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把《中国医生》称作主旋律电

影，但针对这样的主旋律电影现在有个

更流行的说法：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

影即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不同于说教

意味浓重、教化功能明显、人物塑造扁

平、表现手法单一的传统主旋律影片，新

主流电影表达上要符合时代潮流、创作

上要符合商业叙事，制作上要符合市场

需求、宣发上要符合市场规律，但仍然坚

持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立意表

达。新主流电影更多地向商业化和市场

化靠拢，在承担弘扬主旋律责任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照顾普通观众，能够与观众

有交流并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中国

医生》就是这样的新主流电影。

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探索其实从新

世纪初的《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

便已初露端倪，但正式开始还得从 2009
年的《建国大业》算起，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礼，该片邀请了众多一线明星出

演，当时的国内观众从来没有见过如此

群星云集的阵仗，影片在年度总票房只

有 101 亿的 2009 年便斩获了 4.2 亿票房，

一举拿下当年的年度票房冠军。此后，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和今年刚刚上

映的《1921》都是相同的操作模式，但只

有国家级的重磅题材才可以采用这种方

式，所以此类操作模式并不容易复制。

另外一种模式表现突出，自《唐山大地

震》、《十月围城》，到 2014 年底上映的

《智取威虎山》票房突破 8 亿，给电影市

场呈现出了新的主旋律模式，即主旋律

影片类型化。用类型片的拍法拍摄主旋

律题材，似乎之前从没人这么干过。值

得一提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出品方正是

《中国医生》的项目主控方博纳影业。

博纳影业借助徐克、林超贤和刘伟

强等香港导演擅长拍类型片的优势和中

国众多优质的重大题材，投资制作了一

大批新主流电影，至此，博纳影业正式开

始了主旋律题材的商业化探索之路，相

继推出了“中国力量三部曲”（《湄公河

行动》、《红海行动》和《紧急救援》）、“中

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

刻》和《中国机长》）和“中国胜利三部

曲 ”（《中 国 医 生》、《长 津 湖》和《无

名》）。除了还未上映的《长津湖》和《无

名》，上述影片均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

成绩和舆论反响。除博纳影业之外，也

有其他一些影片如《战狼》系列、“我和

我的”系列等，也都大获成功，这些影片

中有很多已经不再拘泥于真实历史事

件或真实现实题材，故事改编更为大

胆，类型化呈现也更加突出，深受广大

观众的喜爱。

回过头来看，市场空间决定影片的

投资大小，而影片的投资大小决定是否

可以采用一线明星和是否可以进行顶级

制作。正是因为国内电影市场经过这些

年的爆炸式增长，才有了这些高投资大

制作的精品新主流电影的生存空间，也

正是由于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和电

影市场的逐步成熟，中国观众才有机会

在影院里看到这些讲述中国故事的优质

国产大片。可以说，是这个新时代成就

了新主流电影，也成全了喜爱新主流电

影的观众。

《中国医生》是新时代下涌现出来的

众多新主流电影的又一个代表，这离不

开影片主创的精益求精，也离不开电影

宣发团队的尽心竭力，同时也离不开当

下特殊的时代背景。新主流电影就应该

像《中国医生》一样，讲好中国动人故事、

塑造中国英雄形象、贴合新时代背景、展

现新时代精神，这才是新时代中国电影

的主旋律。

◎新时代的新主流电影

（上接第3版）

《我的父亲焦裕禄》总监制焦守云：

父亲走到哪，我要跟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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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6日，再现西藏民主

改革和改革开放繁荣发展、反映农牧

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电影《布德之路》

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了首场放

映。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张宏，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

长饶曙光，国家一级导演、影片导演

鲁坚，《文艺报》艺术部主任、编审高

小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赵军

等与媒体代表一起观看了影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电影

主创没能来现场，他们用视频连线的

方式与在场嘉宾互动致辞。影片宣

发总监赵军在现场宣读中共巴青县

委宣传部祝贺函，对研讨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赵军还在现场宣布，《布

德之路》将于 9月 3日在全国院线上

映。

观影结束后，《布德之路》的主题

研讨会也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

行。影片主创分享了创作的幕后故

事，与会专家对影片做出了高度评

价，称这是一部“主题宏大、场面震

撼、结构缜密、人物鲜活、制作精良的

西藏农奴史诗电影”，“希望电影上映

的时候会让更多年轻观众深刻地体

会和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

谁付出的艰辛和牺牲换来的。”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的献礼

片，《布德之路》（原名《草原英雄布

德》）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共

那曲市委员会宣传部联合摄制，由鲁

坚执导，多布杰、阿旺仁青、索珍·索

朗卓嘎和央金卓嘎等主演。

影片首度将著名草原英雄布德

的光辉事迹搬上银幕，为了打造《布

德之路》这部史诗力作，台前幕后的

所有电影人都倾注了无数心血。《布

德之路》使用了全部能够使用得上

的西藏创作元素，鲁坚大量地查找

了七十年前的各种西藏历史资料，

翻阅了无数西藏人物回忆录，走访

在西藏经历跨越千年巨变的身份各

异的老人们。

定档发布会上，主创代表鲁坚上

台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他说自己最看

重电影的可看性，电影不拍好一定不

会让它与观众见面。《布德之路》的拍

摄从藏北到藏南，纵跨数万公里，转

场达六七次，平均拍摄海拔为 4000
米，剧组人员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因

此观众可以在影片中尽情饱览西藏

的壮美，体会史诗般的传奇。

鲁坚还介绍了这部电影从筹备

到拍摄经历的种种艰难过程以及重

要拍摄意义。他表示这部电影“非常

难拍”，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全剧组的人坚持要把

电影拍到最好，每个藏族演员都坚持

不用替身，不拍好电影誓不罢休，用

最纯粹的创作心态来完成对艺术创

作的追求。

张宏表示，这是一部带着心、带

着灵魂去拍的电影，能看得出来导演

对电影投入的情感，他所拍摄出的经

历是难以忘怀的。“这是一部民族的

史诗，它是具有壮美的民族美学，是

深刻的历史记忆，是温暖的现实观

照，鲜明的人物刻画，感人的戏剧高

潮，值得所有观众观看。”饶曙光对

《布德之路》也表示了极高的期许与

高度的肯定，“我特别期待这样的电

影，看完电影以后我觉得很兴奋，在

恰当的时间，出现了恰当的电影，这

是藏族电影中标志性的电影，具有特

别的意义和价值，影片描写了布德与

母亲的感情，与妻子的感情，数段情

辗转曲折、令人感慨，虽然这是一部

主旋律电影，但把‘人情味’发挥到极

致，本片充满了极大的共情性，一定

能够给多个年龄层的观众很深刻的

共鸣。”

高小立认为，电影的故事性极

强、观赏性较好，讲述了草原英雄的

传奇史诗，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布

德曾经发自内心地说，是妻子嘎巴给

了他活下去的勇气，是有情有义的

人；布德同样深情说，是金珠玛米解

放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就是影

片丰富独到地对于西藏巨变带来人

性升华的深切解读。 （姬政鹏）

本报讯 由赵天宇导演，徐帆、张

婧仪、许亚军领衔主演，张歆艺特别

出演，吴彦姝、李程彬、韩云云主演，

陈明昊友情出演的电影《关于我妈的

一切》近日释出“我是季佩珍”徐帆特

辑。拍摄现场，徐帆分享了自己对季

佩珍一角的理解与共鸣，与观众一起

走近这位平凡却不普通的母亲。拍

摄时，她入木三分的演绎更令导演赵

天宇以及在场的工作人员纷纷感动

落泪。据悉，影片已入围第 11 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参与角逐

天坛奖。目前电影已定档 9 月 19 日

中秋档上映。

特辑中，妈妈季佩珍（徐帆 饰）

遭遇女儿李小美（张婧仪 饰）任性抱

怨。叛逆的小美嫌弃妈妈总是很唠

叨，认为“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

决”，而母亲却因为身患重病，急切地

希望能在最后的时间里见证孩子成

长为独当一面的大人，母女之间的代

际矛盾一触即发。徐帆坦言，在拍摄

时会从子女的角度换位思考进行解

读：“（孩子们会觉得）不管我回不回

家，我妈妈就在那儿”。但反观妈妈

们只会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了”，这种双视角的理解，使她更好地

沉浸到故事中，真正与角色形成灵魂

共振。全情投入的演绎令饰演女儿

李小美的张婧仪在谈到与徐帆的合

作感受时表示，每天和徐帆呆在一起

的时候，“会越来越有那种熟悉的感

觉，想到要杀青了会舍不得。”

除了多视角对角色的理解，“真

实感”更是演绎这个故事的核心关

键。徐帆表示饰演季佩珍一角也让

她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女儿：“演的时

候就在想，我女儿以后长大了，会不

会也对我说这些话。”并感叹道“每个

人看了都会觉得（这部影片）跟我的

生活相近”。电影从现实生活中取

材，又以细腻的描绘投射进生活本

身，打造出真实可感的情感体验。正

如张婧仪在回忆表演中那些母女间

互动细节时所说“这也太生活了，我

妈妈也会对我这样做”。

特辑中还曝光了一场母女争吵

戏份的花絮，徐帆将母亲不常表现的

脆弱与无助诠释得触动人心，她眼中

含泪，声音颤抖地问道：“你这么说，

是想气妈妈是吗？”导演赵天宇也被

台词中的隐忍的爱意触动落泪，直言

“帆姐真棒”。但是无论如何争吵，亲

情永远割舍不断。影片对生活细节

的刻画和对母女关系的探讨，都是真

实生活的写照。对于片中的母女矛

盾，徐帆表示“总是两代人，看问题的

角度就不一样”，因此需要付出更多

努力来理解彼此。

《关于我妈的一切》讲述了身为

教师的季佩珍（徐帆 饰）刚刚退休，

本以为会拥有些自己的时间，却被查

出了恶性肿瘤四期。而她是这个家

的灵魂所在，对于每一位家人，季佩

珍都放心不下。强烈的情绪冲击和

真挚感人的故事引发了大量共鸣，有

网友看过预告片和特辑后留言称：

“在预告里看到我妈的样子，不由自

主就代入进去了！”

《关于我妈的一切》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喜焰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北京天和万象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喜焰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由珠江影业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之江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北

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深圳

市子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陕西

国桓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耀

影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布德之路》观影研讨会在京举行

获赞“西藏电影标杆之作”

《关于我妈的一切》发
“我是季佩珍”徐帆特辑

8 月 6 日，电影《我的父亲焦裕

禄》正式上映。这是继 1990 年电影

《焦裕禄》、2012年电视剧《焦裕禄》之

后，焦裕禄的形象第三次在影视作品

中呈现。不同于以往，焦裕禄的家人

此次全程参与了电影的制作拍摄，影

片也首次展现了焦裕禄的家庭故事。

《我的父亲焦裕禄》改编自焦裕

禄的二女儿焦守云的口述回忆，影片

以子女视角将焦裕禄的光辉一生娓

娓道来。

作为电影总监制，从项目筹备，

到找编剧、找导演，选演员，再到剧组

的每一次的转场，快 70 岁的焦守云

一定要亲力亲为，一天都没落下，她

说，“我想父亲走到哪，我要跟到哪

呀，我才能放心。”

把父亲的故事再次搬上银幕，焦

守云想帮母亲完成临终遗愿。焦守

云回忆，鲜有人知，父亲焦裕禄是哈

工大的高材生，父亲会拉二胡、会吹

小号、演过歌剧，在工厂工作时，为了

跟苏联专家顺畅交流，还自学了俄

语。母亲一直希望影视作品中的父

亲，能够还原现实生活中父亲的高大

以及聪明、刻苦的形象。

《我的父亲焦裕禄》拍摄时，焦守

云将真实的家庭故事加入其中，影片

中的焦裕禄，不仅是心中“装着人民”

的好书记，焦守云说，“他还是爱我

们、爱妈妈、爱奶奶的我的爸爸。他

一直和我在一起。”

完成母亲的遗愿

焦守云说，拍《我的父亲焦裕禄》

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

愿。焦守云知道，母亲一直希望，影

视作品中的父亲能够多还原一些父

亲生活中的样子。

她记得，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念

叨，你爸爸个子高，有1米78，跟苏联

专家站在一起都不显得矮。有时聊

起父亲，母亲还会加上一句“你们姊

妹 6 个，哪一个也没有比上爸爸”。

在妈妈的描述中，爸爸有两个特点：

特别聪明、特别刻苦。

焦守云回忆，父亲的业余爱好

多，“比如说玩乐器，他从小就拉二

胡，他的小号也吹得特别好，他还演

过歌剧，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是

文工团员。”不止如此，父亲还是哈工

大的高材生，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的时候，父亲

为学俄语，还专门去学了跳舞，“他要

学俄语，苏联专家就说我们上班就上

班，下班就跳舞，没时间教你。就因

为这句话，他又学会了跳舞。”

焦守云透露，找郭晓冬出演父亲

焦裕禄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郭晓冬跟

父亲一样，都是山东人，长得高高大

大，跟父亲的身材很像，同时他身上

也有着山东人的那股劲儿。

在焦守云的记忆里，父亲很喜欢

孩子，“尽管他总是开会、下乡，但只

要他在家，就会陪我们玩，带着我们

劳动，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唱歌。”

父亲还是一个大孝子，“我们山

东老家是一个大孝文化之乡，城市标

志就是一个孝父，特别讲究孝道。”电

影里，焦裕禄去世前，带妻儿最后一

次回老家，临走，跪在村口给母亲磕

了三个响头，不少观众在这一幕“破

防”了。焦守云说，那次回老家，“他

心里有数，我奶奶心里也有数，都知

道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他们的心

情都很复杂。”

电影里出现的家里的生活，很多

都来自于焦守云和家人的亲身经

历。她说，父亲走后，他们兄弟姐妹

一下子就长大了。

想喊爸爸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焦家一共有六个孩子，焦守云排

行老三，是焦裕禄的第二个女儿。父

亲去世那年，焦守云11岁。

离开父亲的 57 年间，焦守云心

中最大的遗憾的莫过于“想喊爸爸的

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了”。

焦守云 2岁起，跟着奶奶在山东

老家生活，小时候跟父亲总有些生

分。“我奶奶是个小脚，每年领着我到

爸爸妈妈那里，比如他们在哈尔滨、

在大连、在洛阳，他们在哪儿，我们就

走到哪儿，在那儿住一个月、两个

月。但是还是生分。”

11岁，焦守云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生活，她还记得，父亲到老家接她时，

拿出糖果给她吃，想让她喊爸爸，可

因为分离时间太长，她对父亲很生

疏，喊不出口。回到兰考后没多久，

父亲就走了。“现在想来，我最遗憾的

事情就是没多喊几声爸爸。”

电影拍期间，剧组辗转河南兰

考、河南洛阳、山东淄博、宁夏银川、

内蒙古自治区多地取景。一次次的

转场，焦守云全程跟着，虽然年近70，
但她还是想尽可能地亲力亲为，她

说，“父亲走到哪，我要跟到哪呀，我

才能放心。”

力求真实，细节处还原历史

焦裕禄的光辉事迹感染着每一

位剧组主创。

在电影中饰演焦裕禄的郭晓冬

接到这一角色后，推掉了 5个月的行

程，全身心投入到人物塑造中。为贴

近角色，郭晓东坚持减重 30斤，从形

体和表演等各方面还原了焦书记饱

经风霜、单薄瘦削的形象。有观众看

了他的表演，连连称赞：“把焦书记演

活了！”

而为了还原真实的焦裕禄，电

影摄制组还去到了山东焦裕禄出

生时的院子实地拍摄。在焦裕禄

曾经工作了 9 年的洛阳矿山机械厂

里，摄制组来到焦裕禄亲手盖的车

间中进行拍摄，在这里，由焦裕禄

主 持 研 制 成 功 了 中 国 第 一 台 卷

扬机。

电影中，焦裕禄带领县委干部冒

着暴雨不顾病痛折磨与自身安危，蹚

着齐腰深的积水挨家挨户搜救百

姓。拍摄这场戏时，剧组为还原内涝

的真实场面搭建实景灌水，也使得房

屋被洪流冲垮的镜头更加逼真。

看完《我的父亲焦裕禄》的成片，

焦守云说，“这就是我心里的父亲，他

不仅是别人眼里优秀的县委书记，他

还是爱我们、爱妈妈、爱奶奶的我的

爸爸。”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