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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 30 多年的

发展，“主旋律”影视剧正在发生结构性嬗

变，并演进到新一轮新变周期。伴随着 90

后、00 后作为新一代影视观众一步步登上

历史舞台，明星、观众甚至电影的本体概

念，都在被具有清晰时代区隔特征的，以粉

丝文化、粉丝经济为表征的新的明星制度

所改写。尤其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剧

成为新一代年轻电影观众 90 后、00 后转化

为中国电影票房增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

重新梳理“主旋律”概念的历史生成、周期

特征，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时代

挑 战 ，不 止 是 有 助 于 我 们 更 深 地 进 入

《1921》，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都具有面向未

来的重要意义。

时光荏苒，1987 年，当“突出主旋律，坚

持多样化”这一“主旋律”的基本理念，以

及“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

材”、“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

现实题材”的基本范畴被明确提出和标定

之后，《巍巍昆仑》、《彭大将军》这两部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登场，正式拉开了“主旋

律”的历史帷幕。随后 1989 年，在纪念建

国 40 周年时推出了《开国大典》、《百色起

义》。而到了 1991 年纪念建党 70 周年之

际，《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拍摄完成，

更是掀起了“主旋律”的第一个高潮，甚至

有人称这一年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年”。

那个阶段也是“主旋律”的第一个发展阶

段，在其既有的 30 多年发展历程中，我国

的“主旋律”也呈现出了清晰的阶段性特

征，并在不断地层积、演进中向前发展。这

也深刻说明，“主旋律”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本质化概念，而在既往的所有研究中都在

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其内在演化逻辑的分

析和梳理。

第一阶段的“主旋律”，虽然保持着对

历史相对主流、正统的表述，但由于当时中

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还处在初始阶

段，新旧两种体制尚未完成转换，好莱坞等

外国电影也没有大量涌入，因此，那个阶段

的“主旋律”反而都在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

中有着非常不错的票房表现。《孔繁森》

（1996）、《鸦片战争》（1997）、《周恩来外交

风云》（1998）等影片的票房成绩都名列前

茅，《鸦片战争》（1997）更是以 7200 万成为

当年全国票房亚军，仅次于《侏罗纪公园

2》的 7210 万。

第二阶段则是在世纪之交，既包括一

系列“长征”题材影视剧，也包括《红河

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一批兼具艺术

性、商业性特征的影片。在 1997 年冯小刚

的《甲方乙方》以贺岁片的样貌奏响内地电

影市场的类型化探索序曲之后，“主旋律”

影视剧也逐渐向市场化、产业化靠拢。在

这一阶段，过去“主旋律”浓重的官方投资

色彩、正统的历史讲述日益淡化，“主旋

律”影视剧在生产、传播等诸多领域都在初

步尝试、摸索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路径。

第三阶段的“主旋律”，涵盖了《集结

号》、《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

《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众多不同风

格的影片。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不仅在资

金投入意义上已经找到了远比前两个阶段

更加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制

作上也在局部大胆调用大片的制作手法，

试图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商业类型的本土

化“嫁接”。这一阶段在“主旋律”的发展

历程中，已经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呈现出

了清晰的发展方向，“主旋律”在这一阶段

进入到了历史性嬗变的前夜。

第四阶段的“主旋律”真正实现了市场

化、产业化的转型，即是当前这一轮新变周

期。从 2016 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以

《建军大业》、《战狼 2》为代表，包括《红海

行动》、《流浪地球》等一系列影片。当前

这个周期的“主旋律”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

都要更加复杂、多义，从叙事结构、人物形

象、情节冲突到节奏设定、视觉特效等诸多

层面，以“主旋律”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一点

一滴地找到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方式，已经

明显具备了大片的基本特征。而且，由于

投资结构、出品归属等多层次的市场化、产

业化变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视剧与过去

由国家明确标明主流文化边界的发展阶段

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主流文

化边界的“勘定”也是在商业类型的基础之

上摸索完成。

不难发现，经过 30 多年不同发展阶段

的层级和演变，在当前正如火如荼生成的

新一轮“主旋律”新变周期中，正折射出异

常丰富的新的时代文化症候。这些症候的

复杂性和颠覆性，很可能已经超脱出了任

何既有的电影理论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对

其深度、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将直接影响着

我们对下一阶段的“主旋律”乃至下一历史

周期的中国电影的理解和认知。

与既往的三个阶段相比，“主旋律”在

当下的一个最具颠覆性的特征是在它的传

播过程中，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广泛关

注。毫无疑问，90 后、00 后等几乎完全在

互联网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

在新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迅速占据了影视

等领域的消费主体位置，这已是不争的事

实。也正是由于 90 后、00 后等一批批年轻

人不断登上社会舞台，为了照顾和适应他

们以粉丝文化为表征的文化娱乐消费习

惯，在影视领域即便是“主旋律”的创作和

拍摄、发行及传播也同样发生了时代性的

变革。这也构成了我们讨论粉丝文化对

“主旋律”新变周期的关键性影响的基本背

景。

作为新一代电影观众并日益主流化

的 90 后、00 后，他们身上的最大独特性在

于，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非常类似

美式原子家庭结构中出生的全新代际。在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很多非常独特的

文化经验。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孤独

感，是习惯于中国式大家族的过往代际从

未体验过的原创性文化经验。

因此，90 后、00 后在文化娱乐消费中，

特别强调粉丝文化意义的明星和作为粉丝

文化消费主体的自身个体成长的伴生性，

传统“卡里斯玛”意义上的具有相对完美形

象、人格的传统明星在 90 后、00 后当中反

而不受欢迎。所以，那些有缺点的、不完美

的、还需要成长的——也就是近年来包括

演技、外貌、言行等在内时常受到诟病的

“小鲜肉”——粉丝文化意义的明星，开始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在 90 后、00 后这种全新的粉丝文化的

文化娱乐消费中，有一个不同于从理查德·
戴尔到埃德加·莫林所曾翔实梳理的，传统

明星制度中明星—粉丝间仰视/被仰视的

垂直式传播、接受模式的新特征：他们非常

积极地参与到明星形象的塑造和运营，这

种极具参与度和代入感的新的“明星—粉

丝”模式要更为去中心化、更为扁平，也更

为平等。这种以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为表

征的新的明星制度的文化跃迁，已经深度

影响到我国影视领域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1921》并不是任何意义的偶然，2017

年，“小鲜肉”们集中参演《建军大业》就是

这个时代症候的最为典型的表征。经过从

《建军大业》开始的不断摸索，《1921》已经

初步找到了较为平稳的影像节奏。在相关

题材中，《1921》第一次以李达、王会悟这对

青年夫妇的日常生活视角进入，既亲切、平

实，也为早期革命者通过“一大”的召开，

一步步找到革命信仰奠定了坚实的日常生

活根基。这与过往的“主旋律”相比，在看

似不起眼的不经意间，又实现了具有行业

启示意义的类型突破。

尽管与以往“主旋律”中特型演员的精

湛演技相比，《1921》中“小鲜肉”们的确还

有着肉眼可见的专业差距，但这也恰恰是

以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为表征的新的明星

制度，看似最难以理解也是最为独特之处：

广大粉丝们，正在非常主动的、有计划、分

步骤地塑造、建构、提升着相关明星的公

共形象。新的明星制度下的明星，经过海

量粉丝们的长期共同努力，也开始参与到

国家的主流话语建构，并事实性地进入了

主流社会，这既是明星的个人成功，也是

相关粉丝的集体成功。因为这同时也是

90 后、00 后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条重要

途径——这就是他们为何热捧《人民的名

义》、《永远在路上》这种严肃反腐题材影

视剧的深层次原因所在——新一代年轻人

既有新一代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有新一代

的集体性公共文化，只是他们特殊的表达

方式、形态还不为主流社会所熟知和接受。

而且，若对当下我国的青年文化现象

稍加关注就会发现，面对滋蔓生长、边界模

糊的当代青年文化，关于青年文化的传统

概念、观念都已然失效。北美、西欧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也就是那些

曾经的“教科书”常识，对于我国当代青年

文 化 的 基 本 定 义 和 适 用 区 间 —— 例 如

《1921》电影期间，现场观众自发哼唱《国际

歌》与主创互动等——都已经不再具有曾

经的概括和阐释能力。我国当代青年文化

背后的中国经验，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并越来越具有普适性。对于“主旋律”、传

统文化背后的国家、社会的主流秩序、伦理

的拥抱和认同，是我国当代青年文化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凝结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青年文化具有显著文化区隔的中国

当代文化经验，对于其波澜壮阔的当代历

史影响，有待深入评估。

《1921》只是“主旋律”在新一轮新变周

期，对明星制度的历史性迭代的一次当代

回应。《1921》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主

旋律”在新变周期的题中之义，对于整个中

国影视剧行业而言，也都是必须直面的基

本命题。因为在未来，90 后、00 后作为新

一代电影观众所蕴藏的历史势能，对于我

国的文化治理、国家治理，也都将是前所未

有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式的历史挑战。

而这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

国方案，才是对于世界电影史而言真正具

有原创性的价值和贡献。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倩茹，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

中 国 戏 曲 艺 术 与 电 影 结 缘 ，始 于

1905 年的《定军山》。河北的戏剧电影

《宝莲灯》、《钟馗》始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袁淑梅作为中国评剧界的后起之

秀，从小刻苦学艺，潜心钻研，转益多师，

创排演出过近 50 部传统及现代剧目，曾

拍摄了评剧电影《西柏坡》初试锋芒，近

年又创排了戏剧电影《安娥》，2020 年 11

月夺取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优秀戏剧

电影提名奖荣誉，为我国戏剧电影发展

提供了重要启示。

如何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这

一中国文坛的“世纪之问”，不单传统戏

曲艺术需要回答，也是当代戏剧电影创

作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党中央

提出全面实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我们有了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总的遵循。

自 2013 年底，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

呈祥根据河北 2011 年至 2013 年间影视剧

创作、播映及社会反响实际，适时在《人

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6 日)发文，率先提

出中国影视界的“河北现象”，之后的几

年中相继有论者提出了文学、出版、戏剧

等领域的“河北现象”。

仲呈祥主席提出的“宝贵启示”主要

有三点:一是“河北现象”昭示了一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影视艺术发展道路，坚持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二是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高扬起地方

文化特色和优势的旗帜，努力实现地方

文化艺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以海纳

百川的包容心态，广招天下之人才，努力

培养本土优秀人才，实现影视艺术生产

力诸要素强强联合，以确保作品一流的

思想、一流的质量。

以此标准来衡量石家庄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石家庄市评剧

团近 8 年来的做法，无一不验证了它的科

学理论价值。如动画电影《西柏坡 1》、

《西柏坡 2》，以动画电影形式呈现革命圣

地西柏坡发生的故事，教育青少年不忘

初心使命。今天我们一起研讨的这部评

剧电影《安娥》，正是在深入挖掘石家庄

籍文艺名家、凝聚河北地域文化元素，彰

显燕赵文化风骨，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

国故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

功探索。评价戏剧电影《安娥》的艺术成

就，我总结为三个“相当好”:

(一)剧本相当好。评剧电影《安娥》

由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国家一

级编剧刘兴会，河北省影视家协会会员、

青年编剧刘融融联合编剧。评剧电影

《安娥》具有深厚的创作基础。该片的创

作是在原创现代评剧《安娥》(刘兴会编

剧)的成功演出，并多次代表评剧剧种、代

表河北省参加了一系列国家级演出活动

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提高又一次新的

尝试和超越。该剧经专家考评遴选，成

功入选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

这是十几年来河北省唯一的入选剧目。

该片剧本为深化主题、施展演员表演魅

力、设计音乐唱腔、导演进行戏剧电影语

言转化等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影片以极省俭的笔墨交待时代背

景 ，创 造 了 观 众 进 入 审 美 欣 赏 的 代 入

感。人物出场，一箭多雕:塑造形象，先声

夺人；亮明立场，旗帜鲜明；张扬文彩，气

势如虹。编剧以田汉、安娥二人的爱情

线为“经”，以他们天才的铁血创作活动

为“纬”，真实巧妙地编织出他们二人的

绝世传奇，塑造了安娥从一个追求独立

自由光明的文艺青年成长为一个有坚定

革命信仰、充满热血激情又大胆追求真

爱人生的革命文艺女战士形象，展示了

田汉作为进步作家艰难转变文艺观以及

热心帮扶进步文艺青年成长和丰富的个

人情感世界。

(二)以尹大为导演为首的电影制片

团队相当好。成功的戏曲电影导演往往

是在戏曲(舞台)艺术和电影(视听)艺术之

间寻找最佳切合点。原创舞台剧《安娥》

的成功演出，为该剧的电影拍摄打下了

坚实基础。为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该

影片的拍摄，剧组特别邀请国家一级导

演尹大为执导，并与其创作团队合作共

同完成影片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

运用电影视听手段转化戏曲艺术优

长，弥补其假定性、程式化的“简单”，在

戏曲艺术“留白”处加上合理化写实内

容，从而达到和满足观众对戏曲电影的

审美诉求需要。这是戏曲电影导演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途径。

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会因电影技巧的使

用影响到对戏曲艺术之美的接受娱悦，

感觉自然熨贴便是成功之举，视为上乘，

“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们在观影中

也不会察觉到摄影机在跟随角色的表演

情绪线在运动，其实，导演一直躲在摄影

机后操控着现场各个角色精彩瞬间表情

的影像采集。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行云

流水般的场景、人物和画面。

(三)袁淑梅领衔主演的演员团队相

当好。戏曲艺术本质上是“角”的艺术。

传统戏迷去剧场看戏，主要是去“听”

戏。因此，戏剧电影正好可以将传统戏

曲艺术这两大特征，通过电影视听艺术

手段加以转化，在电影视听环境中去发

扬光大。

安娥由袁淑梅饰演。她是著名评剧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第十四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第二届中华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获得者；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艺

德楷模获得者；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

代表，河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

政协十二届常委会委员；省管优秀专家，

省燕赵文化英才，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石家庄市文联副主席；石家庄市评

剧院一团领衔主演。袁淑梅从 1976 年学

艺开始，到担当领衔主演，在 45 年来的艺

术生涯中，既有对艺术创新的思考，也有

在奋斗中的坚韧与艰辛，但她总是那样

豁达、向上，充满了激情。袁淑梅以唱念

做打文武兼备、嗓音圆润甜美、表演朴实

大方、戏路宽广为特点，在评剧界颇有名

气。她演出的剧目既有古装戏，也有现

代戏；既演花旦戏，又演青衣戏，且最擅

长刀马、武旦戏，还能扮演老旦、彩旦等，

堪称文武全才。她主演的《花为媒》、《刘

巧儿》、《乾坤带》、《张羽煮海》、《杨三姐

告状》、《天山丽人》等精彩演唱渗透着新

（凤霞）派风采；而《秦香莲》唱腔低回委

婉，颇有白（玉霜）派韵味；《半把剪刀》从

青衣演到老旦；她主演的传统戏《杨八姐

游春》、《红珠女》、《五彩水晶山》有文有

武，唱念做打俱佳。尤其是新排现代戏

《神河口》、《淀上人家》、《西柏坡》、《月

嫂》、《安娥》更具有贴近生活、反映时代

的特点，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

程中，砥砺前进，成果显著。袁淑梅从艺

45 年来，不负韶华，令人赞叹。

电影特写镜头艺术手段的运用，突

出和放大了袁淑梅扮相的“魅”，凸显了

其眼神中的“情”，以及袁淑梅版安娥形

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韵”。尤其还要

说的是袁淑梅的声腔，饱有新(凤霞)派风

彩和韵味。《安娥》剧中五个核心唱段声

声入耳，字字入心。可谓声情并茂，形色

绝伦，更有辅以电影交响乐伴奏的效果，

大大超越了戏曲舞台剧场效果的感染

力。

红花绿叶扶，好汉众人帮。袁淑梅

以自已的德艺双馨、初心使命和责任担

当，羸得了各级领导、专家、同行支持，在

众多艺术家助力下，将河北籍安娥的艺

术形象，通过河北人袁淑梅饰演，不断打

磨完善，最终得到业界和观众认可。相

信近期在这里举行的电影首映礼及规模

空前的专家研讨会，将成为河北石家庄

市的“城市记忆”。

（作者为中国影协理事、河北省影视

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