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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了革命先辈的光辉形象

深刻诠释了伟大的建党精神

近一段时间，《革命者》、《1921》、《中国医

生》、《守岛人》等影片陆续登陆大银幕。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这个伟大而关键的节

点，献上电影人最真挚的艺术创作，探寻共产

党人矢志救国的“心灵源动力”，传递革命者

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张宏指出，中国电影人始终把自己的创作

和党的要求，以及时代的方向，还有民族的命

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影片演绎了共产

党人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光辉历史和现

实，在视觉和创作上，做到了对人物的艺术化

呈现。从不负使命的国家英雄，到众志成城

的“战疫勇士”，再到为国为民的人民公仆，多

角度地注入了强烈的红色基因。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表示，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

和宝贵经验，为电影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比广

阔的空间和源源不断的素材，建党百年之际，

一批优秀的建党主题电影持续热映，且具有

满足文化需求与增强精神力量高度统一，宏

大主题与微观视角的巧妙结合，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有机融合等三个共同特点。这些影

片从不同的视角生动讲述了波澜壮阔的党史

故事，成功刻画了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的光

辉形象，深刻诠释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引领我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鼓舞奋进新征程。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

闫玉清表示，电影工作者传承了一百多年中

国电影人的红色基因，与党和人民同向同行、

同频共振，理直气壮地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而且努力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高扬爱

国主义主旋律，心怀崇敬浓墨重彩地记录英

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电影作品中得到传

扬，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初心使命。和平时期

的电影人，更需要从党的历史、革命文艺和社

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中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砥

砺。为时代精神赋形，为时代新人立传，谱写

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史诗。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中国艺术研

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认为，《守

岛人》、《红船》、《三湾改编》是一般的主旋律

创作；《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这些影片

是艺术电影、作者电影，跟主流价值观进行对

接。《1921》、《中国医生》是一种新主流大片的

赓续。这三类影片，秉持不同的美学和产业

格局，相互补充、相互助力，共同推动、构建了

建党百年的文化热潮。

以人物见证时代

在光影当中传递温度和力度

今年推出的建党 100周年主题影片以人

物见证时代，在光影当中传递温度和力度，通

过历史事件很好地展示了中国形象，极大地

激发了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热情，生动鲜活地

诠释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的

奋斗历程。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认为，这些作品都植根于

历史与现实，“无论是以早期党的革命历史为

主题的《革命者》、《1921》，还是表现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史中优秀共产党员先锋形象的《守

岛人》、《我的父亲焦裕禄》，主创都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

段，从真实生活中寻找素材，不是用宣讲灌输

的方式，而是通过鲜活的人物和故事阐明了

历史发展的逻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张思

涛认为，《1921》、《革命者》、《红船》等影片在

大银幕上真实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

人陈独秀、李大钊的正面形象，也成功刻画了

青年毛泽东等年轻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体现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隐藏于这

些作品创新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叙事策略背

后的，是严谨的逻辑结构和完整的艺术构思，

一批优秀的电影创作者在思想上、内容上和

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创新，充分展现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电影的艺术魅

力。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表示，

“七一”前后集中上映的这些作品，能够自觉

地做到坚持主流价值，遵循艺术规律，自觉尊

重客观史实，从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这些

影片成功的关键，一个是与当代观众做了很

好的情感勾连，一个是用客观的历史叙述，在

情节上，遵循人物性格做合理想象，还有就是

从他者视角去构思、去叙事，以及引入了年轻

化的表达。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文艺群体工作委

员会委员、博纳影业集团项目研发总监马薪

蕊认为，主旋律大片的成功得益于创作上的

真实质感，影片中的人物是在打磨剧本时，通

过大量的人物采访获得的真人真事，并从中

提取出的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典型人物。

《中国医生》等影片的成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如何迅速捕捉、快速有效

地改编真实事件与原型人物。助推中国电影

能够快速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工业拍摄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

故事角度新、人物形象新

风格追求新、影像意境新

《革命者》、《1921》、《守岛人》、《中国医

生》等影片上映以来，不仅创造了票房佳绩，

更是收获大量观众好评，很多观众都提到这

些作品作为主旋律题材，颇具创新性审美，令

人惊喜。

尹鸿表示，这些作品都注重美学创新。

《1921》追求多维度、立体式的叙事手法，《革

命者》在限定的 36小时内以放射性结构展示

李大钊与不同层面人士的关系，《我的父亲焦

裕禄》从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角度入手重述

时代英模，都是例证。

张思涛认为，在建党100周年的重要历史

时刻，中国电影人推出了一批思想内容深刻、

人物形象生动、艺术风格创新的优秀作品，主

旋律电影创作取得了新的收获。“可喜的是，

面对曾被《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作品多

次表现过的题材，《1921》、《革命者》、《红船》

等影片的主创通过艺术创新，为旧题材开拓

了新的思想意义。”

中国电影家协会少数民族电影委员会会

长、著名编剧马维干表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主题电影以创新的手法拍出了革

命历史题材的新意，“这些作品故事角度新、

人物形象新、风格追求新、影像意境新，无论

是通过感人的故事展现普通党员伟大精神的

《守岛人》、将观众带回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战斗之中的《中国医生》，还是另辟蹊径地

重述‘中共一大’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的

《1921》、《红船》，故事更好看、人物更鲜活、画

面更引人入胜，成为这批优秀作品的共同特

征。”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第一届副主

席路侃认为，这些主题电影创作，是在党史

的艺术描写上，有新的出色创造，在普通党

员的塑造上，创造了令人震撼的新的艺术

典型。在艺术价值、文化内涵和艺术高度

的集合上，有多样化的艺术创新。总的来

说是用电影的独特艺术魅力揭示了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道路取得伟大成功的深层次原

因，在生动的艺术审美中增强了党和人民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向云驹认

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影片，把近 20 年来艺

术探索的经验、成功方法、商业活力、表演

积累、视觉经验，集中地应用到此次主题创

作的题材创作中来了，大幅度地提高了主

题创作的质量、影响力和成就都具有电影

史的历史性和纪念性。基于长期的艺术积

累，用最新鲜的艺术语言叙事，艺术语言叙

事党史 100 年。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表示，

这些主题电影创作在主题立意与商业类型与

文艺片情怀上的融合，正成为一种新路径。

主题电影创作在深度开掘史实的基础上，用

艺术的浪漫现实主义，替代以往的生活现实

主义。这在艺术主体的审美层级也跨进了一

大步，尤其是现代电影的叙事策略与爱国主

义、家国情怀这种融合叠加，使主题电影创作

在审美创新层面发生了嬗变。

尹鸿同时认为，这些作品十分重视传播

效果，“主创自觉尊重市场规律，通过青春化

表达、类型化探索、抒情化叙事等手段，让影

片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观众的口碑。”

近期上映的新片《1921》和《红船》，都是展

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南湖召开“一大”的光

辉历程，但两部影片的市场反响大不相同。

《1921》在7月1日上映，17天的票房收入已高

达4.6亿元！《红船》在7月9日上映，17天的票

房收入还不到700万元。

《红船》质量不过关吗？非也！《红船》的艺

术质量与《1921》相比，总体上差距不大，两部

影片各有特色。《红船》的制作也较精美，故事、

表演、造型、剪接都有大片气派，《红船》的某些

方面，如描写毛泽东、杨开慧的爱情戏，陈独秀

和李大钊的容貌、气质、激情，都比《1921》略胜

一筹。《红船》还具备某些地利优势，南湖红船

就在浙江嘉兴，《红船》是浙江省向建党100周

年献礼的重点作品，得到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浙江省是电影大票仓之一，票房在全国各

省排第三位，《红船》若在浙江一省卖座，有“以

一当十”之效。

《红船》票房为何失利？其主因是档期安

排不当。《红船》的档期比《1921》晚了8天，《红

船》首映的当天，又有一部热门大片《中国医

生》同期上映，《红船》与两部强片竞争，还有多

少市场空间呢？

电影进入市场的一些先天条件，如出品

方、导演、主要演员的名气品牌，以及宣发的人

力物力财力，《红船》都远不及《1921》。《红船》

欲取胜，如无特殊优势，就只有一条路——赶

在《1921》发行之前抢先上映。《红船》质量并不

差，若捷足先登，会受传媒关注，受观众欢迎。

《红船》并非商业大片，应主攻团体市场，但影

院发动基层单位包场，不是一两天可以搞定，

出品方需要给影院预留组织包场的时间。《红

船》假如能在5月底或6月初上映就最合适，可

避开《1921》和《中国医生》，有较充裕的时间组

织《红船》的包场，在浙江省就更为便利。但

《红船》跟在《1921》之后才上映，许多看过

《1921》的观众，都想看其它题材的电影，影院

就不敢多排映《红船》。《红船》即使在浙江省组

织包场都较吃力。这类例子屡见不鲜，当年，

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在同题材的《南

京！南京！》上映一周之后才推出，观众寥寥无

几。

由此可见，军队上战场要选择最佳出击时

机，商品（包括文化产品）进市场也要选择最佳

销售时机。

排列的先后顺序，往往是把握战机的重要

一环，关系到如何合理使用资源去应对竞争对

手。

且看《史记》的“田忌赛马”：双方各出三匹

马赛三局。田忌的马不如对方，他依智者孙膑

之计，第一局用下等马迎战对方的上等马，第

二局用上等马迎战对方的中等马，第三局用中

等马迎战对方的下等马，结果是田忌胜两局成

了赢家。他出马若不按以上的排列顺序，必输

无疑。这就是善于运筹的典范。

一部电影该何时上映，是有讲究的，须作

出精准的预测。不少优质影片因上市时机不

当而导致票房流失。也有不少优质影片因上

市时机把握得好，如虎添翼。我们再看一些案

例：

一.上映档期过晚

有些影片就像《红船》那样，因为档期慢了

一拍而错失良机。

案例一：《十月围城》

歌颂反清义士英勇斗争的大片《十月围

城》，质量上乘。该片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上

映，一路飘红，但才放了十几天，场次就立马大

减，票房急跌，原因是有一部更强劲的3D大片

《阿凡达》在2010年1月4日杀到，《十月围城》

抵挡不住，只好让路，最后收2.9亿元。《十月围

城》若提前在 11月上映，排片量就大不一样，

再增收2亿元并非难事。

《十月围城》不在 2009年 11月推出，似乎

可避免与这个档期上映的赵薇、周杰伦、林志

玲等大明星主演的《花木兰》、《刺陵》以及美国

的《豚鼠特工队》、《第九区》等一大堆大片撞

车，这就失策了。这些影片似乎来头很大，但

市场竞争力都远不如《十月围城》。《十月围城》

若有充裕的长线放映空间，经济收益一定比只

有十几天的12月贺岁档短线突击更可观。《十

月围城》出品方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判断不准，

高估了一些大片，却又低估了《阿凡达》，因而

未能选择最佳时机出战。

二 .上映档期过早

案例二：《孔子》

《十月围城》是档期过晚撞上强片，《孔子》

则是档期过早撞上强片，也严重受损。

歌颂中国古代文化巨人的国产大片《孔

子》，于2010年1月22日上映，此时，《阿凡达》

刚上映不久，风头正劲，该片的3D新科技令观

众大感新奇。《孔子》是用传统手法拍摄，虽有

大明星周润发加盟，制作也精细，但不足以构

成可与《阿凡达》抗衡的特别优势，零售票房就

冲不上去，只收1亿元。

《孔子》在1月下旬上映，还丧失了一个很

大的团体市场——教师包场。大教育家孔子

乃万世师表，深得广大教师的尊敬，影院要组

织学校教职员工包场看《孔子》本来并不难，全

国的学校教职员工队伍人数众多，包场收入很

可观。但各学校在1月下旬已放寒假，无法组

织包场，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学，《孔子》已下线，

没机会包场了。

假如《孔子》推迟一个月上映，《阿凡达》热

劲已过，《孔子》在零售市场可避开强劲对手，

又可以开拓教育界的团体市场，岂不是两全其

美？

三.抓准最好机遇

案例三：《人再囧途之泰囧》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上映的中等成本电影

《人再囧途之泰囧》（以下简称《泰囧》），为什么

能成为首部票房过10亿的国产片？许多人没

有认真研究其奥妙。《泰囧》是靠明星效应取胜

吗？非也，当时，该片主演徐峥、王宝强、黄渤

都不是一线巨星。徐峥主演的《搞定岳父大

人》在 4 个月前上映，票房还不到 2000 万元。

《泰囧》制作质量不差，但不算高精尖。

我认为《泰囧》爆冷，主要是档期选得好！

在贺岁档，观众希望看轻松快乐的影片。在

《泰囧》推出之前上映的大片《一九四二》、《王

的盛宴》等，都很严肃沉重。正当观众压抑已

久之时，搞笑喜剧片《泰囧》及时上市，观众恰

似“久旱的禾苗逢甘霖”，觉得特别解渴，该片

狂收12.7亿元！其实，这个档期上映任何一部

质量还过得去的喜剧片，即使不是《泰囧》，观

众也会欢迎。比《泰囧》迟了 8天上映的大片

《十二生肖》也是喜剧片，明星效应（成龙主演）

比《泰囧》更强，跨多国拍摄的故事、动作、风光

也比《泰囧》更热闹好看，该片被《泰囧》抢了先

机还可收8.8亿元。《泰囧》乘虚而入的机遇，就

是这宝贵的 8天，若迟放一周，首部票房过 10
亿的国产片就是《十二生肖》了。

案例四：《金刚川》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映的抗美援朝题材

影片《金刚川》，票房可收 11.3亿元，在近年的

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名列前茅。该片虽然不

够完善，但总体质量还可以。这部战争大片该

片从7月10日出剧本初稿到完成制作到上映，

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堪称中国电影史上一大奇

迹！《金刚川》为什么要急迫赶工？为的是赶在

10月25日之前上映。因为这一天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日，全国隆重纪

念抗美援朝在此时达到最高潮。《金刚川》若在

这个档期首映，是唯一一部有分量的抗美援朝

题材故事片，可尽占天时地利人和，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因此，《金刚川》的产与销都制定分

秒必争的紧急计划，以10月23日（周五）来“倒

计时”，各部门的一切工作都以这个上映档期

作为奋战目标，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千方百计

克服，一天也不能浪费。《金刚川》终于如期上

市，这种魄力和能力令人惊叹！

案例五：《分手大师》

2014年，来势特强劲的美国大片《变形金

刚4》在中国上映，吓得许多国产片退避三舍，

不敢同期推出，以免鸡蛋碰石头。但一部中等

成本国产片《分手大师》坚决不撤档，敢与《变

形金刚4》同期共舞，非但没有被挤垮，票房收

入可接近 7亿元，《分手大师》若在平时放映，

收入还未必这样高。奥妙何在？

《分手大师》出品方认为，《变形金刚4》上

映期间，几乎所有影片都退场，市场上除了《变

形金刚 4》，就只有一部《分手大师》。已看过

《变形金刚4》观众，多数人不会再看该片。《变

形金刚 4》档期长达数十天，观众不可能在这

样长的时间不看其他新片，要看新片就只能看

《分手大师》，别无选择，《分手大师》就减少了

众多对手。观众看完情节紧张的《变形金刚

4》，再看轻松搞笑的喜剧片《分手大师》正合

适，好比吃了煎炸食品就需要喝降火凉茶来调

节，因此都爱看《分手大师》。小片傍大片“借

力”，也是奇迹，这种逆向思维是一种胆大心细

的排片智慧。

实践证明：影片何时上映，是排兵布阵的

运筹科学，不可随意乱定。

要抓准影片的最佳上市时机，出品方就必

须知彼知己。知彼，就是要了解各种行情，如社

会气候、观众心理、市场规律、竞争对手等等；知

己，就是要知道自身拥有的优势、资源和运作能

力。综合以上各种条件，才能扬长避短，为影片

制定最合理的档期，减少产销的盲目性。

要为影片找到一个好档期，其设计和实施

都不简单，它牵涉到策划、生产、送审、发行、公

关等多个方面如何协调衔接，需要应对种种困

难，这就要考验出品方的胆识和能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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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可失！
——如何巧定影片档期的学问

■文/ 祁海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

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主题电影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胡孝汉出席会议。

在全国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一批展

现建党历程和各时期党员风采的国产新片在大银幕上陆续

公映。其中，既有以青春视角重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历史的《革命者》、《1921》、《红船》，也有

讲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领导人创立崭新治军方略的

《三湾改编》；既有以创新视角重述“焦裕禄精神”的《我的父

亲焦裕禄》，也有反映著名作家柳青扎根农村创作《创业史》

感人历程的《柳青》；既有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感

人故事的《中国医生》，也有取材于“人民楷模”王继才真实

故事的《守岛人》。一部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创作的优秀献礼片，题材丰富、类型多样、风格各异，通过跨

越时空的银幕光影故事，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奇迹的百年之路，堪称一堂堂意义重

大的党史教育课。

胡孝汉表示，这些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电影，时代背景

宏大，立意站位高远。更为可贵的是，人物刻画鲜活生动，

把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奉献与付出的主基调表现得精准细致、到位细腻，让观众感

受到伟大来自平凡，榜样就在身边，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

精神可追可及，让作品和观众在思想上形成了共通、在情感

上形成了共振、在认知上形成了共识。与此同时，这些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的献礼影片，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引发了群众的深度共情，究其原因就是广大电影人落实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精三有”价值导向，在电影创作中

讲人物更讲思想，重宣传更重制作。

与会专家学者，从主题立意、艺术特质、创作突破、类型

创新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

电影的风格与特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电影现象，为中国电影事业和中

国电影产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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