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作家欧阳黔森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

花开的声音》改编的电视剧《花繁叶茂》在央视播

出后现在贵州卫视热播。 这是一部表现中国乡村

脱贫巨变的作品。 它以花茂村等村庄脱贫攻坚和

新农村建设为背景，讲述了新时代干部群众战贫困

奔小康的生动故事。

作为央视以“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时代号召为

背景，反映乡村题材的电视剧，它既有凝重厚实，大

气磅礴的主题，也有清秀健康引人入胜的轻喜剧风

格。 剧中的时代元素无处不在，旅游扶贫、生产扶

贫、养殖扶贫、三改、土地流转、移民搬迁、产业改造

升级、驻村第一书记等新时代的名词，都在剧中得

到很好的表现。

电视剧《花繁叶茂》的播出，我们不仅倾听花

开的声音，也有中国经验的普世价值。 如今贵州正

在进行脱贫攻坚的最后总攻，《花繁叶茂》 在央视

黄金档的播出， 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使

命，鼓舞战斗士气，坚定必胜信心，为坚决打赢抗疫

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为夺取两个胜利提供强大的

精神支撑。

该剧充分表现了贵州青山绿水的风光，是一部

具有朴实山水之美的作品。 刘环城

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于 6 月 27 日

逝世，享年 99 岁。 于蓝曾经被文化部评

选为新中国“22 大电影明星” 之一，在中

国银幕上留下了“江姐”的经典形象。 于

蓝的家庭充满艺术气息， 她的丈夫和两

个儿子都是电影工作者。 她的丈夫田方

是《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 ，两人培

养了两个出色的儿子， 大儿子田新新是

一名优秀的录音师， 小儿子田壮壮则是

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晚年的于蓝经历过多次大手术，但

依然积极乐观，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顽

强地与疾病抗争。 家庭的美满和谐是她

的最大精神支柱，三代同堂，围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 是于蓝晚年感到最快乐幸福

的时刻。 编者注： 以下部分文章摘录自

2011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于

蓝自述》。

与丈夫田方

相互倾慕喜结连理

于蓝的丈夫田方也是一位著名演

员，比于蓝年长 10 岁，观众最为熟悉的

银幕形象是 1964 年他在影片 《英雄儿

女》 中饰演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 两人

1938 年在延安结识， 当时正在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 有一次，于蓝在观看文工团演

出的舞台剧《到马德里去》时，发现舞台

上那个有着深邃眼神的人， 正是自己一

直敬仰的演员田方。

早在 1937 年在天津读书的时候，

于蓝就看过田方与金焰主演的影片 《壮

志凌云》， 对扮演片中田德厚的男演员，

印象极为深刻， 想不到他也为了追求真

理信仰，抛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来

到了这艰苦的抗日圣地。

1939 年， 田方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

院（以下简称“鲁艺” ）担任艺术指导科

科长，既做行政，也做演员。 而第二年，于

蓝也被调到“鲁艺” 实验剧团担任演员，

她看到一向在银幕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

色的田方，一反常态在曹禺名剧《日出》

中出演了唯一一次反派人物———流氓黑

三，对田方的精湛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

到“鲁艺” 之后，于蓝与田方始终保

持着一般的同志关系， 于蓝那种少女朦

胧的真挚情怀，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直到

田方大胆地向于蓝表示出自己浓烈而诚

挚的爱恋，于蓝才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

经老师熊赛生介绍， 于蓝正式结识了田

方，靠着双方共同的艺术追求，还有互相

之间的信任理解，两人结为伉俪。 1940年

11 月 7 日， 于蓝和田方特别选择在苏联

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天， 举行了简朴

而庄严的婚礼。 于蓝回忆道：“我们两个

人结婚的时候，韩冰（于蓝在‘鲁艺’ 的

战友）同志送给我一双袜子做礼物，我平

时很少能够穿上袜子， 高兴得刚把脚伸

进去就破了一个洞。 原来袜子还是韩冰

从家里带来的，自己一直没有舍得穿，没

想到放太久都放糟了， 想起来还真有意

思。 ”

1974 年 8 月 27 日， 田方因病在北京

去世，享年 63岁。

大儿子田新新

录音界一把好手

因为自己是演员，为了不耽误演出，

于蓝在婚后的几年一直没要孩子。 1946

年， 于蓝被任命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

期训练班指导员，工作比较安定。 1947年

12 月 18 日，于蓝和田方的第一个孩子田

新新在黑龙江佳木斯出生。这时，于蓝 28

岁，深深体会到了作为母亲的甜美滋味。

四年多之后，二儿子田壮壮出生了。

上世纪 50 年代，因为于蓝和田方工

作都比较忙，怕孩子学坏，就把两个孩子

送到什刹海体校学习。 田新新有很好的

运动天赋，篮球打得很好，当时已成为北

京市少年篮球代表队的成员， 经常到外

地参加比赛， 出发前于蓝总是叮嘱几句

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后来，田新新爱

上了击剑运动，一次比赛哨音刚停，对方

违规击伤了他的右眼，被送到医院。 于蓝

当时听到消息后，急疯了，一夜之间头发

白了不少。 医生安慰于蓝：“孩子的视网

膜神经受伤肯定会影响视力，但要保护好

脑部，他还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 ” 经

过多方治疗，田新新在外观上虽然没有受

到多大的影响， 但右眼却逐渐丧失了视

力。

于蓝本来希望大儿子能成为一名电

影摄影师，后来，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录

音师。 著名作曲家徐沛东的作品几乎都

是田新新做前期录音。 还有李谷一、毛阿

敏、韦唯、刘欢、蔡国庆等歌唱家的演出，

田新新也都有参与录音。 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 田新新是录音界一把响当当的好

手。 当时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

狗》就是他录的音。

二儿子田壮壮

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田壮壮比哥哥小四岁，小时候比较调

皮，有一次从假山上摔下来磕破了脑袋，

于蓝吓坏了，田壮壮带着自责的眼神希望

母亲不要生气。 在于蓝眼中，壮壮是个懂

事的孩子，抚养他长大成人，做父母的没

有费多少力气。

14 岁时，田壮壮参军入伍，在军队努

力学习文学知识。 1975年，田壮壮复员被

分配到农影厂工作。 1977 年全国恢复高

考，田壮壮对母亲于蓝说，想考北京电影

学院。 于蓝很惊喜，也有一些顾虑，因为

孩子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她还是决定

支持儿子。 之后的结果便是，儿子成为之

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耄耋之年的于蓝，享受着两个儿子带

给她的孝心和尊爱。 于蓝生前居住的房

子，虽然面积不大，但在大儿子田新新的

装修下，几乎达到了于蓝认为的“星级”

标准。 每个周末，他们哥俩都会轮流接送

于蓝到他们各自的家里去度过两天愉快

的时光。 每个节假日，也都有雷打不动的

全家聚会，田新新、田壮壮两家人再加上

于蓝，三代同堂，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这

是于蓝晚年感到最快乐幸福的时刻。 那

一刻，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淡漠

了尘世间曾经带给她的一切悲苦和忧伤，

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老人。

追忆“江姐” 的艺术家庭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于 6月 27日逝世，享年 99岁

滕朝

电视剧《花繁叶茂》贵州卫视热播

讲述扶贫故事

展现贵州山水

由曹慧生、韩杰执导，陈建斌、李一桐、潘粤明

领衔主演的《爱我就别想太多》登陆东方卫视。

该剧讲述了成功企业家李洪海 （陈建斌 饰）

为了找寻真爱而隐瞒真实身份，以包子铺老板身份

追求年轻貌美的服装设计师夏可可（李一桐 饰），

从而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陈建斌在剧中既有角色反差，又尝试了喜剧风

格，与之前深入人心的严肃形象区别很大。 他坦言

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李洪海这个人物性格

执着，他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在感情上很失意。 这

种失意更加坚定了他对于纯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相信观众对这个人物会有认同，也会有不解，这也

是人物有意思之处。 ”

李一桐在剧里将古灵精怪的特质再度升级，诠

释了夏可可这一角色的机敏与洒脱的气质。 李一桐

介绍说，“夏可可身上的独立和自信代表了现在年

轻人的思想观念，这也是人物的闪光点。其实，在塑

造角色时，也是我与夏可可一起成长的过程，她带

给了我很多感悟。 ” 小棋

《爱我就别想太多》

陈建斌尝试喜剧人物

田方在影片《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政委

于蓝一家合影，后排是田新新，前排中间是田壮壮

导演田壮壮

《红岩》中的于蓝

6 月 28 日，随着最后一个镜头拍摄完毕，以全

国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遵义市汇川区团泽镇大

坎村党支部书记张明富为原型的贵州脱贫攻坚主

题电影《筑梦之路》（暂定名）在贵阳顺利杀青。

电影《筑梦之路》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男主

人公张明富走出贫穷的凉风沟，外出打工致富后不

忘乡亲，又回到穷山沟艰苦创业 20 余年，带领乡亲

共同致富、全面实现小康的故事，反映了贵州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同步小康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

变。

据悉，电影《筑梦之路》将进入为期三个月的

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在年末上线与观众见面。

脱贫攻坚主题电影

《筑梦之路》在贵阳杀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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