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谍战剧《叛逆者》自从在CCTV-8
播出后口碑一路走高，相关话题累计总
阅读量超过150亿，已有十几万网友参与
打出了8.4的高分。

“虽殊途，时局跌宕，皆以此身，誓
报家国。愿同归，红日初升，暗夜破
晓，共迎曙光。”该剧改编自人民文学奖
得主畀愚的同名小说，刻画了隐蔽战线
中革命战士的成长与坚守。精彩的视听
表达与鲜活的人物刻画，是 《叛逆者》

“高位飞行”的双翼。“细节拉满，值得
深思细品。”“全程智商在线，观剧体验
太好了！”不少网友留言说，《叛逆者》
在呈现敌我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细
节和线索环环相扣，节奏紧凑的剧情、
暗藏机锋的对白让很多剧迷舍不得快进
播放。

从黑暗中成长为强大而坚
定的英雄

相较于不少同类谍战剧，剧中由朱
一龙饰演的林楠笙这一角色是独特的。
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相反是敌方的新手特工。随着剧
情发展和推进，林楠笙在不同时期和阶
段有着明显的变化，他在现实的磨砺中
逐渐形成坚定的信仰，人物弧光清晰而
有力。

剧集第一集尾声，有场刻画林楠笙
内心变化的重头戏。作为林楠笙一开始
的“领路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上海
区站长陈默群从南京抵达上海，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带林楠笙到审讯室，让他看
看那些被怀疑是中共党员的囚犯是如何

受尽凌虐的。当林楠笙看到审讯室里被
严刑拷打、满身是带血鞭痕的少年，第
一反应是不忍心。近景特写中朱一龙眼
眶微红，青筋暴露的双手攥紧衣服，身
体微微颤抖，内心的挣扎、痛苦跃然屏
幕。林楠笙不解，这些囚犯可能是老
人、孩子，甚至是我们的朋友、亲人，
也许他们也希望国家变得更好，但陈默
群却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为了完成目
标，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显然与林
楠笙内心的善念与理想背道而驰，也为
他后续潜伏于黑暗中并蜕变为一个革命
战士埋下了伏笔。

追光前行的动人细节引发
网友共鸣

一部优秀的谍战剧，离不开严谨的
逻辑与推理。《叛逆者》从剧情的节奏
感、逻辑性到细节处理均有可圈可点之
处。

很多网友都说，真正的好剧从一开
始就扣人心弦。《叛逆者》开场就是一场
滂沱大雨。门外是静静伫立的行动队
员，而监狱中的狱警正用鞭棍严厉地审
问犯人。突然电话响起，“站长，全招

了”。国民党特务陈默群放下电话后，立
即展开追捕行动。而另一端的中国共产
党的工作者也在偷偷传递消息。随后，
剧情开始铺陈敌我之间的各种交锋，比
如，一边是共产党员王志被敌方策反，
陈默群利用他引诱其他“卧底”出现，
另一边则是“卧底”发现王志叛变，为
了减少组织人员损失与暴露，决定暗杀
王志。这两条线索并行，情节推进合乎
逻辑，剧情衔接不拖泥带水。对叛徒王
志的暗杀行动更是层层推进、环环相
扣，最后的成功也让人拍案叫绝。

《叛逆者》中的几个重要角色，因智
商在线、个性鲜明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比如王志文饰演的顾慎言，就是中国共
产党潜伏在国民党特务处的工作者。表
面上看，他是特务处“养老”部门档案
科的主任，闲云野鹤、八面玲珑，实际
上他大智若愚、深藏不露，有着资深地
下工作者丰富的战斗经验。此外，王阳
饰演的反派人物陈默群心思难测、阴狠
决厉，其演技同样收获好评。在这些人
物与人物之间，或是可以并肩作战的同
志挚友，或是暗流涌动中各怀所思，为
剧集增加了诸多看点。

《叛逆者》中，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的中
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令人动容。比如书
店经理阿木在本可以逃生的情况下，选择
引爆炸弹以掩护后面的同志——“邮差”
顾慎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革命一
定会成功的。”阿木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
话，让很多网友感动不已。冲破最深的暗
夜，愿意为了前方的微光舍身前行，正是
这样的《叛逆者》，让活在美好今天的人们
心中激发出强烈的共鸣。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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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版《大决战》央视开播

谍战剧《叛逆者》口碑节节攀升

■卫 中
据近日发布的 《2021 中国网

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我
国9.44亿网络视听用户里，28.2%
会选择倍速观看视频，尤其是

“00后”用户群体有近四成选择倍
速观看方式。

客观来说，当今的生活节奏
快、娱乐方式众多，留给观众看
剧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而一部
长剧往往几十集，每集通常在 40
分钟左右，而采用倍速观看的方
式再加上拉进度条，用户甚至可
以在一小时里看掉七集，可以节
省下来很多时间去体验其他娱乐
活动，看剧的效率极大提升。如
今，越来越多观众“手动”选择
把长剧集压缩成短剧集，影视行
业的内容生产者也意识到“短
剧”的市场空间在迅速增长。针
对观众的口味变化，从2020 年至
今，一批 12 集左右的短剧集出
现，如 《隐秘的角落》《摩天大
楼》《沉 默 的 真 相》《猎 狼 者》
等，结构短小精悍，剧情紧凑诱
人，因此都收获了良好的收视与
口碑。

然而，短剧集并非唯一的破
题方式，而且长剧集也不意味着
已经过时。正在热播的43集谍战
剧 《叛逆者》 一上来就赢得了观
众的口碑，获得 8.4 分的网络评
分，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情节好
紧张”“一秒钟都不想快进”。同
样，43 集的 《觉醒年代》 更被无
数青年观众“封神”，评论区有留
言称：“没有快进，没有倍速，只
有不断暂停，边看边查资料。”

事实证明，观众之所以习惯
了倍速观看，根本原因是部分冗
长的剧集不够吸引观众。“剧情拖
沓，对白无趣，只要快进看个大
概就够了。”在一部流量艺人担纲
的剧集评论区里，连粉丝都直白
地表示：“剧情不吸引人，只想看
偶像，其余段落直接跳过。”

如此看来，当网络视听的收
视习惯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迭
代，“倍速播放”和“按需收看”
的趋势正在倒逼影视行业的内容
生产者看清形势——无论是长剧
集还是短剧集，提升内容质量，
走精品化路线才是发展正道。

倍速看剧流行 好剧依然吸睛

《1921》主题曲发布
孙楠、周深全新演绎《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
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6月25日，即将在7月1日正式公映
的电影《1921》发布了主题曲——由腾
讯音乐联合新华社“声在中国”全新演
绎，由孙楠、周深演唱的《国际歌》。

全新演绎的《国际歌》在保留原有
雄浑庄严旋律的基础上，增添了蓬勃向
上的青春感，孙楠雄厚高亢的音色与周
深空灵澄澈的嗓音碰撞，产生了独特的

“化学反应”。
在新版《国际歌》的MV中，听众

可以看到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先辈在中国
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的那份激昂与坚
毅，以及“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带

领进步学生为捍卫中国主权展现出的群
情激昂。

在《1921》正片中，观众也能多次
听到《国际歌》响起，这是革命先辈的
心声，更是向往光明与希望的最强发
声。在高昂的旋律中，大家的思绪仿佛
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为《1921》主题曲，这首全新演

绎的《国际歌》由实力派歌手孙楠与被
誉为“天籁歌喉”的周深共同演唱。

经过改编后的《国际歌》在原本雄
浑庄严的旋律下又增添了蓬勃向上的青
春动感。作为驰骋华语乐坛30余年的实
力歌手，孙楠此前便献唱过黄建新导演
的《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追
寻》 副歌部分沿用了 《国际歌》 的曲

调，孙楠此次演唱《国际歌》也是一种
冥冥中的缘分。

在这次演绎中，孙楠结合电影本身
蕴含的青春基调，对一贯的唱腔稍作变
化，从他的演唱中可以听出那个黑暗时
代从缝隙透露出的光明。

另一位年轻歌手周深的歌声有如
“抽丝剥茧般缱绻婉转”，充分发挥了其
饱含情愫的声音特色。

在孙楠和周深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
下，听众不仅可以听到铿锵有力的呐
喊，还能感受到细腻丰富的情感；不仅
能听到歌曲中蕴含的激烈抗争，还能感
受到青年们饱含激情的满腔热忱，进而
被拉回到那个同心冲破黑暗的年代。

据《新闻晨报》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传承
弘扬红色基因，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原创精品动漫作品 《林海雪
原》《延安童谣》近日正式发布。
两部作品用动画形式再现红色经
典，讲述战争年代的激情岁月，
礼赞革命英雄对党忠诚、不畏牺
牲的坚定信念和崇高信仰。

此外，暑期档还有不少原创
动漫值得期待，其中，动画大电

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
美爸爸》 7月 9日在全国影院上
映；迎接北京冬奥会题材的大型
动画片《冰球旋风》、展现当代青
少年奋斗拼搏精神的 《篮球旋
风》、“四大名著”系列（《西游
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
梦》）、中德合拍的《熊猫和甘米
熊》等在内的原创动画片正抓紧
创作。 据《人民日报》

《林海雪原》《延安童谣》
再现红色经典

入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单元的《俑之
城》 将于 7 月 9 日公映。《俑之
城》以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
俑为灵感，构建了庞大的奇幻地
下世界。

《俑之城》讲述地下世界里生
活着千奇百怪的兵马俑和青铜
兽，杂役俑蒙远一心想要当兵
俑，对抗地底原生生物地犼，不
料发现惊天秘密的故事。电影挖
掘神话传说，利用三维动画设计
将中国古代文物“复活”于银幕
上，借由一名少年的冒险成长历
程，在不断反转的情节中开拓国
漫奇幻世界的新疆域。

“一开始我们考虑了很多主题
方向，最后还是回到俑本身的设
定上。”导演林永长介绍，如何让
故事更符合当下的价值观，是主
创们一直在琢磨的问题，“我们最
终决定，从固定身份的‘俑’延

伸到‘找到自我’这个点上，最
后形成影片中‘只有我能定义我
是谁’的主题。”

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来自
不同朝代的俑、千奇百怪的上古
生物、巧夺天工的地下城池、鲜
活有趣的文物。为了更好地呈现
全新的地下俑城世界，主创团队
多次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察、
学习。

以编钟、古筝、琵琶等传统
乐器演奏出当下年轻人喜爱的

“国潮”音乐，成为影片一大特
色。林永长介绍，主创团队在西
安实地考察时，留意到一件出土
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上面坐着
演奏笛子、琵琶、笙、排箫等乐
器的乐人，这是对唐代商旅形象
的真实写照。曾为 《功夫》《梁
祝》等电影配乐的香港配乐名家
黄英华也参与影片配乐。

据《解放日报》

《俑之城》“复活”古代文物

《林海雪原》剧照。

《俑之城》剧照。

《叛逆者》剧照。

《大决战》剧照。

《《大决战大决战》》海报海报。。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当我们回顾70多年前那场攸关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大决战，
会对这一点有更真切的体悟。

30年前，电影版《大决战》是留存
在中国影像志里的经典之作。6月25日
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大决
战》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CCTV-
1）黄金时间首播，并于每晚10点在爱奇
艺、腾讯视频、优酷同步上线。

该剧由高希希导演，黄剑东编剧，
唐国强、王劲松、刘涛、苏青领衔主
演，于和伟特邀主演，刘劲、王伍福、
郭连文、王健、邵兵、刘之冰等主演。

据介绍，《大决战》全景式立体式展
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讲述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
立的这4年间，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处于两种前途、两
种命运的抉择时期，承载着全国人民对
和平的希冀，依靠着千千万万人民的力
量，用革命的武装击败反革命的武装，
以少胜多，最终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奋
斗历程。

抓群像

礼赞为人民而战的英雄

《大决战》集结老、中、青三代，超
过百位实力派演员，共同构筑了厚重亦
鲜活的历史群像。开播海报上，熟悉的
面孔格外亲切：唐国强饰演毛泽东、刘

劲饰演周恩来、王伍福饰演朱德、郭连
文饰演刘少奇、王健饰演任弼时。多年
的特型表演经验，早已让他们对自己所
饰的角色有了更精准的解读。

为呈现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大决
战》以史实资料为依托，在剧本创作阶
段便引入多位党史专家，力求在历史的
宏大叙事中融入正确的历史观、进行细
腻动人的情感渲染、挖掘人物的心灵原
动力。

在6月25日发布的开播视频中，一
句简单的设问，振聋发聩：“我们加入共
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
人，为了我们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

的穷苦百姓！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吃
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正是从
这样的历史观出发，电视剧 《大决战》
才能够抒写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豪情。

抓质感
以电影级制作再启决战征程

《大决战》 以导演高希希为核心，
集结了编剧黄剑东，摄影指导于学军，
飞天奖、金鸡奖美术指导张国月、王
刚，造型指导杨树栋等一众金牌主创，
并特邀军史顾问参与创作，在美术置

景、服装道具、后期特效等细节方面力
求尊重史实，让剧中毫厘细节均可见拳
拳匠心。

从30年前的电影到如今的电视剧，
高希希表示：“许多过去的创作者想呈现
而不能呈现的场面，这次借助大规模运
用的技术手段得以实现。”据透露，电视
剧 《大决战》 既有相对“静态”的谋
略，又有气壮山河的战争大戏；既有局
部重点，也有气势恢宏的全景战场。在
不输于电影级的镜头语言中，观众仿佛
瞬间重回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越密集爆
破、枪林弹雨。

抓创新
以年轻态与今天的观众对话

创作伊始，《大决战》主创团队就明
确了一个问题——如何对这场发生在70
多年前的伟大战役进行创新化表达和年
轻态呈现，对接当下观众的审美品位。

在高希希看来，“最关键的是要让历
史人物在年轻观众的视野中表现出一种
真实性。”

人物的真实性，能从剧本创作、演
员选择、内心塑造、细节雕琢、拍摄制
作等多维度实现。而一旦人物真实了、
鲜活了，荧屏前的年轻人就会相信，当
年那群“为了千千万万穷苦百姓”去革
命、去奋斗的人，是活生生的，是能触
摸得到历史温度的。

据《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