丧偶无孩资产
雄厚开厂真心寻 85岁内男帮我 13023201949
4 可家访住丁香花园党员女护士长 76 岁未婚继承
家族丰厚资产和多套房寻 93 岁内男 13023201949
5可家访造币厂退休党员女 82岁丧偶无孩先夫
留下丰厚资产和房寻 96 岁内男 13023201949
6 美丽幼教师女 38 岁未婚父亡母开工厂资
产雄厚真心寻 78 岁内男帮管 13023201949
7 可家访独住洋房中西医女医生 78 岁未婚
有多套房寻 95 岁内无房男 13023201949

C4827总裁遗孀孤寂女中医教授 81岁丧偶未育独居
多房继丰厚遗产寻 91岁内男速婚入住(女付)63337606
C4828 父母亡无兄妹漂亮女银行主管党员 51
岁未婚住徐汇花园洋房另多房出租月薪丰觅

71 岁内男可入住开支我来 (女付 )53833358
C4829 可先来我家看看寻无房愿上门速婚
男开销我来女军医退休 71 岁丧偶未育貌
美善良先夫公司董事长留下丰厚遗产和多

家养老院居多房无亲人的我寻健康年长真

爱男士我会珍惜你随缘 (女付 )63337606
C4830 邮政退休女 67 岁住龙柏新村
多套房丧偶心好寻伴(女付)53833358
C4831 急寻共发展男美丽女护士长 37 岁
丧偶未育先夫留下雄厚资产和工厂真心寻

伴 67 岁内男共发展急盼(女付 )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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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月老赐婚 中老年单身知音

父母为子女相亲免费登记 13023201949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 .印章 .像章 .老服装 .小
人书.紫砂壶.玉器.地址:多
伦路 160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 .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
扇子竹木牙雕. 古纸币.旧
箱子像章 .小人书 .银元大
小 头 等 免 费 上 门 估 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减资公告

上海丽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0003105637739） 经股
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63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 8000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 特此公告。 上海丽星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 田乐，联
系电话：23278960、23278888，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283号香港广场 2501 室

2021 年 6 月 29 日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市教育培训中心女 59 岁丧偶未育肤白漂
亮有女人味有多房条件优会烧一手好菜急

寻年长的脾气好的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女厂长 73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开厂
多年虽事业有成但孤独有多房条件优急

寻 90 岁内能理解我男士 13524180951
经商女 45岁丧偶肤白漂亮自营公司多
年虽条件优有多房但很孤独急寻年长的

的懂管理男士共度一生 1352418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