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任舸 美编 唐倩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文娱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创作素材：从现实中取材
““每次有官员落马每次有官员落马，，我都会持我都会持
续追踪详细了解他续追踪详细了解他””

曾在徐州市政府挂职担任过一
年副秘书长的周梅森，充分了解政府
的运作形式，他用了一半的篇幅讲各
级官员在官场如何“活动”。剧中，H
省帮派林立，形成许多利益团伙。对
于这样的安排，周梅森直言：“在贪腐
案件背后，自己更想表现的是真实的
政治生态，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有所突
破的地方。”

体现这些恶劣的政治生态，是通
过一个又一个鲜明的故事展示出来。
很多人都在想，是不是周梅森掌握了
很多秘密材料？对此，周梅森笑着告诉
记者：“我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的艺术顾问，一直和检察系统保持着
联系，从上部作品《国家公诉》到《人民
的名义》，都得到了检察系统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从基层检察院到最高人民
检察院，包括到监狱采访，他们都替我
安排，也不干涉我的创作。但这些并不
是我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更多的素
材来自中纪委网站。每次有官员落马，
我都会持续追踪，详细了解他的成长
背景、从政履历和贪腐经过，从这些公
开材料中去探究细微。比如在剧中，侯
亮平为清点一位贪污处长家里的2.3
亿元现金，用坏了 12 个验钞机。这个
典型的小官巨贪角色，原型是国家能
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

当然，周梅森也在《人民的名义》
中，用不少篇幅刻画了下岗工人、弱
势群体被腐败侵害后如何艰难地生
活和反抗。在他看来，《人民的名义》
绝不仅限于贪官贪污的数字，而是要
把腐败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说清楚。
这样的安排，也源于周梅森自身的经
历，他在 2014 年曾卷入民营企业倒
闭潮，打了一场股权官司，在了解中
国地方经济乱象的同时，也对人性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从 1965 年 8 月至今，白宪策的生活就和
成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毕业后的白宪策到
了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从普通医生到副院
长再到党支部书记。白宪策也在成都结婚生
子。虽然说着一口普通话，但白宪策早已成为
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成都的诗意也让他将成
都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成都真的是一个来

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我是难忘成都难离成
都。”白宪策感慨，成都首先吸引他的是诗词
氛围，“提到杜甫，可以不提他的出生地，但不
得不提成都。”因为有杜甫草堂的存在，成都
是真正的诗歌之城，“只要有外地朋友来成
都，我第一个就是带他们去草堂参观。”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反腐案件背后
想表现真实的政治生态”

十多年前，《大雪无痕》、
《省委书记》、《生死抉择》、
《国家公诉》等电视剧曾经掀
起荧屏的“反腐浪潮”；从
2004年开始，反腐剧和涉
案剧双双退出黄金档。而在
今年年初，一部名为《人民的
名义》的反腐小说出版，紧接
着同名舞台剧上演，3月28
日在湖南卫视，电视剧版也
正式开播。

三个月的时间，《人民的
名义》以“三连击”的方式，让
原本陌生的反腐题材再度成
为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同名
小说作者、该剧编剧，有“中
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的周梅
森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了
创作小说，自己曾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
检”）影视中心相关人员的陪
同下，去了江苏省的浦口监
狱，跟监狱的干警座谈以及
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进行交
流。而让人意外的是，最早接
受最高检影视中心的邀请
时，他起先是拒绝的。“涉及
到反腐的文艺作品一直受到
制约和干扰，一直在被严防
死守。你写了这么一个严峻
的腐败生态，这是过去的连
续剧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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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围绕一围绕一
场工厂拆迁案展开场工厂拆迁案展开，，聚焦聚焦
利益之下的百态人性利益之下的百态人性。“。“空空
降降””的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的反贪局局长侯亮平
正在陷入一场网系庞大的正在陷入一场网系庞大的
贪腐案中贪腐案中，，在团团迷局里在团团迷局里，，
检察官们抽丝剥茧检察官们抽丝剥茧，，悬念悬念
环环相扣环环相扣。。而整部剧中不而整部剧中不
仅有匪夷所思的迷案仅有匪夷所思的迷案，，也也
有明枪暗箭有明枪暗箭，，以及难以捉以及难以捉
摸的人心摸的人心。《。《北京日报北京日报》》报报
道评价道评价，“，“这部投资这部投资 11..22 亿亿
元的电视剧元的电视剧，，是十八大之是十八大之
后首部全方位深刻表现反后首部全方位深刻表现反
腐的剧作腐的剧作。”。”

成 都 商 报 专 访 反 腐 大 剧《人 民 的 名 义》编 剧 周 梅 森 ：

7171岁河南老人岁河南老人朗诵亭里含泪诵杜诗朗诵亭里含泪诵杜诗

一段杜甫情
牵出五十载成都缘

■■白宪策高考到成都白宪策高考到成都，，今年今年7171岁岁。。他说他说，，让他选择成都的原因只有一个让他选择成都的原因只有一个，，那那
就是成都有诗词的圣地就是成都有诗词的圣地———杜甫草堂—杜甫草堂。。
■■白宪策中学学了一首杜甫的白宪策中学学了一首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时就在想当时就在想，，杜甫在杜甫在
那个茅草房内那个茅草房内，，居然写了那么多诗居然写了那么多诗，，我一定要去看看我一定要去看看。”。”
■■昨日昨日，，位于草堂的朗读亭内位于草堂的朗读亭内，，7171岁的白宪策朗诵到最后岁的白宪策朗诵到最后，，举起右手在空中举起右手在空中
划了一圈划了一圈，，眼眶有些湿润眼眶有些湿润。。

朗诵季
启动

第9天

昨日，是成都诗词大会朗诵亭上
线第三天，三天时间内，朗诵亭迎来送
往了近千名朗诵者，这个小小的角落
也成为朗诵者们和诗词交流的“桃花
源”。关上门，和周遭的喧嚣隔绝，静下
心来，用声音朗诵喜爱的诗词成为时
下成都最潮的活动。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昨
日，位于草堂的朗读亭内，71岁的白宪
策朗诵到最后，举起右手在空中划了
一圈，眼眶有些湿润。

早在60年代，因为喜爱杜甫，河南
人白宪策将杜甫草堂看成圣地，追随着
自己千年前的老乡来到了成都，读书、
工作、结婚生子。虽然还说着一口普通
话，但在成都生活了五十余年，白宪策
早已成为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成都的诗
意也让他将成都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儿就是朗诵亭哇？终于找到
了。”昨日，一位满头白发，气质非凡的
老者来到草堂大门外的朗诵亭，这位
老者叫白宪策，今年已经71岁，听朋友

说成都有了朗诵亭，喜爱诗词、朗诵的
他便专门赶来。在一番准备后，白宪策
选择朗诵杜甫的名篇《春夜喜雨》。虽
然已年过7旬，但白宪策的朗诵中气十
足，抑扬顿挫，颇有专业风范。一首《春
夜喜雨》念罢，白宪策又即兴朗诵了一
首陆游的《梅花绝句》，“当年走马锦西
城，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
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在充满感情的朗诵后，白宪策给
我们讲起了他的成都故事……

的杜甫情

他

的成都缘

他
■■高考时白高考时白
宪策本来可宪策本来可
以考到北京以考到北京
的医学院的医学院，，
但他选择了但他选择了
成都成都。。
■■白宪策感白宪策感
受到成都的受到成都的
滋润滋润，“，“那时那时
一到晚上就一到晚上就
下雨下雨，，真是真是
像杜甫所说像杜甫所说
的的‘‘喜雨喜雨’。”’。”
■■ 从从 19651965
年至今年至今，，白白
宪策早已成宪策早已成
为地地道道为地地道道
的成都人的成都人，，
成都的诗意成都的诗意
也让他将成也让他将成
都看作自己都看作自己
的 第 二 故的 第 二 故
乡乡。。

该剧的导演李路，之前拍过《老
大的幸福》《山楂树之恋》《坐88路车
回家》等剧。而除了陆毅饰演的主角
——检察官侯亮平，该剧还有张丰
毅、吴刚、许亚军、丁海峰等实力派
演员，而柯蓝、张凯丽等也都演过女
主角。但毫无疑问，最重要的角色，
还是由编剧周梅森担当。

周梅森曾以《人间正道》《绝对
权力》《国家公诉》等政治小说闻
名，在今年1月《人民的名义》出版
前，他已经有 8 年没有出版新作。

《人民的名义》写写停停6年，始终
难以完成。周梅森解释，除了因为
反腐作品出版、拍摄都受限外，更
重要的原因来自自己的困惑，“我
的政治小说越写越多，而腐败依然
存在，有的官员在用权上甚至都懒
得用面纱遮一下，简直就是对我们
写作者的嘲讽，我失望透了。”

所以，在 2015 年面对最高检
影视中心邀请时，周梅森是拒绝
的。“涉及到反腐的文艺作品一直
受到制约和干扰，一直被严防死
守。你写了这么一个严峻的腐败生
态，这是过去的连续剧不可想象
的。”而促使周梅森最终接受执笔
邀请的，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反
腐决心和正在发生好转的政治生
态。“对方给我说，十八大之后，对反
腐这一举国关注的大事，竟然还没
有一部像样的电视剧作品，希望能
抓好这个事情。甚至在我创作时，有
关部门领导就让人捎话鼓励我：一
定要把我党‘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的反腐决心写出来，把党内有些野
心家‘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的做
派写进去。”所以，这才有了周梅森
两年时间之内，写完了30万字的小
说，并改成60万字的电视剧本。

创作突破：贪腐官员有副国级
““这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这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是老百是老百
姓耳濡目染的姓耳濡目染的，，生活其间的生活其间的。”。”

涉及反腐题材，又是被最高检影视中
心邀请，很多人都担心送审时会出现波折。
就连周梅森本人也做好了准备。没想到，这
次审查比想象中要顺利。“以前主管部门可
能认为反腐剧是负能量的，但现在这样的
思维改变了，腐败必须正视，不是闭上眼，
腐败就不存在了。我们不是要展示腐败，而
是要反映腐败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其实周梅森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
在小说里的贪腐官员级别最高是副国级，
这被认为是一种突破。“老讲副国级没有
任何意义，我只是写出了这样一个特定环
境下的政治生态，这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是老百姓耳濡目染的，生活其间的。”在周
梅森一开始的写作计划里，落马官员并没
有小说和电视剧中都出现的副国级高官
赵立春。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对此
大为恼火。翟泰丰的一句话令周梅森印象
深刻：“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
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创作准备：与落马官员交流
““我到南京浦口监狱与一些我到南京浦口监狱与一些
落马官员开了几个座谈会落马官员开了几个座谈会。”。”

不管在小说中还是电视剧中，
周梅森对于官员的心思描述特别传
神，这其实和他曾经在徐州市挂职过
市政府副秘书长有很大关系。“有这
样一个经历，有跟官员的联系，尤其
是男性作家天生对权力有一种喜欢
和研究兴趣。挂职以后，我有了一大
批朋友，对于他们的经历都比较了
解，要参加各种常委会、政府办公会，
这种生态环境我非常熟悉。”当然，也
有在创作期间的采风有关。“我在最
高检影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来到南京的浦口监狱，与一些落
马官员、检察院及驻监检查所的干部
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在我看来，他
们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周梅森在
浦口监狱见到的基本是厅局级干部，
在监狱里待了7到10年，他们都是在
掌握实权的高危岗位上，剧中也有
不少情节来源于真实案例。

创作原因：感受到党的反腐决心
““有关部门领导鼓励我有关部门领导鼓励我：：一定要把我一定要把我
党的反腐决心写出来党的反腐决心写出来。”。”

小小的朗诵亭成为朗诵者们的“桃花源”

《人民的名义》海报

选择成都
放弃北京选择来成都读书

白宪策的老家在河南南河渡，这个偏僻的
小镇因为是一代豫剧宗师常香玉的故居而为外
人所熟悉。河南，也是“诗圣”杜甫的老家，白宪
策的家和杜甫的老家仅仅隔了一条河。也许因
为是“诗圣”故里，年轻时的白宪策就被父亲逼
着学习诗词，不仅背诵，还需要用书法写出来，
而这些诗词中，写得最多的就是杜甫的诗作。

6岁那年，白宪策全家搬到了西安，在这
座古城念完小学初中高中。因为出生在医学
世家，白宪策大学选择了学医，“我本来可以
考到北京的医学院，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成

都。”白宪策说，让他选择成都的原因只有一
个，那就是成都有诗词的圣地——杜甫草堂。
白宪策说，记得中学学了一首杜甫的《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当时就在想，杜甫在那个茅草
房内，居然写了那么多诗，我一定要去看看。”

当年小小的愿望就像种子一样发芽，去成
都成了白宪策最大的梦想。虽然父母并不愿让
他到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念书，但架不住儿子的
坚持，最终，他考上了华西医大。1965年8月的
一天，白宪策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从西安到
了成都。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爱上成都
“一出太阳，整个成都都喜洋洋的”

到成都的第一个休息日，白宪策就硬拉
着寝室的成都同学带他到草堂。那时成都的
交通远不如现在，出行只能靠走，“走了一个
多小时才到。”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白
宪策依然记得当时的激动，“感觉梦想就实现
了，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前一天晚上都没怎么
睡觉，激动。”白宪策说，那时的草堂远没有如
今那么大的规模，但走进来里面全是参天古
木，给人很幽静的感觉。

俗话说“少不入川”。事实上，虽然喜爱
成都，但白宪策对成都知之甚少，除了知道
杜甫草堂，就仅仅知道都江堰。白宪策回

忆，刚到成都时，对这个城市还有些小意
见，“太阳太少了，整天雾蒙蒙的。”白宪策
说，那时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太阳出来
喜洋洋》，“就像歌里唱的‘太阳出来喜洋
洋’。时至今日也是，成都一出太阳，整个城
市都是喜洋洋的。”

随着在成都生活的日子越来越久，白宪
策也慢慢感受到成都的滋润，“那时一到晚上
就下雨，真是像杜甫所说的‘喜雨’，就是‘花
重锦官城’的美好。第二天就晴朗，空气好极
了，翠竹、梧桐、荷花池、银杏……以及我们学
校的钟楼，那种景致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难离成都
在成都结婚生子 已是地道成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