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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开国大典》：
以宏阔庄严的气象
强化革命现实主义方向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好书推荐

专题讲堂

《新时代党课就该这样上》

董振华著

红旗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怎样做新时代党员》

王诗敏、董振华著

红旗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吉水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40周年，改革开放也刚刚
走过了10年。这一年的中国电
影，在各类题材的拓展创新中，
第五代导演基于文化寻根和反
思所进行的历史叙事为国产电
影提供了新的影像风格。在此
文化语境下，一部视角宏大，气
势磅礴，书写共和国历史的电影
《开国大典》，以浓重的革命现实
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情怀横空
出世，并于次年一举夺得中国电
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

电影《开国大典》展现的是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取得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直
至 1949 年 10 月 1日在北京举
行开国大典的一段历史过程，
影片用俯瞰历史的视野，将庞
杂的历史提炼和概括为一部波
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把中国革
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诞生用影像的形式再度展现在
人们的面前。影片规模宏大，
思想内容深刻，历史人物众多，
所塑造的领袖形象真实饱满。

《开国大典》的上映，无疑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的献礼，同时，这部电影也
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一方面，
它以宏阔庄严的气象再次强化
了革命现实主义影像作品的方
向，彰显了浩浩荡荡的历史潮
流，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
性；另一方面，它开宏大革命历
史叙事的新篇章，聚力于共和
国领袖形象的塑造，特型演员
古月饰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黄凯饰演的周恩来、刘怀正饰
演的朱德和郭法曾饰演的刘少
奇等，得到了广大观众由衷的
认可，也勾起人们对共和国光
荣历史的崇敬和缅想。

从类型化角度讲，《开国大
典》也成为国产电影革命历史
题材大片的新发端，此后 1992
年的《大决战》三部曲、2009年
的《建国大业》、2011 年的《建
党大业》，直到 2017年的《建军
大业》，或从工业化水平考量、
或从明星阵容考量，都以大制
作、大视野，把此类国产片推上
了一个新台阶。9

本书语言通俗，用大白
话讲大道理，图文并茂，通过
典型事例、数据资料、背景知
识、专家观点、党史细节等形
式内容对新时代党员的政治

标准、纪律标准、能力标准、
作风标准等做出深入解读，
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党员，
怎样做一个新时代党员”这
些基本问题，是广大党员学
习实践新时代、新使命、新思
想、新征程的指南。9

本周末上线的电影，类型
上看，动画片数量最多，11 月
9 日上映的分别为美国动画
片《绿毛怪格林奇》和日本动
画片《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
人》；10 日上映的是两部国产
动画片《两个俏公主》《恐龙
王》。

动作片数量其次，美国电
影《毒液：致命守护者》融动作
与科幻为一体；两部中国动作
片《破梦游戏》《三国杀·幻》分

别融入了冒险、奇幻元素。3部
电影都是9日上映。

其他电影也都选择在 9日
当天上映，分别为：

《我的冤家是条狗》 类型：
家庭、喜剧；制片地：英国

《你好，之华》 类型：爱情；
制片地：中国

《地层深处》 类型：纪录；
制片地：中国

《二十岁》 类型：青春、励
志；制片地：国产 9

本书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紧紧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根据党课及党
员教育的需要，共设计了十
讲，分别对理想信念、历史使

命、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基
本路线、“四个自信”、战略布
局、总体布局、党的建设、思
想方法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
统阐述。全书形式活泼，力
求在讲故事中说服人，是基
层党组织更好地提高党课质
量的学习参考用书。

周末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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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庸小说被大众广泛

阅读，和以他的小说改编

的影视作品被大众广泛爱

看，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

来中国内地社会的大众文

化景观之一。

2018年 10月 30日，

金庸先生去世，成为近期

大众持续关注和热议的话

题之一。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享誉华人世界，作为通俗

文学，他的作品不但为读

者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

的人物形象，而且融入了

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更为重要却为很多人

读焉不察的，是他的武侠

小说中蕴含的进步历史

观。而这在当下很多玄幻

和架空历史的通俗文学及

影视作品中是十分缺乏

的。

因此当很多人感叹

“世间再无金大侠”时，重

温他的作品，发掘其中最

有价值的进步历史观，是

今天无论通过“读其书”还

是“观其影”，对他的最好

纪念。

因此本期版面，特飨

读者以一篇专题文章，谈

金庸小说中“侠”与“史”的

关系。

金庸小说的
篇目、版本与插图

●作为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
庸一生共写了 15部 38册武侠小说，俱
写于 1955年至 1972年 17年间，书名化
作长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
碧鸳”。具体篇目分别为：

《飞狐外传》
《雪山飞狐》
《连城诀》
《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
《白马啸西风》
《鹿鼎记》
《笑傲江湖》
《书剑恩仇录》
《神雕侠侣》
《侠客行》
《倚天屠龙记》
《碧血剑》
《鸳鸯刀》
另有《越女剑》，为附在《侠客行》后

的短篇小说。
●金庸小说的出版和收藏，以香港

明河版、台湾远流版和内地三联版最为
经典。其中三联版金庸全集出版于
1994年 5月，1999年 4月三联书店又推
出金庸全集口袋本。

●与金庸小说同样赏心悦目的，还有
小说的插图。金庸小说插图都出自香港
著名连环画家姜云行和香港著名漫画家
王司马之手。以下为金庸小说插图选粹：

□徐志平

武侠与历史有不解之缘，因为武侠小
说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我国各个时期丰
富多彩的历史，为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源泉，在被称为武侠小说之源的史传
文学中，武侠与历史已较好融合了。这以
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唐宋时不
少传奇，都是从历史中觅材料构成武侠小
说的。明清是我国小说的重要时期，现代
意义上的小说就诞生于这个时期，这个时
期的武侠小说虽还依附于历史，但也可看
出它逐渐脱离历史事实而独立创作的特
点。这启示了后世作家，武侠小说的很大
部分就是从历史题材中寻觅构思而成的。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也是如此。

与其他历史题材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
先生的历史武侠小说体现出三个明显特色：
一是渗透在其中的正确、进步的历史观；二
是在处理武侠与历史关系方面的指导原则
明确、合理；三是利用历史题材转化为武侠
小说的具体方法丰富多样。从而形成了金
庸先生武侠小说亦侠亦史、非侠非史、侠史
融合、寓史于侠、以侠传史的新特色。

如何对待历史？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历
史观。一种是带有偏见或抱着某种目的来
任意对待历史，如胡适所言，历史像个小姑
娘，可以任意给她打扮；另一种是正确、科
学、客观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依据史实，从
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出发去认识、评价史
实。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虽不是历史研
究，但却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
历史。他的许多武侠小说是以各个不同历
史时期为背景的，其中牵涉到诸如王安石
变法、蒙古帝国的兴起、李自成起义、袁崇
焕被杀、汉人抗清等重要史实，特别是几次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曾引起不少史学家
争议。金庸先生能自觉运用正确的历史观
分析评价这些有争议的史实，打破了过去
一般人容易持有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英
雄史观、偏激观点等束缚，不抱偏见地评析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重大事件和有影响
的人物，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其中最
明显的是对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的
评价。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集合
体，从远古炎、黄二帝的争战与融合至满族
建立清朝，其间出现过多次民族间的纷争
和融合。虽然不少异族朝代的建立伴随着
血腥的杀戮，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包括汉
族人自己的朝代更迭，哪一个朝代不是在
血与火的基础上建立的。平心而论，同是
中华民族的子民，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融为一体了，确不应再抱偏见。更何况
历史上不少异族皇帝，如北魏孝文帝、清代
康熙帝等，其行事功绩，远在大批平庸的汉
族皇帝之上。当然，这样评价并不是否定
当年为了反抗异族的大批民族志士，而是
公正、客观地评说历史。这种明确的认识
指导着金庸先生的创作。他曾在自己小说
的前言中说：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
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

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
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
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金庸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中
华民族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帮助、互相融
合的生动故事，也可以了解到不少具有雄
才大略的少数民族帝王的业绩功过。《射雕
英雄传》中面临着民族间的杀伐抢掠，汉、
蒙、鲜卑及其他族的下层人民共同遭受苦
难，在灾难面前相濡以沫，互相帮助。英勇
反击蒙古进攻的汉人郭靖，与蒙古族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是
一位契丹血统的英雄，但他又是汉族人民
哺育培养的一位英雄……这种血肉相连的
关系，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长期融合过程中
形成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至于对忽必
烈、皇太极、康熙、乾隆等异族帝王以及朱
元璋、崇祯、李自成等汉族帝王，小说也确
是一视同仁，既写了他们的功绩，也写到他
们的暴行。《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郭靖以一
个淳朴天真、似是无知的平民身份对成吉
思汗说：“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
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
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自来
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
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
未必算是英雄。”“你南征西伐，积尸成山，
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话中渗透
了进步的历史观。在对待一些历史人物和
事件时，金庸先生也能以客观公正观点予
以评说，如《碧血剑》中李自成起义及杀李
岩，《鹿鼎记》中康熙诛鳌拜等。

以历史为背景或题材的文学作品，必须
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艺术
与历史的有机结合，最早是在《三国演义》小
说中，人们概括为“七实三虚”，即主要立足
于历史真实，在不损害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
许一定的艺术虚构。根据这一原则，历史与
艺术的结合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立足
于历史真实，如许多“演义”一类小说；第二
类是虚构成分较多，但尚能符合基本史实，
如元杂剧中《汉宫秋》《赵氏孤儿》等；第三类
是借历史为幌子，主要是虚构的作品，如当
今影视剧中大量“戏说”“新编”之类。第一
类较拘泥于历程，创作想象余地不大；第三
类过于脱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混淆、搞乱
了历史。第二类则既能符合历史真实，又能
符合艺术真实，比较著名的历史文学作品大
多属于这一类。由于武侠小说更可自由，本
也可走第三类路子，但金庸先生既不拘泥于
历史，又不“游戏”历史，而是力求以人性的
眼光来诠释历史人物，以今人思维来评析史
实，以现实需要来发掘历史的精神，从而达
到了亦侠亦史、非侠非史、古为今用、寓教于
侠、寓乐于史的新境界。

挖掘历史精神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但
金庸先生的“古为今用”并不是影射或针对
某人某事，而是对历史的总结概括，褒贬古
人，启迪后人，挖掘出古今人性中共同的东
西，显示人性中的美好，鞭挞人性中的丑
恶。这样做，既继承了侠义小说功利目的
的传统，又远远超出这一传统，给人以无限
的启迪。从这一点上来说，金庸先生以历
史题材创作的武侠小说可以称得上是“社
会历史大百科全书”，这也是他的武侠小说
为各类各层次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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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插图
（姜云行 绘）

《笑傲江湖》插图
（王司马 绘）

《神雕侠侣》插图
（姜云行 绘）

《书剑恩仇录》插图
（王司马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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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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