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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追踪》反映了一个走向现代化
的国家在提高公民法治意识方面的努力

与进步。法治题材电影创作，是中国电
影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类作品，它调控
了当前失衡的影视创作生态，以一位位
有血有肉的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艺术形
象，展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
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我认为，对这一
题材类型影片的创作，我们不能用一般
的艺术创作标准来衡量，而是应该以是
否讲清楚法院执行工作内容，是否达到
预期的普法教育和宣传效果为标准。以
影视创作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其所达到
的宣传效果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举办
多少次报告会都难以取代的。这正是影
片《特别追踪》之特别的意义所在。另
外，影片激发了我对法治题材影视作品
的进一步思考：站在人的精神高度和文
化高度，而非展现一个执行案件的立场
上进行创作，是此类影片创作的重中之
重，应当在此后的创作实践中继续加强。

中国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仲呈祥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
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王一川

《特别追踪》首度以虚构的剧情长片
的方式，叙述了法院民事判决生效后依
法执行的案例，以生动感人的影像手段
普法，这本身就值得肯定。

该片在法治题材影像美学方面的探
索取得了进展：一是法官办案不仅处处
守法合法，而且也注重合理合情，形成法
与情、法与理的融合；二是体现了法官与
局长、局长与院长之间融洽的工作关系；
三是主要演员的表演得体，例如饰演法
官的周浩东、饰演“老赖”的牛宝军、饰演
酒店经理的李宜儒之间的“三角戏”，分
别展现了基层法官的法与理相互交融、

“老赖”的无赖与无奈、酒店经理的工于心
计的形象，饱满且深刻，增强了影片对普
通观众的吸引力。当然，影片若能在人物
的复杂度和深刻性上再做加强，就能够使
本片在展现人性高度方面更进一步。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
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 赵
卫防

这部影片不仅反映了广大一线执
行法官不懈努力、攻坚克难的精神风

貌，而且展现了法院在“用两到三年时
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中所遇到的复
杂局面和取得的最新成果。影片中既
有对“一套房”的执行、对终本程序的适
用等法律问题的适用和阐释，更有对人
大、公安、银行、交通等多个部门积极配
合、联动出击、共破难题的情景再
现。影片还以艺术的手法，刻画了失信
被执行人在社会上遭遇的种种歧视与窘
境。这部影片的成功上映，将有利于增
进广大观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了解与理
解，有利于推动社会各界支持配合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强
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
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
敬宪法法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把人民
法院的法治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
位置。

9月11日，电影《特别追踪》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该片通过讲述一个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司法案例，刻画了失信被执行人在社会上遭遇的种
种歧视和窘境，展现了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执行攻坚的坚定决心，记录了法治中
国建设的进步历程。会上，来自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艺术报》、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机构、媒体和高校的文艺理论家、影视评
论家，就该片的思想性、艺术性、现实性以及社会价值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座谈会的内容，本刊将座谈会发言予以摘登。

敬请关注。
——法律文化周刊

以类型叙事传播法治文化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路海波

该片通过执行法官与“老赖”斗智斗
勇，终于让“老赖”“束手就擒”，正义得以
伸张，社会公平正义得以维护的故事，讴
歌了人民法官在这一少为人所知的领域，
严格执法，人性执法，一丝不苟，排除万
难，依法执行的动人事迹。难能可贵的
是，它虽然是一部行业片，但是《特别追
踪》从编剧到导演、表演以及整个主创团
队，完全按照电影艺术规律的要求倾心创
作，为观众奉献了一部艺术水准、人物鲜
活度和故事精彩度都远远超出行业片预
期的佳作，可喜可贺。影片重视剧本、内
容为王、情节曲折、高潮不断、谋篇布局非
常讲究；人物形象鲜活，正反派人物构建
得当，对人性的深挖体现出耐人寻味的哲
理和思想，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
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 张 燕

这部影片较好地将意识形态宣传
与艺术商业价值创作相结合，将一个

“命题作文”创作得活灵活现。在创
作过程中，本片不仅翔实地展现了法
院执行工作的具体过程，还加入“老
赖”及其情人的“戏中戏”，强化了
戏剧张力。本片在情节的延展与转向
中有设计感，在主线中插入叙事支
线，两条叙事线从平行关系，经历

“录音”这样一个情节点扭转为交叉
关系，是非常巧妙的一笔。而通过母
亲与儿子之间的亲情，“老赖”及其
情人的复杂感情之间的设计，延展
了作品对人性进行反思的深度。当
然 ， 在 主 人 公 雷 明 的 主 动 性 、“ 老
赖”的复杂度，以及正反两方不断
加强的纠葛较量等方面，还可以加强
艺术处理。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康 伟

《特别追踪》的确是一部特别的电
影。特别就特别在，它以电影艺术的手
段，直面执行难这个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热点、焦点、痛点，通过深度解剖一起具

体的执行案件，生动、真实、准确地呈现
了人民法院克服困难坚决执行生效判决
的过程，成功塑造了以雷明为代表的新
时代法官将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将
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作为终极价值追求
的精神风貌，深刻体现了主创群体、出品
单位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号
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的
使命担当。从题材上说，《特别追踪》真
实反映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全过程，
是一部教科书般的行业片，准确地呈现
了执行难的现实状况，剖析了执行难难
在何处，展现了法官办案的全过程。从
艺术上说，《特别追踪》努力结合司法工作
的实际特别是强制执行的特点，在实现行
业特色的艺术转化上作出了有益的探
索。从价值追求来说，对公正的追求、对
诚信的彰显，使《特别追踪》突破了行业片
的局限而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
职副主任 范子文

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
佳的影片，也是一部司法性、普法性、现
实性突出的影片。该片通过基层法院执

行法官雷明办案组与“老赖”斗智斗勇的
并不烧脑的动人故事，塑造了人民法官
坚守法治的良好形象，警示拒不执行法
院生效判决的“老赖”们要承担的严重法
律后果，展现了人民群众对法治权威的
认可与维护，向全社会普及了相关法律
知识，弘扬主旋律，满满正能量。

该片普及了执行法律知识：比如一套
住房也可以执行，但要安置好。对人大代
表采取强制措施要经过人大常委会同意，
更主要是宣传了拒执罪及办案程序。该
片宣传了法院执行工作：比如经常遇到

“老赖”不配合，执行过程很艰难，执行工
作理念（厚德尚法、博爱慎度），执行大讲
堂等。该片塑造了良好的法官形象：比
如忠诚，敬业，智慧，为民等。该片弘扬
了真善美：比如塑造了真实可信、可亲可
敬的“老赖”母亲形象，召开诗歌朗诵会
等。该片鞭挞了假恶丑：比如老板包养
情妇、拖欠职工工资等。

《文艺报》编审、艺术评论部主
任 高小立

《特别追踪》聚焦了执行难这一现实
问题。该片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情

节助推叙事，一是塑造了法院执行法官
与“老赖”斗智斗勇的形象，执行法官在
合理合法的条件下，调查取证，机智敏
捷，成功帮债权人索回“老赖”欠款，既维
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也彰显了法律的尊
严不容践踏。二是在体现法律威严的同
时，影片也从人道主义层面表现了人性
化的一面，比如给“老赖”的母亲租住一
居室，并充分考虑到了其生活习惯。三
是该片能从“老赖”自身寻找原因，如片
中提到了善念结善果，恶念开恶花。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社会作出的“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
承诺，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具体举
措，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维护人民利
益的必然要求。该片对于推进这一庄严
承诺、确保公民财产不受侵犯，对于法
律知识的普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
影创作部主任 张 弛

本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节奏紧
凑。真实还原了当前法院执行工作的

现状，展现了执行干警公正执法、司法
为民的责任担当和破解执行难的坚定
信念和强大决心。影片以执行工作为
主线，客观地反映了人民法院执行干
警的现实工作状态，契合了全国各级
法院致力于解决执行难的背景；彰显
了人民法院打赢执行攻坚战的信心和
决心；展示了人民法官为破解执行难付
出的辛勤探索和不懈追求。影片节奏
张弛有度，剧本扎实，演员的表演真实
可信，画面剪辑干净准确。“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是最高人民法院
向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维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
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对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影视作品宣讲法
治故事、宣传法院工作，对弘扬法治精
神、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
张晋锋

《特别追踪》选材新颖独特，以小
见大折射出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老
赖”和“骗子”现象，并通过正面表现法
院办案人员的执法过程，揭示出“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的道理和严格依法办
案、维护法律权威的主题。虽然囿于
投资等原因，影片没有商业大片那样
的明星阵容和制作规模，但做到了故
事情节曲折、叙事线索清晰，简洁明
快、通俗易懂，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知识性。

在当前，面对道德滑坡、诚信缺乏
和法治观念淡薄的现状，面对提高全
民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
影片无疑具有鲜活的时代价值及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
总编辑 刘桂明

从法律角度看，这是一部法律知
识普法片、法官形象展示片、执行工
作宣传片。从行业难题的解决来看，
本片展现了法律工作者的底气，执行
工作的底气来自于领导的支持、社会
的期待和法律的支撑，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从专业素养的角度来看，严格
执法的要求、公正司法的需求、全民
守法的诉求，都在本片中通过生动活
泼的故事演绎出来；从职业形象的塑
造来看，本片塑造了一个个经典人物
形象，对今后的创作具有很高的借鉴
意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
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
任 周由强

这部影片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可取
之处：

在影片选题上注重现实性。影片以
社会普遍关心的法院执行工作为题材，

以治理“老赖”为主线推进故事情节，情
理法适度结合，既注重对故事发生的社
会土壤的描述，也注重执行刚性的法律
与人性化执法相结合，这种处理方式使
本片既具有普法的社会意义，也具有执
法的示范意义。

在人物塑造上注重典型性。影片中
塑造的主要人物“老赖”贾有道，集中反
映了现实中“老赖”们的许多共性，如狡
诈油滑、自私自利、贪图享乐，也有作为
人的复杂的一面，比如比较孝顺、比较重
情义、能知悔改。以雷明为代表的片中
的正面人物群像塑造比较成功，既依法
办事，又有理有节，体现了新一代法院人
的精神面貌和良好形象。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创新性。为了
软化整个故事天生具有的生硬特征，主
创团队注重通过实景拍摄、诗歌朗诵、扒
手表、经验总结等颇具生活气息的桥段
设置，使影片艺术地传播了法治的权威
不容挑战、生活的选择不容大意等饱含
正能量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中国作家》影视版编辑
阎 瑜

作为一部法治题材电影，该片以平
实真诚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关于法

院执行工作的故事。影片《特别追踪》
以法院干警的执行工作为主线，展现了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院工作人员高
度的职业操守和坚定的法治信念，以精
准的专业性还原了法院干警在执行时
的工作程序，层层突破紧追不舍，用实
际行动破解了长期以来被关注的执行
难问题，给观众以信心和希望，也给

“老赖”们敲响警钟。同时，影片对“老
赖”（酒店老板）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层
面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挖掘，剧中反
面形象“老赖”的一系列遭遇也让人印
象深刻感慨良多，众叛亲离有家不能
归，这条情节线的层层逼近，在推动影
片戏剧节奏的同时也警示大众：触犯法
律，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也会
受到社会和情感的拷问。影片《特别
追踪》故事接地气，情节有张力，是一部
能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优秀行业片。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法治作家、编剧 赵丽兴

这部影片讲了一个好故事。故事
看上去很简单，一个执行法官、一个法
官助理、一个书记员组成的执行团队，
强制执行了一个普通的执行案件，这
是他们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执行案件

中的一个案件而已。这个故事触及了
一线法官最关心的问题，也触及了老
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影片开场从独特
的深夜逮“老赖”这个视角切入，用对
目前中国强制执行制度的思考来触及
现代司法的灵魂。接下来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个性鲜明的执行
法官形象演绎了一个精彩的执行故事。

影片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很
专业，很严谨。片中有很多法律、法规
方面的知识点，特别是用具体生动的司
法细节给予观众以教益和必要的法律
知识，有很强的法制宣传作用。

（本版文字由陈雨人整理，图片由
胥立鑫拍摄）

——电影《特别追踪》专家研讨会发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