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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演员创作谈

让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重温历史

“《古田军号》展现了一群英雄的形

象，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部好看

的电影。我希望大家不要将主旋律定性

为‘受教育’，我希望大家能够像看美国

大片一样，抛下固有成见，单纯把《古田

军号》当作一普通的好看的电影，走进影

院去，就一定会有爱国情感和共鸣。”胡

兵说。

28年演艺生涯首演军人

出演刘安恭是荣耀

第一次接到导演陈力的邀请时，胡

兵愣了，“导演说的胡兵是我这个胡兵

吗？”带着疑虑一路打着“飞的”到古田，

得到导演的确认后，胡兵心中升起荣耀

和喜悦。“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演戏

28年，这是第一次演军人，家人得知之后

都非常关注我这次的角色和表演，我自

己心中也觉得很荣幸。”胡兵说。

28年的职业生涯中，胡兵一直是“青

春偶像”、“时尚先锋”、“颜值担当”，他是

《真情告白》中的广告精英高积安，是《粉

红女郎》中的大众情人王浩，是《如果我

爱你》中为爱奉献的世英……

“从来没有导演敢找我演革命军

人”，胡兵深知自己的偶像定位也为他带

来了表演上的限制，《古田军号》中的刘

安恭是胡兵第一次出演革命军人的形

象，“我父亲也是军人，他知道我演刘安

恭之后特别开心，这是我 28年职业生涯

中，我家人第一次这么关注我的角色和

表演，我父亲给我找了很多资料，也跟我

交流了很多，提了很多建议。”

刘安恭带给胡兵的不仅是一次角色

尝试，更建立了他与自己军人家庭之间

的更多理解和联系。“我的父亲嘱咐我电

影上映后一定要包场，他要请自己的战

友来影院看”，胡兵满是感慨地谈起父亲

的支持，“看完电影之后，我父亲眼睛是

红的，我知道他被这个电影、被这个故事

打动了。”

演员是一杆笔，

我要淋漓尽致为导演书写

在胡兵眼中，他要呈现的刘安恭

“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军人，对他来说，

信仰和军令大过天”。由于这一历史

人物的影视资料较少，胡兵只能从历

史资料中获得关于刘安恭的一些信

息，“我可以参考的就只有一张当年

刘安恭骑在马上看上去身形瘦削的

照片，我觉得得先做到形似再求神

似，所以趁着开机前还有两周时间，

直接把体重从 84 公斤减到了 77 公

斤。”了解到刘安恭的留洋背景，胡兵

进组前特意为自己配了一副眼镜，

“刘安恭作为有留洋背景的人，戴一

副眼镜会更符合他的身份，我先尽可

能地做到形似。”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进组后，胡兵就

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导演。“演员就是导演

手中的那杆笔”，胡兵这样形容自己的定

位，“我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导演，淋漓

尽致地为导演书写，希望导演会觉得我

是一杆好用的笔”。

《古田军号》中胡兵饰演的刘安恭

与毛泽东、朱德等有多场矛盾冲突，

如何细致把握人物的内心、拿捏好冲

突与争吵的“度”成为胡兵表演的难

点。回忆拍摄经历，在与导演陈力的

探讨中，胡兵一步步走进了刘安恭的

内心，“刘安恭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革

命者，也是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

军人，很多冲突都是观点之间的分

歧，找到人物的根，就能一点点走进

这个人物的内心。”

胡兵的付出得到了导演和观众的认

可，“有几场映后交流，我刚一走进影厅，

就有观众大喊‘刘司令’”，胡兵回忆起路

演中的交流，观众的一声声“刘司令”是

对他演技的最大认可，“他们忘记胡兵，

只记得刘安恭这个角色，我觉得那是最

幸福的时刻”，胡兵说。

捐片酬请90后看电影

我还要更使劲儿

在戏中“将自己完全交给导演”，在

戏拍完之后，胡兵跟着剧组走过北京、上

海、武汉、福州等多地进行路演宣传，“我

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一定要守本分，”胡

兵的话掷地有声，“我既然答应了陈力导

演，出演了刘安恭一角，我就要把一部戏

做完、做好”。

在拍摄《古田军号》的整个过程

中，胡兵推掉了许多其他角色，一心

一意沉入刘安恭的世界，感受 1929 的

革命历程。“表演是需要时间的，演员

的精力和情绪是有限的。当一个戏

出来之前，真的不能接别的。我用一

年多把戏扶到银幕上之后，才开始去

接别的戏。这是演员的职责，演员这

个职业是需要静下心去做的，绝对不

能过了。”胡兵这样解释演员的初心。

在路演过程中，胡兵等一众主演

们联合发起了“捐片酬请 90 后看电

影”的活动，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响应，

但胡兵觉得这还不够，他呼吁影院能

够给出更多排片，也呼吁观众放下成

见，“我觉得还要更使劲儿，希望大家

能够放下固有思维，走进电影院，你

们一定会升起强烈的爱国情感。”胡

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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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表现当年主要角色风华

正茂的气质，电影《古田军号》召集了一

批充满热血而富有责任感的中青年演

员，再现古田会议前后那段峥嵘岁月。

青年演员刘智扬在电影中饰演陈毅一

角，这对于首次“触电”的刘智扬来说，的

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从最终的呈现效果看，刘智扬塑造

的“陈老总”随和而不失果敢，与陈毅“儒

帅”的气质相当吻合。他表示，能够把鲜

明、正能量的人物形象诠释出来，是演员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一次严肃、紧张、活泼的拍摄历程

第一次拍电影就赶上一向以严

格著称的陈力导演的戏，对于青年演

员刘智扬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回忆

拍摄过程，刘智扬用“严肃、紧张、活

泼”作为总结。

在陈力导演的带领下，创作过程的

氛围很严肃。刘智扬告诉记者，陈力对

细节的要求很严格，很多戏份都要反复

拍摄，即便演员没有露脸的戏份，也要在

一旁搭词。这样的方式给了青年演员充

分的锻炼机会，“没有拍到自己的时候，

也会搭词，可以不断找寻台词的意味，找

寻当时的语言情境，对塑造人物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

刘智扬曾经参演电视剧《我的法兰

西岁月》，展现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青

年时期的风采。相比电视剧的拍摄，刘

智扬认为电影的拍摄更讲究对细节的

雕琢，其中一场戏，陈毅没有台词，但为

了追求一个精准的神态、一个到位的表

情，就拍了一下午。刘智扬说，这个过

程中可以不断探索更接近人物的可能

性，也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角色和原型

人物。

在严肃与紧张之余，陈力对刘智

扬的关爱呵护也让他非常感动。看到

刘智扬在现场穿得单薄，陈力特意拿

了一件军装，让他保暖。而穿上军装

的刘智扬，更加细心地寻找军人的气

质和定力。

刘智扬坦言，自己和陈毅伟岸的外

形差距较大，除了化妆老师帮忙外，更多

地要从走路步态、说话节奏、呼吸频率等

方面力求“神似”。

“电影的篇幅不如电视剧，要在有限

的空间里传递出陈毅的精神力量，坚韧

果敢的特质，拍摄过程虽然战战兢兢，但

在杀青的一刻，我觉得我抓住了人物的

精神内核。”刘智扬说。

爱国主义需要更多了解和传承

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性格，重现

当年陈毅元帅的风采，刘智扬早早开

始做案头准备，提前赴福建古田会议

旧址体验陈毅工作生活的环境，了解

陈毅的革命事迹，反复研读剧本。

在深入生活阶段，刘智扬发现陈

毅不但是革命先辈，还有诗人的属性，

因此他把陈毅的诗反复习读，寻找他

性格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通过对陈毅这一角色的塑造，刘

智扬建立了很好的自信心，他表示，塑

造鲜明、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是演员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

影片上映后，刘智扬也请身边的

年轻朋友看了电影，他发现，尽管年轻

人对古田会议的概念相对模糊，但走

出电影院之后，大多数观众都表示非

常感动，非常震撼，他们希望再去读一

些书，更多了解那个年代。

“《古田军号》可以为当下年轻观

众提供很大的帮助。我们国家经历了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发展成国富民

强的新中国，但‘吃水不忘挖井人’，是

因为这些先辈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江

山，才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才能追求

精神上的富足。”刘智扬表示，“爱国

主义需要更多了解和传承，对于演员

来说，需要拍摄更多作品，让更多人看

得到。”

《古田军号》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

将历史的真实与现代的艺术表达相结

合，令伟人回归到生活常态中，由王仁君

饰演的毛泽东与王志飞饰演的朱德二人

之间爆发的冲突是影片的一大焦点。在

激烈的情感矛盾、思想激辩中展现毛泽

东、朱德等青年领袖对革命真理与信仰

所进行的艰苦追问与探索，这是对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的重大突破。

饰演朱德的王志飞认为，在处理“朱

毛之争”的戏份上，更强调心理活动，拍

摄心理戏，不要“外化的表现”，避免步入

概念化、脸谱化的队伍当中。

路演过程中，王志飞提出拿出所有

片酬，请 90 后、00 后观众看电影。他表

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希望更多的年轻

人能够关注历史，唤醒他们人性中最优

秀的闪光点。

不要千篇一律的银幕形象

提起“朱总司令”，大多数人对他的

印象是“忠厚”，这也是朱德较为明显的

性格特点。在电影《古田军号》中，朱德

的形象更加立体。

通过阅读大量的史料，王志飞认为，

毛主席身边的总司令不可能是唯唯诺诺

的，除了忠厚的特点，朱德还具备坚定、

霸气、果敢、倔强的特质。“在此前各位老

师塑造的朱德形象的基础上，尽可能丰

富他的性格。理亏也好，拍桌子瞪眼也

好，我们需要吃透人物在这段故事里的

思维逻辑。”王志飞说。

曾参演《雨中的树》等优秀影片的王

志飞，对人物的塑造有着自己的心得。

他认为，不只是饰演领袖，任何人物都不

能“脸谱化”，“演就演得不一样，这是我

的追求。朱德离我们这一代并不是很久

远，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在我的外部形象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

更多要放在‘神似’上。观众不喜欢看千

篇一律的面孔，如果表演都一样，作品也

就失去了生命力。”王志飞说。

拍内心戏有讲究

电影《古田军号》中，“朱毛之争”

是很大的看点之一，这也是以往文艺

作品中鲜有表现的内容。在王志飞看

来，陈力是个知难而上的导演，想法很

独特。“‘朱毛之争’是我对《古田军号》

很感兴趣的点，这是一部文戏，相对于

大场面的作品，并不好拍。导演要把

‘朱毛之争’拍出来，这的确不同以

往。”王志飞说。

采访中，王志飞丝毫不吝惜对陈力

的赞赏，他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导

演会决定作品的品质，演员的职责是完

成导演的想法。“我愿意和有新鲜想法的

从业者合作。《古田军号》后期剪辑历经

八个月的时间，所有演员看到成片时都

瞪大眼睛，确实比想象的还要好很多。”

在处理“朱毛之争”的戏份上，陈

力并没有采用唇枪舌剑的手法，而是

更强调心理戏份。王志飞表示，心理

戏，不能试图把想法让观众知道，不要

“外化的表现”，更不要低估观众的智

商，否则就会步入概念化、脸谱化的队

伍当中。

用片酬给年轻观众买票

在《古田军号》路演过程中，王志飞

提出自己把片酬拿出来，请 90 后、00 后

的观众看电影。王志飞坦言，片酬不是

给制片方，而是给《古田军号》，票房高低

和演员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自己还是

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回到影院，看一看

这些红色电影，了解一下和自己息息相

关的故事。

在王志飞看来，《古田军号》是一部

艺术水准相当高的艺术片，描写的是特

定的历史时期，两个年轻人目标一致但

意见出现分歧，最终达成共识的故事。

“这部电影没有强调寓教于乐，而是希

望唤醒人性当中最优秀的闪光点。不

是说让年轻人顶礼膜拜和感恩，但我们

有责任搞清楚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怎

样的艰辛困苦，才创造了这样的和平年

代。”

“创新，是摄制组全体人员的目标。

影片启用了一批首次饰演领袖人物的年

轻演员，这样可以更好地拉近和年轻观

众的距离。”谈到拍摄《古田军号》最大的

感触，青年演员王仁君如是说。

在电影《古田军号》中，王仁君饰演青

年毛泽东，将领袖人物青年时期的热血与

冲劲，信仰与坚守，以及革命的浪漫主义

情怀展现出来。他表示，“希望能够从多

维度来诠释角色，并符合年轻观众的情感

表达、审美标准。能够饰演毛主席，既是

宝贵的经历，更是我一生的荣耀。”

多次深入革命老区，

感受到闽西百姓的情感与力量

为了还原革命领袖当年在闽西生活

的细节,导演陈力率主创团队多次深入

革命老区，走遍了闽西大地，熟悉环境，

贴近人物。王仁君表示，在课本、资料上

得到的讯息是间接的，主席住过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样，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都

只有一个概念。

体验生活的地方，正是影片的拍摄

地。王仁君表示，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些

领袖当时的条件是这么的艰苦。这不是

搭建起来的，而是客观真实存在的。

深入生活期间，王仁君还和当地老

百姓进行了沟通交流，他深切感受到百

姓的情感与力量。“这么多年过去了，无

论是年长的老者，或者是年幼的孩童，

提到主席，他们都心怀敬意与敬仰。他

们对影片的期许也很高，希望这部反映

毛主席和人民军队的影片，能让全世界

都看到。”

从不同维度解读人物性格，

让角色更贴近年轻观众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时，毛主席 36
岁，和现在王仁君的年龄刚好一样。在

王仁君看来，这个年龄段的毛主席有热

血，有冲劲，有信仰，有坚守。

“例如《至暗时刻》对丘吉尔的塑造，

就是多维度的。领袖也会发脾气，会固

执，但我们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和

空间。”王仁君表示，年轻观众理解的年

轻领袖，应该是语速很快、不拖沓，要突

出真情实感，从全方位、不同维度解读毛

主席人物性格。

片中，毛主席拍过桌子瞪过眼，也有

怒气冲冲的时候。在拍摄时，王仁君很

担心“戏是不是过了，太过颠覆”。但他

和导演交流过后认为，当时时局如此紧

张，面对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年轻领

袖一定会有释放点，而且“再大”都是合

理的，他是为了人民军队前途和国家命

运去呐喊、争吵。

影片后半部分，毛主席又展现出“柔

软”的一面，尤其是给孩子们讲课时慈爱

的状态，和前面火爆的脾气形成鲜明的对

比。王仁君认为，这种“娓娓道来”，在另

外一个维度赋予他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就像他的诗一样，大气磅礴又很浪漫。

饰演领袖人物，

是一次洗礼和成长

《古田军号》上映后，获得了很多

年轻观众的支持，有观众表示自己终

于知道了“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

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爱国情

绪一触即发。

王仁君表示，这就是《古田军号》希

望传递出来的正能量。“主旋律电影不能

说教、排斥年轻人，应该让他们看完后，

喜欢了解历史，崇敬伟人，敬仰英雄，让

他们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电影《古田军号》展现了古田会议期

间的诸多故事，见证了年轻领袖带领人

民军队成长的过程。

身为党员的王仁君谈到，作为青

年演员，饰演领袖本身就是一次洗礼

和成长，每天都被毛主席所做的事情

所感动，自己也明白了为什么当地百

姓如此爱戴毛主席，因为他每天都在

无私奉献，每天都心想着人民的疾

苦。

“能够饰演主席，对我来说是宝贵的

经历，更是一生的荣耀。”王仁君说。

◎主演王仁君：
多维度诠释角色，贴近年轻观众情感

◎主演王志飞：
希望唤醒人性当中最优秀的闪光点

◎主演刘智扬：
塑造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是演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主演胡兵：
出演革命者是我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