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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业内专家学者表示，表达

“中国精神”的影片中，既有投资大、制

作周期长的大片，也有“小而美”的小

众题材类型影片。它们的出现和成功

均离不开近些年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

增长。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

大业》、《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流浪地球》、《紧急救援》、《战狼 2》等

影片，不仅制作成周期长，而且大多运

用到大量的特效技术。

电影《流浪地球》初剪初期视效镜

头达到 4000 个，最后缩减到 2200 个，

这一数量仍超过了一些常规电影全片

的镜头量。其中50%是高难度的视效

镜头，还挑战了大量的全 CG 镜头，比

如用全 CG 镜头将上海砌入冰墙等

等。影片还专门成立了UI组，负责片

中所有仪表和显示屏交互界面的设

计。为了提高真实感，让屏幕反射在

演员脸上的面光和眼神互动更加逼

真，剧组全程坚持实景UI拍摄.
影片《红海行动》运用了“海、陆、

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

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

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城市街头

到落寞的古城老巷，辗转近十个地

区。剧组在摩洛哥拍摄时，创作团队

涵盖了来自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韩

国、马来西亚、泰国、英国、德国、法国、

美国、摩洛哥等多个国家的工作人员，

仅 2017 年 2 月 26 日的一场戏就动用

1200多名演员，以及大量摩洛哥皇家

卫队宪兵等装备配合参演。在《建军

大业》的拍摄过程中，仅南昌起义一战

中，就运用了常规摄影机、摇臂、航拍

器、GoPro等 11个机位，全方面多视角

呈现激烈的战斗场面。另一场三河坝

战役，更是创下单镜头 200 炸点的纪

录。

业内人士认为，很多大制作的主

流大片离不开成熟的电影工业，成熟

的电影工业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实

现了电影创作人员的很多创意，满足

了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已经步入

成熟的中国电影市场也为这些大制作

影片提供了足够的票房回报，制片单

位可以放心大胆进一步为提高影片质

量而加大投入。

此外，由于电影市场的扩大和成

熟，也为文艺片、纪录片等小众题材影

片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纪录片

《厉害了，我的国》在 2018年上映后取

得了约4.8亿元的成绩。《地久天长》等

不少文艺片也都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

在饶曙光看来，中国电影观众给

予了中国电影人更多的创作空间和更

高的票房回报。同时，电影观众也倒

逼中国电影人要拍出更多更好符合时

代精神的优秀影片。

采访中，业内人士充分肯定了近

些年来中国电影进步，同时他们也提

出了更多的希望和建议。饶曙光表

示，在“中国精神”的表达上，中国电影

的题材和类型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在

创作中，电影人既要坚持现实主义的

创作手法，又要有很多的浪漫主义的

情怀和表达，以更加丰富的风格和表

现形式有效与中国观众形成互动。”

赵卫防同样认为，以现实主义为

主体的创作方法依然是国产影片的重

点创作方向。这也是中国电影的美学

根基。“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仅

仅是指现实题材影片，非现实题材的

作品依然可以沿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

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是与时俱

进的，这种变化因时代因素的改变而

不断演进。”

饶曙光相信，随着中国电影市场

进一步扩大，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创作者对类型片更加娴熟

的把握和运用，表现“中国精神”的影

片会更加丰富多彩。赵卫防表示，近

年来新主流大片和商业类型片的对接

上越来越成熟，中国电影人应该坚持

把新主流大片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

“新主流大片是引领创作风向、推动中

国电影由大到强的重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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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提到的新主流电影是主

流电影在新时代自我嬗变的一种新形

态，是伴随社会生活多元化、经济一体

化、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主

流电影之“新”在于既不同于教化功能

过于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

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商业电影，

它具有主流意识形态属性，宣扬社会主

流价值观且兼顾大众审美，具有强烈受

众认同和市场认可的主流电影。新主

流电影也是未来中国的主流，是国家软

实力的宣传载体之一，也是国家意志与

民众需求的精神汇聚，它具有现代电影

的所有特征和生命力，又扎根在深厚的

中国民族文化之中，同时借助电影产业

勃勃生机，是面向社会各个年龄层和行

业人群宣扬主流价值的利器。

一、新主流电影的发展概况

新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主流电

影同根同源，可以说是主流电影在适应

时代发展的一种由内而外的嬗变。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在

《2018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对2017

年电影市场总结时提出“在这一年新主

流电影初具规模，处于起步阶段”。从

2017 年到 2020 年，新主流电影应时而

生，蓬勃发展，就目前来看，新主流电影

的形成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蛰伏孕育期（2000年-2016年）

新主流电影孕育于主流电影中。

主流电影发展至 21 世纪，为了适应政

治、经济的发展从内部产生变化，在全

球化趋势的催化下嬗变出一种新的形

态，即为新主流电影。综其发展大背

景，可将 2000 年至 2016 年视为中国新

主流电影的蛰伏孕育期。在我国，这一

时期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主流电

影产生，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智取威虎山》等影片的上映为新主流

电影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和发展的新思

路。这一时期的新主流电影多数局限

于革命历史题材，依托知名演员、流量

明星和精良制作来调动观众的观影欲

望，这样的模式为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做

了铺陈。但这一时期的新主流电影没

有完全跳脱出主流电影说教、模式化灌

输的情感传达方式，其实质表现为主旋

律电影的商业化，在观众的共情方面多

有欠缺。

2、诞生催化期（2017年-2019年）

2017年是中国新主流电影初出茅

庐的一年，显露出规模化雏形。《战狼

2》、《芳华》、《二十二》等新主流电影开

启了大众对主流电影的新认识。尤其

以电影《战狼2》为代表，在表达着主流

核心价值观的同时，用新的创作视角展

现了与时代同轴而备受瞩目的事件得

到受众的强烈共鸣。随后几年，新主流

电影创作的格局更丰富多元，也逐步与

世界接轨。2018年《无问西东》、《我不

是药神》、《红海行动》等影片以高质量

水准进一步被观众所接受和认同。

2019 年，借助建国 70 周年的契机，《我

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烈火英

雄》、《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

《飞驰人生》等影片将新主流电影推向

一个高峰。在这一阶段，新主流电影打

破宏观叙事，电影类型更多元化，创作

题材逐渐转向现实主义，通过大时代下

的小切口表达自我实现的价值。

3、沉寂觉醒期（2020年后）

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整个

电影行业进入“冰封”状态。新主流电

影在蓬勃发展阶段遭遇当头一棒。挑

战与机遇是并存的，从 2020 年下半年

开始，电影《八佰》展现了新的生机，随

后借国庆档及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作战 70 周年的契机，中国的电影市

场迎来春风，也让新主流电影借力而

上，《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夺冠》

等影片为等待许久的观众带来新精彩，

沉寂许久的电影院因为这些高质量的

影片再度热闹起来。随着国内疫情的

逐步趋缓，2021年春节将至又恰逢西方

情人节，多部影片在这个堪称“史上最

强”的春节档蓄势待发，电影《你好，李

焕英》成为那颗最耀眼的“福星”，影片

勾勒出最朴实的人间情感，在“笑”与

“泪”中展现人间大爱，涤荡浮躁揭示生

活本真，为新主流电影带来一股清流。

一年的沉淀，院线上映的新主流电

影更注重品质的把控。外在层面，在以

视觉冲击增加观赏性，多角度多层次的

场面调度、长画幅、精致的构图，以及逼

真的特效等方面都拉升了电影的品质；

内在层面，将宏大的主题表现手法弱

化，借用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展现大时代

主题，为电影注入更加亲民的人情味和

烟火气。

二、新主流电影的特点

中国新主流电影的“新”是与主流

电影对标后的差异所在，它不是商业至

上，它也不似纯粹单刀直入的主旋律电

影那样将教化功能赤裸裸的表现出

来，综述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社会主流

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兼顾性以及个体情

感的共鸣，并与观众的口碑保持一致。

兼顾社会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归

根结底是内容至上的匠心促成。电影

故事的叙事策略有所改变，更加注重

人物个体的叙事角度，让新主流电影

从主流电影的枝干中伸展更开，人物

具有由内而发的叙事特点。寓教于乐

的形式又将新主流电影和主旋律电影

加以区分，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电影

叙事中，同时自觉的产生与主题宣扬一

致的共情。

个体情感的共鸣取决于创作者对

个体人物叙事角度的把控。观众对电

影中的角色有认同，才能增强代入感，

与角色共情共振，也才能使影片具有在

社会上不错的口碑传导。

总的来说，新主流电影的核心特点

是被主流市场接受认同的，同时也能鲜

明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通俗的来

讲就是解放电影的创造力，用好看有意

思的故事，激发大众认同感，令大众心

向往之。

三、新主流电影发展的问题剖析

新主流电影的发展需要中国不断

发展的工业体系支撑，追溯发展源头也

不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1、主题局限，难以跨出舒适圈

目前上映的新主流电影，主题表达

呈现为爱国主义的形态，侧重礼赞奉献

精神，带有积极的国家意识形态特征，

这样主题下的创作无疑会规避掉很多

风险，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宣传资源和院

线投放机会，这也是新主流电影得以发

展的养分之一。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高大上的叙事主题和雷同的叙事结构

正在逐渐蚕食观众的兴趣，为新主流电

影长久健康发展埋下隐患。新主流电

影需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只有勇于

迈出舒适地带，才能探索出新的生机。

例如上边提到的《你好，李焕英》、《我不

是药神》等，都跳脱了千篇一律的宏大

主题，在基层与小微中寻求生机，深入

人民生活的创作才更具生命力。

2、类型较单一，亟需打破思维壁垒

纵观近些年取得成功的新主流电

影，多为宏大叙事的革命历史片或者

战争片等。在爱国主题的统领下，这

种成功的模式不断被复制，从而让新

主流电影在创作上自起壁垒，这样的

固定模式更容易获得成功，也阻碍了

创新。其实，新主流电影完全可以拓

展出更广更宽的格局，在宣扬“真善

美”的普世社会价值基础上拓展主题，

制片类型也可拓展到科幻电影、动画

片、生活类纪录片等多种类型，用更加

丰富的形态获得更多社会层面人士的

关注。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这样的诚意

之作，它们实质性地拓宽了观众层次，

也打破了壁垒真正做到老少咸宜寓教

于乐，其破旧立新的做法更容易得到

观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

3、审美疲劳尚未褪去

从电影的生产模式来看，新主流电

影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运作模式，为了捕

获观众，对流量明星的使用也成为其模

式化的一部分。这种运作模式能迎合

市场，带来短期的效益。但电影艺术创

作首先要尊重的是生活，从生活中挖掘

出来的真善美，才会不断创新，可以通

过内在的美来拓展流量明星模式造成

的审美疲劳。新主流电影的发展需要

多层面的突破褪去浮沉，挖到“宝贝”题

材的同时，要意识到观众才是最终的

“鉴宝专家”，每一步创作都要报以创新

的心态细细打磨。归根结底，电影作品

要真诚地善待观众，内在品质才是长远

发展的支撑。

四、新主流电影发展的策略探索

伴随着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电影产

业的发展为新主流电影的发展提供经济

和技术的支撑。新主流电影要持久发

展，需要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策略，提倡多元化，从题材、叙事、角

色、科技、表现形式等方方面面下工夫。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新主流电影

的创作要扎根生活贴近大众，注重细节

的精耕细作，发挥影片特色增强观众共

鸣。把握适配的运营模式，选择好时间

窗口期，为电影增添话题度和曝光度，更

可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和青睐，要做到从

内容到形式再到宣传策略上全面创新。

电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创作才更具生命

力，新主流电影今后也要走向国际市场，

更是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加持。

1、内容为王，内容与形式统一

诸多现象极的新主流电影出现，为

中国新主流电影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现今参与新主流电影制作的主体不再

仅为国营电影制片厂，国营制片厂与民

营公司的合作制片是时下新主流电影

创作的主流。这种联合制片的方式基

本保证了电影创作沿着主渠道的商业

化运作，也催更了新主流电影类型化的

健康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也应该规避急功近利的创作想法，要沉

下心来以内容为导向把握适度，抓住电

影的主题等内容进行差异化创作，注重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2、拓宽思路，适应新时代

我国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

观方面的宣传教育历经多年，一代一代

人在成长，文艺作品是直观且容易被接

受的教育方式之一。由于社会经济发

展迅猛，现在每十年就更迭一代人，道

德美学教化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而

变化，而它是长期且润物细无声的。邓

小平同志对于主旋律的定义是明确的，

他曾说过：“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

主旋律”。成长于新时代的年轻人对新

事物反应灵敏接受快，新主流电影的主

题样式也可以因时拓宽，可不拘泥于宏

大的主题和宣教式跟风，它可以是“大

时代小人物”的“因势利导”。现时代的

观众更多关注于影片传达出的细节信

号，中国的新主流电影应该放眼于更宽

泛的主流价值定位，在电影创作中关注

现实生活，关注群众的身边事、生活和

情感的“私家事”，更多创作一些“小事

件大格局”的亲民作品，这也是新主流

电影发展的生命源泉。

3、推陈出新，提升品质和内涵

主流题材内容的多元化和表现形

式的多样化是今后新主流电影发展的方

向，也会使新主流电影进一步清新脱俗、

平易近人。电影观众欣赏电影大都追新

怀旧，经典的老电影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常常令人回味百看不厌，这些经典老电

影大多制作精良，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结晶。现代人们追捧的好电影也一定是

具有现代的时代基因和鲜活气息，我们

推崇的新主流电影也要勇于跳出稳定圈

层和固有的思维模式，寻找创新点，在主

题立意、剧本创作、技术手段、演员选用

和宣传发行等因素中推陈出新。一部电

影想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出圈，其底气

应该来源于电影自身的品质和深刻内

涵，品质和内涵决定口碑，良好的口碑赢

得市场。新主流电影在商业化运作的同

时，一定要保有初心，在“三性统一”的基

准上兼顾群众性，这是新主流电影需要

抵达的美好彼岸。

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电影票房规

模，2020年受全球疫情冲击，中国电影

市场率先走出阴霾，累计票房成绩超越

北美，历史上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票

仓。在耀眼的成绩背后，中国新主流电

影在市场上发挥了重大引领作用。新

主流电影的发展为中国电影整体蜕变

和质量提升带来契机，也主导着中国电

影的未来，更应该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的底气。题材的拓展、制作品质的提

升、表现形式的多样、发行宣传的创新

为新主流电影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使新

主流电影真正走进观众内心，燃起观众

共鸣，形成人们心目中的一个个时代经

典，中国主流电影一定会走向世界，让

中国文化在世界亮起不一样的光芒。

（作者单位：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

作中心总编室）

发展与嬗变
——关于中国新主流电影发展的探讨

■ 文/杨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