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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幕上的“中国精神”：

新主流大片强势引领与多样化题材类型创新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正在热映的五一档新片《悬崖之

上》目前票房已经近8亿元，凭借过

硬的质量、出色的口碑、精良的制作，

向着“10亿俱乐部”稳步迈进。

而今年春节档上映的《你好，李

焕英》累计票房突破54亿元，成为到

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票房排行第二高

的影片。《你好，李焕英》虽然是一个

“穿越剧”，但它本质是一个中国式家

庭、中国式亲情的故事。影片以温情

取胜，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脱颖

而出。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一批体现中国情感、中国精神、中

国文化的影片相继推出。它们当中，

有再现重大历史时刻和聚焦领袖人

物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

大业》、《决胜时刻》、《古田军号》等影

片；有讲述军人、警察、消防员、飞行

员、医生等不同职业的平凡英雄故事

的影片，如《攀登者》、《金刚川》、《中

国机长》、《烈火英雄》、《红海行动》、

《战狼》系列、《夺冠》、《紧急救援》等；

有描写基层干部为脱贫攻坚和百姓

过上好日子而艰苦奋斗的影片，如

《春天的马拉松》、《秀美人生》、《千顷

澄碧的时代》、《李保国》等；也有聚焦

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不断追求美好

生活的故事片，如《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中

国合伙人》、《送你一朵小红花》。还

有如《厉害了，我的国》、《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光影纪实》、《武汉日

夜》、《珠港澳大桥》等用光影记录下

中国历史和现实珍贵镜头的纪录

电影。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看来，“中国精神”是全体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近些年来，一批新主流大片、

商业片、艺术片，从不同角度丰富展

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公平

公正自由平等精神的追求。这些都

是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影片。”

对于“中国精神”，中国艺术研究

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将其概括为

中国式人情、中国式价值观和理想、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神。“中国精神不仅体现

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更

体现在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全球视野上。”

采访中，专家学者认为，这些体

现“中国精神”的影片，赢得了不同年

龄段观众的喜爱，也因此绝大部分都

取得了耀眼的市场成绩。在中国电

影票房榜上，像《战狼2》、《你好，李焕

英》、《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

球》、《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

体现中国精神的影片，均排在总票房

榜的前十位。它们的累计票房均超

过了30亿元，而排在前三位的《战狼

2》、《你好，李焕英》和《哪吒之魔童降

世》，累计票房更是均超过50亿元大

关，可谓都是现象级影片。

除此之外，《中国机长》、《我和我

的家乡》、《我不是药神》、《烈火英

雄》、《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

花》、《悬崖之上》等影片，也均是当年

年度票房名列前茅的影片。

200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由韩三平、

黄建新联合执导，汇集了唐国

强、张国立、刘劲、陈坤、王伍福

等百余位明星的影片《建国大

业》在全国上映，向观众讲述了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

系列故事。

《建国大业》上映后立即掀

起观影热潮，而超 4 亿元的票房

成绩，也成为了当年国产电影的

新标杆。更重要的是，《建国大

业》将主流影片和商业大片进行

有效结合，为其后的新主流大片

的发展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大业》之后，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而制作

的献礼影片《建党伟业》和献礼

建军 90 周年的《建军大业》也都

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模式。三部

影片也被称为“建国三部曲”系

列。

2011 年上映的《建党伟业》

同 样 启 用 了 超 百 人 的 明 星 阵

容。与《建国大业》不同，由于毛

泽东等革命先辈在建党时期都

是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因此《建

党伟业》大量启用了年轻演员，

甚至编剧都是些 30 岁左右的年

轻人。

2017 年，讲述 1927 年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

党挽救革命，在江西南昌举行八

一南昌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影片《建军

大业》公映。影片同样邀请了约

60 位明星作为主要演员。

在饶曙光看来，近些年来，

国内的主旋律大片在创作上有

了很明显的变化。“主流电影类

型化、类型电影主流化”是新主

流大片的一大特点。“它们突破

了过去的那种主旋律创作模式，

在类型上呈现了多样化的一个

发展态势。”

和上述“建国三部曲”系列

类似，如《智取威虎山》、《战狼》

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

动》等影片，均加入或战争、或动

作类型片的元素。

2014 年贺岁档上映的《智取

威虎山》也是中国新主流大片探

索过程中一部重要的作品。导

演徐克几乎是以武侠片的方式

重新讲述了解放军 203 小分队与

在东北山林盘踞多年的土匪座

山雕斗智斗勇的故事。影片中

出色的动作设计、明快的剪辑节

奏，赋予了极强的观赏性。在 3D
技术的加持下，雪地滑行、农村

枪战、威虎山大战、飞机上打斗

等场面让观众觉得身临其境。

该片累计票房超过了 8 亿元。

近些年的《战狼》、《战狼 2》、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

片，也都加入和战争、动作的元

素。在好看之余，赵卫防认为

“这些影片将类型美学和主流价

值观进行了很好的对接”。“它们

的创新在于对主流价值观进行

多元化和深度化的诠释，主要是

中国精神、中国气质的表现，以

及把中国文化融入其中。如《红

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

系列等，表现出了中国综合国力

的增强。更难得的是，这些影片

在具体手法上并非抽象表现，而

是很具体的表达。如在海外营

救同胞、防范外敌入侵等。”

饶曙光告诉记者，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电影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特别是在提升创作质量层

面，表现中国精神的影片也越来

越多样化，呈现出了令人欣喜的

发展态势。“新主流大片在类型

上呈现了多样化的一个发展态

势，在科幻、喜剧、奇幻、爱情、动

画、动作等类型的包装下，深度

表达了主流价值观，从不同侧面

体现了中国精神。”

2019 年春节档，由郭帆执导

的 科 幻 片《流 浪 地 球》大 放 异

彩。影片累计票房超 46 亿元，这

一成绩也排在目前中国电影票

房榜的第四位。

在赵卫防看来，虽然影片讲

述了一个太阳即将毁灭，人类不

得不带着地球寻找新家园这样

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其中处处体

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

“从大处说，在大多西方的

科幻故事中，地球即将毁灭时，

往往人类会选择放弃地球另寻

新家园。但在《流浪地球》中，人

类带着地球去流浪，是典型的中

国人对于家乡的理解和处理办

法，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家园深深

的眷恋。”另外，赵卫防表示，影

片中亲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都非

常中国化，体现出了中国人特有

的情感方式。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奇幻喜剧

片《你好，李焕英》表面上是一个

讲述“穿越”的奇幻故事，但本质

上表达的是中国家庭的关系，中

国人的亲情模式。虽然影片中

的绝大部分场景发生在上个世

纪，但表达的情感仍是从当代青

年人的角度出发。

正在上映的谍战片《悬崖之

上》中，追车、枪战、肉搏、审讯、

跟踪、暗号、偷天换日、生离死别

等谍战片的元素应有尽有。影

片通过这些令人紧张的元素，营

造出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

人斗智斗勇的惊险氛围。其本

质上还是在讲述革命先辈为了

国家和民族的明天不惜牺牲生

命。而谍战、悬疑元素也让影片

更加具有观赏性，升华了主题。

此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在

赵卫防看来，都是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核心源自中国文化，却体现

了当下的中国精神和中国人的

情感。

“十八大以来，市场中有越

来越多类型化的影片有意识地

去弘扬中国精神。这些影片在

表达手法上没有拘泥于概念化、

模式化，而是利用具体化、生动

化、立体化的方式表达中国精

神。”在赵卫防看来，这些影片处

处体现了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

主题。“无论是表现奋斗过程，还

是牺牲，都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

和民族对于生命个体的关注和

尊重。”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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