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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时下丁真故事的大

热，越来越多的人也把关注点聚焦到振

兴家乡话题上。为喜迎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庆祝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成功实现，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

社会正能量的新主旋律影片《月照秋

河》，已于4月21日登陆全国院线正在

热映。

影片讲述留守儿童感恩反哺回乡，

成为平凡坚守支教教师，并肩负起振兴

家乡重任的感人故事。该片由著名导

演胡玫监制，新人导演郭其瑄执导，主

演班嘉佳、徐光宇、赵梦迪、蔡俊涛、丁

海峰、韩三明等新老“戏骨”齐聚，影片

以普通支教女教师李秋榕，正直的县委

书记徐耀民，良心企业家任伟亮等众多

鲜活的典型人物，塑造了一众新时代的

乡村英雄形象，传达的满满正能量和感

人细节打动观众，真情实感引发情感共

鸣，赢得良好口碑。

看点一：振兴家乡赤子之心

患难爱情修正果

在片中饰演支教教师李秋榕的青

年演员班嘉佳，与饰演富家男友任伟亮

的演员蔡俊涛，出演一对在振兴家乡之

路上经历情感考验的情侣。为了支教

家乡月照村，李秋榕不得不与热恋中的

男友分别，以实际行动践行大爱，义无

反顾踏上“感恩”与“反哺”之路。因为

她曾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在见证了家

乡极贫村月照村的贫穷落后之后，毅然

决定回乡做一名普通的支教教师，她深

知只有用教育改变大山里孩子的命运，

才能改变月照村的未来。

李秋榕的到来给封闭的大山带来

了新的希望，她在县委书记徐耀民的

帮助下，带领这里的村民落实振兴乡

村的政策，普及致富知识，真正做到了

感恩回报的初心。随后又得到徐耀民

的鼓励，李秋榕决定成为一名公务员，

帮助更多乡民过上好日子，为振兴家

乡做更多贡献。但是她却遭受到贪腐

恶势力的百般骚扰，李秋榕没有退缩，

而是喊出“这里不脱贫，我就不脱单”

的豪情壮语，最终带领村民成就了一

段感人至深的致富乡村情。

而在她经历种种考验之后，男友

任伟亮也来到了月照村，与李秋榕再

次上演一段动人动情的非常爱情。最

终他们各自历经蜕变，李秋榕成长为

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青年党员干部。

而任伟亮也一改富家子弟的作风，成

为了一名良心青年企业家。这对年轻

人用各自的全新身份和能力，为月照

村作出新的贡献，两人的爱情也得以

修成正果。

看点二：新主旋律取材现实

弘扬人间正气好故事

身兼编剧导演的郭其瑄与创作团

队在基层采风的过程中，陪同驻村干

部们工作，参与座谈交流，取得了大量

的真实素材，根据素材中真人真事来

进行艺术改编，前后历经三年时间，将

走访中的所见所闻的人物“灵魂”赋予

到片中主要人物身上。

影片中点滴细节和诸多桥段都十

分感人，其中一段情节，为了到城市寻

找几年未见的父母，留守儿童珍珍与

牛牛姐弟俩，不惜离家出走，经过上百

里山路，坐车去找爸妈，结果差点闹出

危险。而李秋榕要冒着大雨和山体随

时塌方的危险，终于找回姐弟，更是耐

心劝说让他们重回山村接受教育。而

像这类细节还有很多处。

著名导演胡玫担任本片总监制，她

在访问中提到：“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影

视剧作品，只有做得好看才能真正地吸

引影迷和观众。”此番之所以扶植青年

导演拍摄新主旋律影片，也源于创作团

队的真诚与真情实感。正是主创的真

诚创作态度，才造就了影片的情节与细

节之处细腻动人。

看点三：大爱无疆 黔南画卷

美如画

片中李秋榕逐步从一名为了感恩

而平凡坚守的普通支教教师成长为一

名合格的人民公仆，树立了一个有良

知有党性的共产党员、人民新生代好

干部的生动形象。影片通过讲述李秋

榕的故事，映射了成千上万的奋斗在

基层的党员干部。正是无数无名平凡

的“英雄”默默奉献，大爱无疆“舍小

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才有让家乡

振兴旧貌换新颜的希望。

影片中展现得美轮美奂的贵州黔

南画卷，自然的民族风情令观众大饱

眼福。影片“以个体映照群体，以个人

书写时代”，小人物、正能量、大情怀的

创作思路，以朴实无华的表现形式，展

现真实事迹，片中的人和事与观众产

生强烈情感共鸣。

不少观众表示，如此美景配上感人

故事，触动人心；可爱的留守孩子们勤

奋努力，被他们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期盼

的眼神戳中泪点；女主李秋榕怀着感恩

的心回报家乡的家国情怀，令人敬佩，

为她点赞。

新主旋律电影《月照秋河》聚焦振

兴家乡题材，塑造众多新时代乡村英

雄形象，关注留守儿童问题，讲述了大

爱无疆振兴家乡的感人故事。影片由

贵州中曾乾元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贵州银河星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出品，贵州星空影业有限公司、贵州

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贵阳

创天公交车体网络联合广告有限公

司、贵州瑞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

省铭泽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贵州云

龙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正在全国真情热映。

振兴乡村赢得好口碑

新主旋律电影《月照秋河》热映看点足

本报讯 4 月 24 日，由中国电影集

团、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影视艺术委员

会、山东瑜环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兰陵县同源益民生物科技有限、

江苏新运程科技有限公司和金盾影

视中心联合出品摄制的红色院线电

影《抱犊风云》在山东兰陵举行了新

闻发布会。影片导演尹哲以及主演

郭晓峰、张潮 、董姝、阿蒂娅等参加了

发布会。

据介绍，《抱犊风云》再现了日寇

投降前夕，驻鲁南临沂的日军抛出所

谓的“野猫行动”，山东军区将计就

计，即刻制定了“猎豹计划”，在地方

人民群众鼎力支援下，与驻扎当地的

国民党 23师精诚合作，两军战士浴血

沙场并肩战斗，彻底粉碎了日寇的

“野猫行动”，为山东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

发布会上，中共兰陵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密长诚到会致辞。他说：

“今年在庆祝建党 100周年华诞之际，

山东瑜环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

这一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抱犊风云》

搬上银幕，为建党 100 周年献上一份

厚礼，这必将更好地教育广大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庚

续红色血脉，更为深入地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现实

意义。同时，这也是我县发展文化产

业的一件大事，更是繁荣文化事业的

一件要事，还是激发红色文化创作的

一件喜事。”

兰陵县委常委、代村党委书记王

传喜在发布会上也进行了发言。他

说：“今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也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重要节点，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号

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挖掘红色

历史、珍藏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精神，做好当前每一件事情

就是对党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回

报。”

发布会上，导演尹哲会同编剧高

思义一起对《抱犊风云》的编剧、拍摄

进行了沟通发言。尹哲表示：值建党

一百周年之际拍摄这样一部红色院

线电影，意义非常重大，一定要把《抱

犊风云》这部电影拍摄好，争取 10月 1
日和大家见面，以此向建党一百周年

献礼。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电视剧《铁人王进

喜》在京启动。总制片人、总监制皇甫

晓涛介绍了《铁人王进喜》的创作缘起

和最新进展，他表示，我们希望将这部

体现民族之魂、国家精神和企业形象

的作品推向更高的平台，希望以此让

安居乐业的人们了解和纪念为新中国

奉献过青春甚至生命的石油人，让从

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唤起他们的共

勉，也为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

价值观。

《铁人王进喜》以当年铁人为代表

的石油工人打破石油封锁、打破科技

封锁的精神为依托，讲述了三代铁人

的民族魂与大国创业的三次“突围”。

皇甫晓涛表示，铁人里面出文化，文化

里面出铁人，要做好玉门工业文化复

兴的电影衍生品与文旅文创周围产

品，展现出铁人文化与文化铁人的时

代精神与奋斗灵魂。一定要有国际视

野的大国创业话语基因、品牌、形象、

品质与雄风，塑造出民族魂的文化再

造形象，这也是目前需要的重要时代

精神。

总制片人尹国才表示，作为“铁

人”王进喜的同乡，他小时候就听人们

说过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在成长中，他

一直以王进喜为榜样，用“王进喜精

神”激励自己。正是秉承王进喜的“铁

人精神”，尹国才和合作方策划这样一

部影视作品。他在现场透露了王进喜

作品的“一拖三”计划，“为了更好地反

映‘铁人精神’，除了这部在玉门拍摄

的电视剧，还会以王进喜生平重大时

间节点，再拍摄一部电影。同时，还会

拍摄一部纪录片”。

王进喜长子王月平在致辞中谈

到，父亲王进喜是优秀石油人中的

一员，“铁人精神”不只是王进喜一

个人的，而是属于千千万万中国石

油工人的。他希望这部作品不要局

限于仅讲述父亲的故事，更要展现

中国石油人的精神和面貌，继续发扬

“铁人精神”。

（姬政鹏）

“一拖三”计划涵盖电影项目及纪录片

电视剧《铁人王进喜》在京启动

红色电影《抱犊风云》发布会山东兰陵举行

一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就是一部

志愿军百万将士用生命写就的英雄

史。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群山中，

从汉江到清川江两岸的土地上，处处

浸透着中华儿女的忠诚与热血。

岁月如流，弹指一挥间，北纬 38°
线上的炮声已远去。回眸历史，抗美援

朝题材电影时时唤醒着国人记忆中的

那份热血与感动，志愿军英雄的银幕形

象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榜样。

鉴往事，知来者。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

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

重温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立的不朽

历史功勋，致敬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

赞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

光辉典范的志愿军将士，大力弘扬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对于激励人们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具有重大意义。

纵观数十部抗美援朝题材作品，

一直保持着贯穿性的思想与艺术共

性。

在思想与价值层面，最为显著的

特征无疑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它

们是典型的国族指向的战争片类型，

描述的是正义与邪恶、侵略与反侵略

之间的善恶冲突。包括热血动漫《那

年那兔那些事》，当中包含的仍然是强

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抗美援朝影视

创作和传播的发展轨迹背后，一直遵

循着相同的文化和情感逻辑。

在艺术层面，詹庆生认为，抗美援

朝影视作品遵循的是以革命现实主义

与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与革

命乐观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美学。这些

影片用高度仪式化、崇高化的礼赞式

镜头语言，用仰拍视角下的伟岸身躯、

雄壮激昂的音乐、震撼人心的赞歌，将

那些顶天立地、光芒万丈的英雄形象

烘托到了极致。这种艺术手法，甚至

逐渐成为了一种通行的创作规范或程

式。正义的事业、英雄的壮举、强烈的

情感、伟大心灵的回声、浓墨重彩的修

辞，共同创造出了抗美援朝电影中的

崇高之美。

一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创造性的艺

术闪光：《上甘岭》中，紧张残酷的战斗

与坑道生活相互穿插、张弛有度，一只

苹果、一杯水、一只松鼠，“望梅止渴”

的故事，生动的细节彰显了官兵的坚

韧意志；“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的歌声，将个体情感与宏大叙

事、思乡之情与反抗强权追求和平的

信念有机融合，在数十年间持续保持

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英雄儿

女》中，对英雄传奇的讲述与对血缘亲

情的追寻联系在一起，传达了感人至

深的力量；《奇袭》、《长空比翼》、《三八

线上》等片初步探索了惊险片、空战

片、反特片等类型化发展的可能性，展

现了自觉的美学探索意识。

在詹庆生看来，近年的抗美援朝

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一些新趋势：在

《那年那兔那些事》中，抗美援朝这一

严肃题材意外地与互联网文化及其审

美达成了有机统一，呆萌有趣的形象

及配音、寓言化的讽喻式表达、大量的

互联网流行语、青春热血的气质，与鲜

明强烈的国族情感相结合，在弹幕群

体性共鸣的助推下，创造了令人惊讶

的现象级影响力；在《我的战争》、《金

刚川》等作品中，战争场面的视听呈现

因近年来影视工业的巨大进步有了大

幅提升；这些新作品大多聚焦普通战

士的微观视角，见微知著地透视抗美

援朝战争，颂扬了志愿军将士的英勇

无畏和献身精神。

包括在叙事上还有了新突破，比

如《金刚川》使用的多视点复现性叙事

手法，显然广泛汲取了近年来文艺与

商业电影的美学经验，为一个简单的

故事创造了更强的内在张力以及特殊

的戏剧性效果，这种叙事创新尝试在

中国战争片创作中或许也是第一次出

现，展现了“主旋律”电影美学寻求突

破的新尝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旋律电影

被扣上了“不好看”的帽子。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认为，在叙事层面上，由于影

片本身创作的动机在于宣传与教化，

创作者可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少，因而

故事趋于平面化和模式化，这直接导

致了人物塑造的脸谱化，令观众望而

却步。视听层面上，观众到电影院里

看电影，追求的是视听享受，而一般意

义的主旋律电影极少在视听层面给观

众以冲击。

那么，在未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电

影创作中，如何表达，才能获得口碑与

票房的双丰收？如何将抗美援朝题材

处理得思想含量与艺术架构相适宜？

尹鸿认为，在影片剧本构思和拍摄手

法上，可以将主流价值更加巧妙地

“藏”进故事情节中。

如果能够构建出“与我有关系”的

场景，在主流宣传、主旋律的传播上更

多地考虑关系要素、场景要素，就能打

通已经失去的“最后一公里”。

詹庆生曾在文章中谈到，这就需

要积极探索和建构起与当代战争片发

展趋势相适应的美学风格。一方面要

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战争电影，

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

恩》、《钢琴家》、《美丽人生》等影片的

有益创作经验，在残酷冷峻的战争呈

现中，通过展现人性的救赎、生命意志

的顽强来传达真善美的力量，以及对

于历史的深沉反思力量；另一方面，也

要积极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战争片，

比如《红高粱》、《血战台儿庄》、《大决

战》、《开国大典》、《战争子午线》、《三

毛从军记》、《风声》、《斗牛》、《红海行

动》等所积累的思想和美学经验，在坚

持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崇高美学的创

作传统的同时，不断探索和拓展中国

战争电影的美学边界，去发掘历史与

人性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升抗美援

朝题材电影创作的说服力、感染力和

影响力。

◎发掘历史与人性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