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1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李文新 E-mail：lwx0210@sina.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张勇 G 04中国国资报道 专题

中央电视台《国企备忘录》摄制组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纪录片的意见。从左至右为：姜诗明、李锦、田会、周放生

从被动到主动，

从陷入困境到突围，

从低谷到崛起，《国

企备忘录》拍得雄阔
壮美，表现出国企改

革的三个阶段、三个

十年，增强人们对社

会主义国有资产监
管制度的自信。

“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的雄壮画卷
社会各界热议大型电视纪录片《国企备忘录》

国企发展是一场
“进行时”的改革
———专访《国企备忘录》纪录片总导演李洋

大型纪录片 《国企备忘录》 播出后，众多观众通过不同

途径表示对国有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思考。这不禁让人联

想，《国企备忘录》纪录片总导演眼中的国有企业是怎样的？

在拍摄的过程中，最让她记忆的是什么？1月 24日，李洋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了 《国企备忘录》纪录片里国企改革

的故事。

《中国企业报》：您在开拍之前和拍完之后，有哪些变化？

在您脑海里，对于国企发展有哪些记忆犹新的故事？

李洋：思想上有蜕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在刚接到这个任务时，我觉得很头疼的就是这个题太难

做了。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材料，就是仅限于原来做的

下岗分流那个阶段，我们可能知道它发生了一些比较惨烈的

故事，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流于简单的报道，没有更深层次的

思考。

再加上关于国有企业的报道非常之少，能够系统地去梳

理国有企业的材料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我找不到任何一本书

和一个素材。

就在这个时候，宋志平、林左鸣和刘明忠等几位央企负责

人所说的国企改革的故事吸引我们继续去摸索发生在国企身

上的故事。

我们以前采访民营企业家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地谈市

场、竞争、产业结构，很多是谈政策、国家怎么不支持，他们有

什么困境，银行贷款多难，市场环境多么恶劣，各种国企对他

们的挤压，民企老板多是这种的东西。

但是国企老板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地方，就是他们全在想中国的大问题、产业的大问题。我发现

这些企业家想的问题不一样。他们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除

了考虑自己企业发展之外，还要考虑这个企业跟国家的关系、

跟百姓的关系。而听他们谈话的时候，会听到他们谈员工，他

们很在意员工。

我觉得宋志平能这么去处理跟民企和媒体的关系，并不

能简单说他从个人的角度，因为他站的位置，是从国家的角度

问题考虑的，所以他才能做出这种包容的举动。

《中国企业报》：国之栋梁，企之基石。国有企业在改革发

展道路上的尝试、磨难、追寻和探索，《国资备忘录》里呈现给

观众的是什么样的国企？

李洋：我觉得就是达成理解。但光是以情动人达成理解，

这个好像也不太靠谱，但是说释疑解惑，这个问题又来了，为

什么呢？通常我们想释疑解惑，去解释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应

该从历史的、人文的、文化的、哲学的自然层面去找到很多能

够证明和说明它的理由，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找不到。

国有企业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整个

的体制是有关系的。谁让它诞生的？就是政府、国家让它诞生

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生发出现的东西，我们从自然的层

面、从天然生发的层面、从哲学文化的层面是找不到理由的，

立不住，打不动。

最后我们就是摆事实，例如《国企备忘录》第一集讲国企

的源头，我们完全没必要去回避这个争论。关于国有企业的争

论不是今天才有的，2000年前就在争，而且那时候争议的就
没有结果，但是今天还在争，争什么呢？跟现在讨论的问题都

是一样的，虽然历史不一样了，背景不一样了，所有的东西不

一样了，但是根的东西还是一样的。

国有企业要考虑国防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几千年没变过的。

其实找不到能立得住的所谓的哲学的、自然的、历史的论

据，就是说大国崛起，可以找到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依据，国

有企业找不到自然生发依据，因为它就是需要，政府的需要、

国家的需要。

《中国企业报》：有观众称《国企备忘录》看得意犹未尽，当

然，也有人持反对的态度。您刚才说《国企备忘录》是在摆事实，

国企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公众又该如何看待国企的改革发展？

李洋：《国企备忘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国企改革的

故事没有放进来，而且只在谈事实，并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问

题，因为国企发展本就是一场“进行时”的改革。

国有企业大都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国企要参与市

场竞争和思考战略高端配置。国企参与全球竞争，在军工、国

防方面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企业层面，代表的就是中国的实力

和竞争力。

目前产业制度出现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国企

在重大涉及国防安全的部分，是不是能退出去？公众认为，国

有企业是国家脊梁，应该是国企去做投资大、风险大的工作。

但投资大、风险大的东西，应该是国有企业干吗？毕竟国企拿

的是全国人民的资产，拿全民的资产投入到高风险的项目上，

这个对吗？当然，《国企备忘录》后来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

为这个太难回答了。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军工也有他非常绝密的东西，但美国

把它全部拆解，一个巨大的项目拆成几千个小项目，发包给民

营公司去干。然后，美国设立专门的部门去做综合和组建，美

国做的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设计。然而，中国的这种系统设计

还不完善，只能靠国有企业去突破。

《国企备忘录》并不想证明什么，只是希望大家能来共同

思考国有企业怎样才能更好地辅佐百姓生息，护佑经济发展。

大型电视纪录片《国企备忘录》自

1月 21日起，在央视财经频道黄金时
间连续 6天播出，这是主流媒体首次
对国企发展历程进行全景式的电视纪

录和梳理。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各界关

于国有企业新一轮的思考与热议。

正如纪录片中所描述的，“国有

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受到如此

多的关注和争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

一样遭遇这样多的挑战和压力。”

《国企备忘录》站在历史与现实

交汇点，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共生

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关键人物的生

动纪实、重大事件的细节揭秘、鲜活

案例的剖析、人文角度的历史溯源，

展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现

实与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的时候
放了一个重要的片子”

“一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规模

企业变革，一场关乎数千万人命运的

历史大调整。”“第一次全面探访国有

企业生存状态，第一次系统纪录国有

企业改革全貌。”《国企备忘录》的介

绍中如是说。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

键时期，全社会都试图从不同的视角

和路径解读国企。

然而，《国企备忘录》里记载、备

忘了什么？它述说的又是什么？

“这部纪录片围绕着中国国有企

业改革说起。通过对三十余家具有代

表性的国有企业进行前期采访，获得

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国企改革故事案

例，主要是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成长现

状，为国企的改革历程，为中国现代企

业精神的发展备忘。”《国企备忘录》总

导演李洋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

锦在观看《国企备忘录》后说，“现在

正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公有经济为

主体，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象征。《国企备忘录》在关键的时候

放了一个重要的片子。这个片子是解

决一个世界性矛盾，表面是政企关

系，实质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么

结合的问题。从被动到主动，从陷入

困境到突围，从低谷到崛起这个过

程，《国企备忘录》显得既雄阔又悲

壮，表现出国企改革的三个阶段、三

个十年。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国有资

产监管制度的自信，这部纪录片的主

题思想是成功的。”

谈起《国企备忘录》的创作过程，

制片人姜诗明坦言：“历时近半年的

长途跋涉和探访，我们以真诚的态

度、平和理性的精神，探访了一段我

们过去看到想不到，现在想得到却又

不易看到的，这个领域、这个群体的

一面，可谓一言难尽，留下这个并非

完全的备忘，期待引起大家的思考，

就像主题歌《征途》里表达的，我们是

怀着一种对信念的虔诚在创作。”

《国企备忘录》主创团队行程

17000多公里，足迹遍及全国，获得超
过 450小时的深度访谈素材，查阅资
料近 8000万字，从而保证了本片内

容的真实客观、严谨扎实，达到了思

想性与观赏性的统一。

故事化纪录是本片的一大特色，

李洋在回顾创作过程时表示：“国有企

业的命运和我们国家的发展牵连相

生，这是中国独有的历史，也是客观的

现实。这些企业承载了数千万中国人

一生的喜怒哀乐，无论是改革还是发

展，都沉淀着情感和责任。疑今者，察

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我们希望通

过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实，从历史的

角度、从全球的维度，给出思考和看待

当下国企的一个新的视角。”

李锦认为，这部纪录片视野开

阔，纵深感强，从源、流、内、外、现在

与未来的六个视角，浓缩了极其丰

富、极其复杂的国企改革过程，有详

有略，以故事讲话，有很强的艺术概

括与表现力，有一种力度之美。

回忆过去是为了激励现在

“百草尝尽神农求药，是否能医

得千年众生苦。艳丽蝴蝶彩翼舞动，

是否还记得前世蜕变痛。参天大树昂

迎风，是否还记挂大地情深重。”《国

企备忘录》主题曲如此描绘国企的改

革发展。

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亲历者，作

为《国企备忘录》制作的参与者，国企

改革专家周放生说，“我觉得国企改

革经历 30年或者是国企发展 60年、
国资委 10年，中央电视台拍这么一
部比较全面反映国企和国企改革发

展过程的纪录片，应该说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事。”

使很多人难以释怀的是，三年脱

困时期的悲凉情景。这些镜头催人泪

下，很多人为此唏嘘不已。周放生说，

“在对历史可以做一个回顾、总结我

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今天是

怎么来的？同时又在看我们现在所处

的位置、所做的工作？哪些是我们做

得好的地方？哪些是我们还需要进一

步改革的地方。以此来展示未来、探

讨未来，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难点是什么？瓶颈是什么？国企涉及

千家万户，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关

心、都会来讨论，我觉得讨论不管有

一些什么不同的看法都是非常正常

的，只要讨论就能逐渐地达成共识。”

这也引起了煤炭研究院原院长

田会的共鸣。田会说，“看了这个片子

我感觉到，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国企

改革的全过程，我也是一直做国有企

业的领导人，也亲身经历了这样的过

程。当我们今天看到国企辉煌的时

候，也许好多人都忘记了过去，都不

知道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看

了这个片子，感到很亲切，很有体

会。”

“中国梦的力量之源”

目前，《国企备忘录》在各界泛起

了众多“涟漪”。据《中国企业报》记者

粗略统计，对于《国企备忘录》的报道

已多达百篇。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网友和博友

在观看《国企备忘录》后争先发表观

后感，用文字述说他们的心情。

一位名为“爱找茬的无事生非”的

博友说：“看了中央电视台最新的纪录

片《国企备忘录》，感动得泪流满面。现

在的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国企握着

国家资源却无所作为的报道，很多人

一边削尖脑袋想进去，一边鄙视。这部

纪录片展现了国企的另一面，很多的

国企负责人，很多的国企员工，正在担

负着人民的使命开发国家资源。”

另一位名为“离阖”的博友也写

道：“连续把已经播出的央视财经纪

录片《国企备忘录》看完了，对国有企

业及其价值有了更多的认识。国企的

社会责任之大、对中国国力的贡献之

多以及几代奋斗在国企里的那些人

们都让我慨叹，对普通百姓生活影响

最大的是这些国有企业们，不光服务

国民，更是中国梦的力量之源，对世

界展示着逐渐强大的中国影响。”

一位名为“大脸女”的博友写道，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国有企业

企业家集中露面，他们过去总被蒙上

一层面纱，羞于与人见面。他们在这

里是鲜活的人，境界也很高，这是这

部纪录片的创新。”

“这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国之改

革”。市场沉浮中，中国国有企业正在

重塑那条连接着历史传承和社会发

展的纽带。十八大报告中，专门强调

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

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

关键领域”。未来的中国，需要一批成

熟独立、具有行业引领力的大企业，

也需要一批为实现中国梦而冲锋陷

阵的企业民族英雄。

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重要变革。国有企

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把握着中国经

济命脉的战略走向，更关系着百姓民

生保障的安全。

李锦认为，理清国有企业改革

与发展的脉络，对于我们当前国有

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有启发

意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遇到了什么，还要解决什么，这部

纪录片使人感悟到走向未来的东西，

能感受到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顶层

设计。

田会认为，“国企改革的重要问

题，最终是增加正向力，只有增加正

向力，企业一定会前进的。”

《国企备忘录》纪录片一共有 6

集：

第一集《追根溯源》：以官营和

私营的“千年之争”为脉络，横贯中

西，穿越古今，追溯国有企业生发

的历史源头；

第二集《浴火重生》：通过寻找

一位位历史见证者，还原三十年国

企改革的磨难和艰辛，注入对改革

新的思考；

第三集《光环之下》：让人们看

到荣誉和成就背后，国企不为人知

的另一面，给出解读国企的新视

角；

第四集《血脉相连》：揭示中国

国有企业与国家、社会、百姓之间

独特的血脉基因，记录国有企业对

中国民生福祉的承担与构想；

第五集《逐梦全球》：展现国企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那些努力和

艰难，记录他们坎坷前行中的学习

和感悟，揭开全球市场跌宕和国际

经济博弈中企业转型的启示；

第六集《行思行远》：通过具体

案例的剖析，展现国企真实的生存

状态以及国企当下和未来面临的

五大治理难点，展示国企的希望所

在。

本报记者 万斯琴

■相关链接

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不是今天才有

的，2000年前就在争，而且那时候争议的

就没有结果，但是今天还在争，争什么

呢？跟现在讨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虽然

历史不一样了，背景不一样了，所有的东

西不一样了，但是根的东西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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