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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今 年 的 七 一 档 由《革 命 者》和

《1921》在热血沸腾中吹响了暑期档的

前期号角，紧随其后，记录医护群体战

疫故事的《中国医生》已于7月9日登陆

大银幕。与《革命者》、《1921》直接聚焦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故事不同，《中

国医生》将重点放在党领导下的那段波

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故事。

如果说《革命者》中李大钊说出的

“我坚信”和《1921》提到的“我们的使命

即将开始”是党早期理想信念的集中体

现，那么《中国医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有过低谷、有过曲折，走过弯路、绕过

远路的百年风雨沧桑历程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真实写照。这三部影片

交相辉映、互相补充，既反映了党在成

立初期遭遇困难但绝不退缩的坚定信

念，同时呈现了在建党近百年之后遇到

重大危机时，共产党人坚定初心、以人

为本的实践行动。

《革命者》、《1921》、《中国医生》在

各大平台上收获高分评价，淘票票上分

别为 9.4、9.2、9.5；猫眼上分别为 9.4、
9.4、9.5；知乎上分别为 8.2、8.6、8.1；微
博大 V 推荐度分别为 88%、86%、86%；

豆瓣上分别为 7.5、6.7、6.9。这些数据，

都直接表现出了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可。

截至 7 月 13 日，《1921》票房已破

4.2亿元；《革命者》超1.1亿元；《中国医

生》上映五天突破 4.4 亿元。这三部影

片在引燃观众观影热情、社会话题的同

时，也得到了专家的盛誉，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

种花家”

三部影片在上映之后，各种好评纷

至沓来，不仅是对影片剧本、镜头语言、

演员演技、服化道等多方面的艺术创作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三部

影片所反映出的中国人民的精神、筋

骨、脊梁都让观众泪洒观影现场。

《革命者》·坚信

“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

未来的光明之地。我的脚踏在黑暗和

光明的交锋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

我吞噬。可是为了人民，为了你们能走

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

黑暗，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阳光会普

照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张颂文饰演

的李大钊将这段独白铿锵有力、振聋发

聩地念出来，声音顺着银幕钻进观众的

耳朵、刻入观众的脑海，坐在电影院中

的观众们无一不为影片中这一曲明知

无望却又充满希望的生命赞歌而感动。

有观众告诉记者，“张颂文老师演

的李大钊实在是太传神了！不仅演出

了李大钊形，还演出了李大钊的魂！我

和别人不一样，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李

大钊在和青年毛泽东吃涮肉的场景，两

人从对话到眼神再到肢体动作，好传

神、好细节、好生活。”

一位影迷则从创作角度分享了自

己的感受，“《革命者》的叙事方式非常

独特，和《公民凯恩》有着类似之处。影

片从不同视角在无序的时空组合下像

拼图般逐渐拼凑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伟

大先驱的短暂一生。这是近些年，极为

少见的国产主旋律影片！”

《1921》·青春

网络上，一条评价吸引了众多观众

的注意并且纷纷为它点赞，“各位‘创业

’的先生们，中国人民的‘公司’生意兴

隆，运行百年依旧青春！”

《1921》中，李达夫妇请毛泽东在上

海吃饭，饭桌上李达将“建党”事业比喻

为“开公司”。在真实历史故事中，李达

曾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说：“吾兄系本公

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

前来参与经营。”一位学生党员感慨地

说：“以前总觉得党离年轻人很远，看了

《1921》之后，发现这也是一群年轻人，和

我们差不多大。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

他们在正青春时就能高瞻远瞩地将‘建

党’比喻为‘创业’引领时代先河。作为

当代新青年，我们也需要为祖国做出更

多自己的贡献才能对得起他们当年的抛

头颅洒热血！”

更有观众在看了影片之后难掩激

动地情绪说：“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

在种花家！能成为一名中国人，我真的

既庆幸又自豪！”

《中国医生》·坚守

钟南山院士评价《中国医生》说：

“看完非常激动，最强烈的感觉是这部

电影没有任何掩饰，非常真实地还原了

在武汉早期的情况，我们遇到困难、床

位的紧张和病人的情绪，我感受到非常

的真实。”

《中国医生》在首映礼上收获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的称赞，“我其实是抱着挑剔的态度来

看《中国医生》的，但在两个多小时里没

有找到任何一个毛病，这部电影超乎我

的预期！”

而在上映当天就赶着去看电影的

观众们则一致表示，“太感人了”、“这部

电影没什么，就是让我哭了两个多小

时”、“是他们的坚守，才换来我现在能

在影院看电影的机会”等等。记者特别

采访到一位疫情期间奋战在一线的护

士，她告诉记者：“一模一样，不管是医

疗手法还是脸上的痕迹，和我们当时一

模一样。影片中没有将胜利归结于某

一个人，因为能够战胜疫情不是某个人

的努力，而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在党的领

导下的一场胜利。”

浪漫主义美学的力量

与观众们在各大购票平台上给出的

好评一致，专家也给予了三部影片很高

的评价。

与观众们感受到《1921》的青春力

量相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认为：“影片的年轻态表达，一方面是塑

造人物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

能够与当下的年轻观众实现一种良性

地互动，能够形成共情、共鸣、共振。”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表示，

“（影片）将历史、传记、政论、青春与侦

探、黑帮、惊险等类型影片的多种元素

整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既能凸显思想

的深度与理想的光芒，又能渲染性格的

魅力与生命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能

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尽可能满

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趣味

和接受能力”。

“我们的党史题材电影的创作，把

信仰的力量呈现在银幕上，我们有同样

的热血、同样的信仰，让我们的红色基

因通过接力棒传递下去。在新的一百

年奋斗目标中，我们依旧正青春，每一

代都完成每一代人的担当和使命，我们

将会有更美好的明天。”饶曙光说。革

命先辈的眼中有光、心中有理想，而《革

命者》和《1921》都用影像化的手法强调

了这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如李大钊在狱

中从天而降的光、毛泽东在上海街头的

奔跑等等，“这样的表达，是一种浪漫主

义美学的极致化表达”。

与《革命者》、《1921》的党史、历史

题材影片不同，《中国医生》以群像的方

式记录了抗击疫情时的故事。影片中

金仔和小文的故事令人感动，尤其是金

仔产生的一段幻想，幻想中他成功战胜

了疫情，在人群尽头拥抱了自己的老婆

和刚出生的孩子，也正是这种极具浪漫

主义的幻想让金仔最终战胜了病魔和

家人团聚。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中国

医生》点赞，北京首映礼上援鄂医疗队

代表齐声为影片助阵，“真实还原”、“这

部电影把千千万万人的故事浓缩在两

个多小时里”、“我们一直说打赢了新冠

这场战争，今天看这部电影确实拍出了

战争片的感觉，节奏特别紧凑，特别紧

张”等等，这些来自抗击新冠疫情第一

线的医护人员的评价更显《中国医生》

的弥足珍贵和真实有力。

继《中国医生》之后，定档 7 月 17
日的《燃野少年的天空》也将登陆全国

院线，影片导演张一白表示，“这次我

想拍一个不一样的青春片，我希望拍

出新一代年轻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我

也冒险选择用歌舞这样一个外放的表

达形式来承载内容，做一个超快乐的

青春故事。”

7月16日，由靳东担任总监制、刘

志江担任总导演兼总制片人、乔彧执

导、张挺编剧的影片《济公之降龙降

世》即将全国公映。

一提起济公，85版电视剧《济公》

深入人心，游本昌演绎的那个“鞋儿

破、帽儿破”的济公十分接地气，每次

重播都让观众大呼“经典”。而动画

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则从济公还

是一个顽劣少年、还未成为“济公活

佛”前的故事着手，讲述了由降龙罗

汉转世的少年李修缘在历经人间苦

难后，再次悟道重获金身，天降大任

肩负起了拯救苍生使命的故事。该

片通过讲述少年济公的成长经历，传

递出“心念所致，做则必成”的信念。

影片历时六年精心打磨，立足中

国传统文化精髓，观照当代现实，糅

合美学元素，让银幕前的观众对这个

相貌平平、捣蛋能力超强的少年，瞬

间熟悉，就像是看到童年时候的自

己，或者隔壁家的“捣蛋鬼”。

电影拍了六年，总共团队三四百

人，特效量更是不可计算。可以说，

这部《济公之降龙降世》真是一点点

磨出来的。剧组较真到了什么程度

呢？为了让人物的表情足够真实，他

们先找真人演员把故事演了一遍，再

把素材拿给动画师做表情。电影中

的背景，大部分都是根据天台的实景

制作。

片中，少年济公有一句台词，只

有一个“爹”，而就这个“爹”字，剧组

一帧帧地反复调试，就是为了足够令

人动情。为了设计电影中一只小龙

被吹飞的镜头，剧组买了上百只气

球，花了几天时间记录气球漏气后的

运动轨迹。

今年 6 月，《济公之降龙降世》斩

获了第 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 18届

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

注视觉效果”荣誉，入围“最受传媒关

注影片”。就如大奖颁奖荣誉词所描

述的：“《济公之降龙降世》不是沿着

西方视角的现代化改造，而是一次传

统文化再创造的成功示例。一系列

东方文化元素的运用，准确而有趣，

古老而新鲜。”

总导演刘志江说：“以前做动画，

感觉‘燃爆’就会好看，但经过去年的

疫情以后，我觉得应该更突出人与人

之间的亲情，所以我们又剪掉了很多

特效镜头，回归到人的本质。而且，

这 6年观众的审美也一直在变，我们

根据观众的变化随时在调整这些东

西。”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济公之

降龙降世》，讲的其实是：“当有一天，

面对困难的时候，我该如何站起来去

承担这份责任，找到自己。”

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人物

来激励年轻人

《中国电影报》：中国有很多的传

奇故事，为什么拍济公呢？

刘志江：济公的故事不仅是浙江

的，也是世界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是

看美国和日本的（漫画）英雄长大的，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英雄比他们多得

多，选择济公是想要用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英雄人物来激励现在的年轻人。

《中国电影报》：您想通过这个片

子传递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怎样的

观念？

刘志江：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观

念。年轻人要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一碰到困难就躲。

《中国电影报》：这部影片筹备了

6年，遇到了哪些困难？

刘志江：从有想法开始，已经6年

了。后来因为疫情耽搁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后来影片的发展

调整了一些思路。在故事、亲情这一块

加大了力度。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会加大亲

情的力度？

刘志江：疫情之后，大家都突然

觉得亲情是人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情

感，以前，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

所以，这个影片，我们加大了亲

情的力度，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

的时候，就会被触动。

《中国电影报》：听说后来删了很

多特效？

刘志江：是的，特效打造好又删

了。为什么？因为要增加亲情的部

分，但一部电影的时长有限，所以就

只能删掉一些特效了。

《中国电影报》：特效挺花钱的

啊。

刘志江：这个事情没办法，做取

舍是最难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几

百上千万的钱花了，又不要了，怎么

跟投资人解释？但是为了影片效果，

为了好看，必须要壮士断臂。该砍的

时候就要砍，没有这个勇气是没法做

的。而且观众的审美也在不停地变

化，我们要去适应这个市场。所以，

故事一定要打动人，观众才有兴趣来

看这部影片。

口口相传的故事才最接地气

《中国电影报》：为了拍摄这部影

片，创作团队还去济公出生地进行了

一个多月的采风？

刘志江：一个人的性格与他后

来的发展，肯定跟他出生地的人文

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很多人的性

格都是小时候形成的。所以，为什

么说每个地方的人的性格特征是不

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去实地采风，

让主创去了解、挖掘当时当地的人

文环境对济公的影响，去了解济公

的故事为什么能代代相传。我们做

这个故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因

为，真正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才是

最接地气的。

《中国电影报》：设计人物形象其

实是很重要的一环。您对这个人物

的形象有怎样的定位？

刘志江：济公能被人尊称为“活

佛”，肯定首先要聪明、要有灵气，第

二个他不能有坏心眼，还得有点小顽

皮。

《中国电影报》：这是您在《大圣

归来》之后，首部担任总制片人、总导

演的影片，会不会有压力，毕竟有“珠

玉”在前？

刘志江：压力当然是有的，要把

压力变成动力才能做得更好，不能一

直躺在功劳簿上。一直以来，我做一

部作品，做完就翻篇归零。这样的

话，才会很用心地去做，也能虚心地

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抱着这种

归零的心态，去接受多方的意见和建

议。包括，有时候我坐飞机、坐高铁都

会问问身边的人，看看他们喜不喜欢

这个形象、人物。如果很多人看了都

不喜欢，我们就会在继续调整。因为

我们做出来的电影，就是给他们给观

众看的。

本报讯 7月12日，由潇湘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潇湘电影第二影业有限

公司等单位共同打造的建党 100 周年

献礼影片《英雄若兰》在中国影协举行

首场专家观摩研讨会。专家认为，影片

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成功塑造了伍若

兰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对伟大的

建党精神进行了生动诠释，是一部有水

准的红色主旋律电影。

闫少非、章柏青、饶曙光、李道新、

梁明、刘琼、李春利、高小立、王纯等专

家学者对影片进行研讨。潇湘电影集

团副总经理欧阳翀，湖南潇湘第二影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英雄若兰》导演周

琦等影片出品方代表现场交流。

由周琦执导，刘筠燃、肖宗灵领衔

主演的电影《英雄若兰》是一部从人物

出发、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红

色题材电影。能文能武的湖南耒阳奇

女子伍若兰是影片的主要表现对象，她

在革命的道路上结识了率领南昌起义

部队转战湘南的朱德，因志同道合，两

人随后结成革命伴侣，并相携相伴参与

并见证了伟大的井冈山会师。在革命

的过程中，在朱德的激励和帮助下，能

写会画的伍若兰成为了英姿飒爽使用

双枪的红军战士。

该片是导演周琦继《面向群众》之

后再度推出的英雄题材影片。早在去

年 12月的开机仪式上，周琦就表示，这

将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

电影”。

研讨会上，影片的浪漫主义色彩受

到了在场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国电影

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表

示，《英雄若兰》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

浪漫主义的生动展现，他尤其欣赏影片

表现若兰被俘时采用的浪漫主义表现

手法，“若兰被捕的时候，被问道，你和

朱德是什么关系？她说，‘他是英雄，我

是战士’，这里特别感人，体现了她对自

己心中特别敬仰又很爱恋的英雄人物

的情怀”。李春利称赞《英雄若兰》是一

部“战地浪漫曲”，影片“把个人的小情

感融进了大的时代背景”。

歌颂英雄，赞美英雄，是《英雄若

兰》这部电影的主旨，影片在这方面的

表达翔实而充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名誉会长、著名评论家章柏青认为，《英

雄若兰》带领观众重回那个热血年代，

让观众刚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的理

想和信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为了

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命。影片最后让

观众感受到，他们的牺牲为了什么？为

了人民的幸福。通过具体的人，来表现

这一主题，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评

价《英雄若兰》在艺术上，建立起了一种

叙事的悬念，具有张力。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李道新赞赏影片以女性为主

体来展开英雄传奇，并且将它与中国历

史文化、中国革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

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据悉，《英雄若兰》将在 7月下旬全

国公映。 （杜思梦）

本报讯 7月 7日，由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

作委员会、央视动漫集团主办的电影《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爸》观摩

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肯定和赞扬

了影片对于家庭家风教育、价值观塑造

和代际关系培养的现实意义。

闫少非、宋智勤、袁新文、丁旭东、康

伟、李春利、王纯、张卫等专家学者，及央

视动漫集团副总经理蔡启华，电影总导

演何澄、刘可欣等片方代表参加研讨。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自 90年代

登陆荧屏以来，持续播放了 30余年，该

系列的电影版自 2014年上映获得众多

小观众的喜爱，迄今已制作了第四部大

电影。对于央视动漫近三十年积极培育

和打造“大头儿子”品牌，与会专家赞叹，

“大头儿子”系列的品牌积累难能可贵。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

认为，系列化是美国电影工业行销全球

的一个重要战略，而中国影片也需要树

立系列化观念，从这点而言，“大头儿子”

系列30多年坚持打造一个品牌，十分可

贵，“我一直在呼唤中国电影也要有这样

的系列布局，很高兴看到‘新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这个系列电影一直在坚持做，

做到了第四部，而且不断升级、不断创

新。这项事业很了不起。”张卫说。

国家美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秘书长丁

旭东认为，“大头儿子”这一原创 IP一直

在进行持续开发，深入人心，它的影响足

以跨越代际，影响一批又一批人。

导演何澄道出了连续做“新大头儿

子”电影的“初心”。他说：“我们就想和

孩子分享一下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生

活的感悟。‘新大头儿子’系列电影虽然

每一部都在变，但是有一个不变的主题

是亲情，始终讲述的是爸爸和孩子的故

事。孩子看完电影回到家里说‘爸爸我

爱你’、‘爸爸你好辛苦’，我觉得就满足

了。这是我们创作的意义所在。”

除了主题立意，与会专家也对电影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爸》的

情节设计、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给予了

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表

示，电影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连接起

来，注入时代特色和时代元素，有前卫、

现代、未来感的特点。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

长闫少非表示，《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4》尝试用儿童的视角去讲故事，用相同

的语言讲述对世界的看法，传达的思想

也能被儿童群体所感知和接受，避免了

低幼化，并建立新时代亲子关系，值得全

家一起看。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宋智勤认为，比起科技感无所不能的“完

美爸爸”，“小头爸爸”这个经典的“中国

爸爸”形象，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和社会

意义。孩子成长不是需求和欲望简单的

满足，而是心灵的陪伴、教育的启迪，成

长的关键阶段是给予教导、给予力量。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论研

究处处长王纯则表示，这部影片可以向

孩子诠释“完美”的概念，即什么事情都

不是完美的，你也是不完美的，但却是独

一无二的。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也是这部

影片的社会责任所在。 （杜思梦）

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根植现实，树立新时代亲子关系

接棒《革命者》《1921》
《中国医生》继续收获好评

专家研讨《英雄若兰》：

以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可歌可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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