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环境
保护是摆在大众面前一个日趋严峻
的话题，这使得极具生态优势和丰
厚自然资源的海南备受人们推崇。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海南提出“绿色
崛起”这一理念，更为世人所瞩目和
认可。如今如火如荼进行的国际旅
游岛建设也是以生态发展为基本前
提。在纪录影像中，有不少彰显海
南生态环境的精品力作，它们共同
呈现出绿色海南的整体形象。

在2017年年初播出的《航拍中
国》海南篇中，最令人难忘的则是一
望无际的绿色，无论是被誉为“海洋

卫士”的东寨港红树林，还是原始森
林保护到位的五指山、尖峰岭，无论
是被称为“猕猴的乐园”的南湾半
岛，还是沉寂的马鞍山火山，都是海
南绿色生态的绝好体现。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于2015年推出的《热带雨
林，你好美》系列专题纪录片，聚焦
五指山、霸王岭、尖峰岭、鹦哥岭等
保护比较完整的热带雨林，集中展
示海南原始生态美，并在“总结篇”
中强调：“生态环境是核心竞争力”，

“坚持绿色崛起，捧好生态‘金饭
碗’”，可以说这道出了海南人民的
共识。此外，电视纪录片专题栏目

《海南岛纪事》《天堂海南岛》也多以
展示海南绿色生态为表现对象，产
生了持久性影响。正因为海南人民
坚持保护绿色海南，将其作为生态
发展的底气，才使得海南成为全国
人民的后花园。

当然，对于海南来说，生态文明
绝不仅限于对自然风光的展示，更
包括独具特色的地域物产、身处这
一天赐福地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
活方式。曾在央视《探索·发现》热
播的7集纪录片《海之南》从生态、美
食、风物、民族、民俗、城市文明和海
洋精神等方面，讲述了一个诗意而

神奇的海南，从而印证了《美国国家
地理》里的赞叹：这里首先是自然王
国的天堂；这里是渔猎文明的天堂；
这里是农耕文明的天堂；这里是科
技文明的天堂，这里也是旅游者的
天堂：碧海、蓝天、白沙、绿树、雨林、
珊瑚、黎锦、美食、人物……都彰显
了生态海南的本质性特征。荣获国
内外多项大奖的纪录片《遇见海南
人》，以外国旅行者体验的视角全面
展示了海南的生活风貌和风土人
情，是一次集中展示海南“文化软实
力”的大胆尝试，将生态海南的形象
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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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南岛陆地面积仅有3.54
万平方公里，但是海南省却是我国
国土面积最大的省份，那是因为它
还包括约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
积。海南省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
省，这使得蓝色海洋成为海南题材
纪录片的重要表现对象，从而使得
多彩海南又多了一种鲜活的颜色。

2014年起，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在海内外
引起强烈反响。其中第二季、第三
季先后聚焦海南，推出《草堂村：守

护“祖宗海”》《潭门镇：情系“祖宗
海”》等，使得海南的蓝色海洋更为
人们所认知。浩瀚的南海、蓝色的
海浪在影像中反复出现，而作为当
地渔民习惯性称谓的“祖宗海”，是
渔民传统的作业场，是他们征服大
自然抗争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南
海主权的最有力的证据。《我们的
更路薄》通过《密藏“天书”》《沧海
更路》《千年耕海》《蔚蓝家园》等四
个章节，揭示了更路薄的伟大意
义：“一本本手抄的册子，是风帆时

代闯海耕海的指路明经。一本本
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代代相传
的无价之宝。一本本简陋的册子，
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海的丰富信
息。一本本无言的册子，发出了一
片海域主权归属的响亮回声。”在纪
录片的相关镜头和有力解说中，浩
瀚的海洋彰显的是海南人民不畏艰
险与大海搏击的抗争精神和耕海传
奇，是国人为维护海权的不懈努力，
更形成了海南人民耿直的个性和包
容的胸怀。

《望海南》是从文化视角来审视海
南。对于古代历史上海南籍名宦海
瑞、丘濬、邢宥等来说，海南是他们的
个性，更是他们的共性。因为他们面
对的是浩瀚的海洋，深受海洋文化影
响，因此“有着北方人和南方人完全不
同的气质，他们性情刚烈，直率好斗，
充满了冒险精神”。而冼夫人、苏东
坡、白玉蟾等人更是因为海洋文化得
以升华，从而成为对中华文化影响深
远的人物，这体现出蓝色海洋文化独
具的包容之心。

《潮起海之南》：

用脚步丈量
海南的土地和海疆
■ 王永利

立意高远、纵横捭阖的政论片《潮起
海之南》10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CCTV-1）黄金档播出，23日、24日
在中文国际频道（CCTV-4）黄金档播
出，该片分为《琼岛蝶变》、《奠基未来》上
下两集，播出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格局宏大，全景展现海
南新时代精神

政论片《潮起海之南》站在时代的
前沿，以战略性的高度，从历史变迁、
绿色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全程中，呈现
了海南社会变革和科学发展的内在动
力与机制。海南经济特区不辱使命，
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了“试
验田”作用与重要“窗口”作用。节目
深挖这些伟大成就背后的制度原因，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南这
片沃土才能焕发出时代的最强音。而
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的巨大手笔，使海南干部群
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骄人的
成绩。为使海南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
放新格局，确立新的战略定位，赋予海
南新的历史使命，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
障区等“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为
未来奠基，为新时代奋斗，就是海南新
时代精神，表明了海南人昂首阔步建设
祖国、振兴海南的决心和勇气。

故事鲜活，真实反映海
南人民的获得感

该片用故事推进叙事，反映人们的
心声。新华社海南分社的摄影记者姜
恩宇和他手中的相机见证着30年琼岛
蝶变。30年前，海南缺电、少路、荒凉，
如今，海南不仅发电能力充足，更迈入
了清洁能源的时代。海南公路网总规
模突破2.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
程达到795公里，就连大山里古老的黎
族村寨，也连接上了公路。海南人徐强
说：“海南建省，1988年的时候，我还是
个高中生，当时，这一片还是小渔港，经
过建省30年的开发建设，现在我们这
里已经形成了国际化的游艇码头。每
年都迎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这里欣赏
三亚的美景。”临高县的渔民陈玉等人
由衷感慨日子不一样了。他们1998年
尝试开展深水网箱养殖得到了专项资
金扶持，不仅使近海生态修复，而且每
年后水湾的深水网箱产量可达3.4万
吨，创造产值近9亿元。

直面问题，立体呈现海
南干部群众创新实践

不回避矛盾，该政论片直面问题，
在自贸区政策出台前后，海南盯住金
融风险和房地产风险，加快推进金融
体制改革，严厉打击洗钱、非法融资及
逃税等犯罪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相继出台“史上
最严土地管理措施”和“史上最严限购
令”等相关政策，2018年4月，海南省
宣布实施全域限购，确保了海南全岛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港，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高开放
水平，引进百万人才、建设国际旅游
岛、建设海口江东新区，将其作为建设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
行区域和创新示范。一个个伟大实践
令人鼓舞，令人振奋！

画面唯美，艺术震撼力强

在创作上，该片制作精良，画面唯
美，艺术震撼力强。《潮起海之南》摄制
组历时6个月，用脚步丈量海南的每一
寸土地和海疆，拍摄和搜集了近300个
小时的高清纪实素材；在走访了近60
位知情人、当事人的基础上，通过筛选、
提炼，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画面、流畅
的镜头剪辑，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

政论片《潮起海之南》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方面诠释海南飞速发展的伟大
奇迹，海南正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
领时代”伟大跨越，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作者系央视财经频道制片人）

■ 曾庆江

“从海南再出发，向着美好的新
时代！”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是两集政
论片《潮起海之南》的结束语，这是对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极大
肯定，更是对海南未来快速发展的衷
心期许。作为一部政论片，《潮起海
之南》并不以理念取胜，而是以活生
生的镜头，展现了海南的沧桑巨变以
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让人在感慨、感动之上却又
信心百倍，立意深远却又非常接地
气，很好体现了“有境界者自成高
格”。

在第一集《琼岛蝶变》中，编导有
意使用了不少数据来展现海南30年
来的“蝶变”。在具有说服力的客观
数据背后，更是海南人民筚路蓝缕、
艰苦奋斗的结果。贯穿整集作品的
一个个人物的鲜活回忆，一个个场景
的立体展示，使得海南 30 年的蝶变
之路更有质感，毕竟，人是时代和发
展的最直接见证者！

但是《琼岛蝶变》并不止于历史
记忆，而是力图揭示沧桑巨变背后的
观念变化。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
来，在改革领域取得诸多成就，如率
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打造“小政府
大社会”；率先推行燃油附加费改革，

“一脚油门踩到底”；率先实行“先上
车后买票”的企业注册登记制度；率
先实施医疗保险制度综合改革；率先
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率先取消农
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率先进行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率先建设全国
生态示范省……都是观念变迁的产
物。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恢弘画卷
中，许多彪炳史册的探索、经验和启
示都来自于海南。“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正是海南
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的强有力思想支撑。对特区精神的
张扬，使得这部作品境界高远、格局
宏大。

回望过去的“蝶变之路”，是为了
未来更好发展。在第二集《奠基未
来》中，展现了党中央着眼于新形势、
新任务、新挑战，宣布要在海南形成
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确立新的
战略定位，赋予海南新的重大责任历
史使命；讲述了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之际，中央及时出台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更是为海南未来指明了
方向和道路，既有殷殷嘱托，又有深
深期盼。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

片。”“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蓝图
已绘，路在脚下，未来的海南，属于每
一个有梦想的奋斗者！”这部格局宏
大、气势壮阔的作品，不仅用影像呈
现了海南发展的宏观版图，还用理性
精神照亮了海南在全面深化改革方
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可谓是意境深
远，品格高真。

历史是一面镜子，顾后是为了瞻
前。影像记录作为一种历史表达，通
过真情真景真人真事的揭示，在回溯
过去的同时更能够点燃激情、照亮未
来。《潮起海之南》境界阔大、情真意
切、立意深远、自成高格，获得大众认
可是必然的。

有境界者自成高格

■ 曾庆江

政论片《潮起海之南》在央视播出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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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政论片《潮起海之南》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籍着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东风，
使得“记录海南”再次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从早期的《海南红山之外》到现在的《潮起海之南》，海南题材纪录片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史，其
中有不少精品力作，它们共同打造了多彩的海南，成为海南形象构建不可忽视的元素，同时也是确立海南文化自信的新平台。

在共和国的缔造史中，海南具有特殊意义。“23年
红旗不倒”凝聚了琼崖革命的辉煌，而谢晋拍摄的电影
《红色娘子军》更是让红色娘子军“爱红妆也爱武装”的
传奇走入大众视野。这使得红色革命历史成为海南题
材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纪录
电影《大战海南岛》开始，通过纪录影像来展现琼崖红
色革命史的作品不绝如缕，充分展现了海南人民坚贞
不屈的抗争精神。

《红色现场》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90周年推出的大型纪录片，分为《竹林里的风
雷》《椰寨枪声》《枪杆子里出政权》《开荒辟地力保火
种》《艰苦求生胜利突围》《红色娘子军 扛枪为人民》
《抗战烽火燃烧琼岛》《白沙起义》《冲破黎明迎解放》
《解放海南岛》等10集，通过采访琼崖革命参与者以及
后人、见证者，寻访革命历史遗址，党史专家讲解以及
记者讲述等多种形式，讲述琼崖革命血与火的传奇。
在拍摄中，充分借鉴电影制作手段和标准，在后期制作
中将历史画面资料、文字解说、现场画面以及音乐等多
种表达手段结合起来，有很强的感染力。这部记录海
南红色历史的纪录片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相关
平台滚动播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为了纪念海南岛解放50周年以及中国
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电视台在2010年和2011年
先后播出大型文献纪录片《日出琼崖》和《浴血琼崖》。
《日出琼崖》采用纪实手段，又巧妙地借鉴了电视剧的
表现手法，集中展现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岛这几
个月的历程，获得受众的高度赞许，被中国广播电视协
会评为一等创优系列专题片。与《日出琼崖》不同的
是，《浴血琼崖》则聚焦于23年琼崖革命史，以冯白驹等
重要人物为切入点，全景式地表现出了爱国华侨、琼崖
妇女、黎族同胞等社会各界对琼崖革命的大力支持，在
视听盛宴中将主流价值观传达给大众。用纪录片的形
式向年轻一代叙说革命历史，传递主流价值观，可以说
是一种新的尝试，值得进一步推广。

纪录片让红色传奇走进大众视野

《海南红山之外》的电影画面。
本报记者 程范淦 翻拍

《我们的更路薄》剧照

《遇见海南人》斩获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大奖

蓝色海洋文化深具包容之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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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中国》海南篇

《红色娘子军》手绘海报

海南是多种文明的天堂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