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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曙光表示，战争题材影片是天然的

主流大片。近年来，新一代中国电影人在

继承国产战争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利用

新的表达方式和工业化手段，拍摄出了新

时代的战争大片。他认为，国产战争片还

有丰富的拓展空间。

胡克认为，电影《上甘岭》、《高山下的

花环》等影片，都是在战争这个大背景下，

刻画了多个优秀的人物形象，甚至揭示出

了一些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些都

是战争题材影片的典范。安澜同样表示，

如果能够以战争为背景，拍摄战争下普通

人的情感和个体命运，将很有可能成为一

部优秀的作品，但这样的电影也给电影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胡克告诉记者，如《集结号》、《南京！

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除了表现战

争的残酷外，均做了更丰富的表达和对于

战争的反思，也是国产战争片创作的一种

尝试。饶曙光表示：“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新

尝试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他们也对战争片

创作的思路开拓做出了贡献。”

战争残酷性、对战争的反思，以及战争

年代人们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人类

共通的情感。“拍摄表现上述内容的战争片

会对创作者的要求更高，但这些影片也是

更容易走向世界的作品。”安澜说。

在胡克看来，中国的战争影片有两个

主要任务，一个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激

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另一个近些年随着中

国国力的增强，战争片还肩负着增强民族

自信和体现大国责任担当的使命。无论是

《战狼》系列，还是《红海行动》，都让大国尊

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这些影

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

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

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

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

光。

采访中，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国产战争

片还可以融入更多的元素，比如利用科幻

的形式来呈现也未尝不可。

◎从微观切入，讲述战争背景下的人和事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

军事题材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军事题材电影包括所有与军事有关的电

影，不管是直接表现战争场面，还是以战争

为背景表现人物命运，都属于军事战争片。

安澜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

影人拍摄了一批以写人为主的战争片。“这

些影片把重点放在了基层指战员，写出了

真实战争下的人的生活状态，非常感人。”

1955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董

存瑞》便是这样一部影片。《董存瑞》虽然是

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但创作者把绝

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塑造董存瑞这个人物

上。更可贵的是，影片通过精心选择的生

活片断，展示了人物的成长轨迹，表现了董

存瑞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

《狼牙山五壮士》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五位

八路军战士为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

移，和日军作战到弹尽粮绝后跳下山崖的悲

壮故事。影片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

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精神

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虽然是军事教

学片，但剧情依旧生动、感人。例如《地雷

战》，影片以黄村民兵在威震敌胆的地雷战

中大显身手的史实为素材，处理得质朴而灵

活。民兵英雄的勇敢、智慧、不屈不挠与日

寇的狡诈、凶险和残酷形成尖锐的对峙，并

在反复较量中展现出各自的形象特征。

而最让胡克感慨的，还是 1963 年北京

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小兵张嘎》。该片改编

自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讲述了小嘎

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

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战士的故

事。“虽然是一部战争影片，但该片很好地

融入了轻喜剧的元素，其中的分寸拿捏非

常到位。”胡克表示，《小兵张嘎》的成功，得

益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电影工作者对

战争题材影片创作的双重自信。

在饶曙光看来，对于中国军事题材电影

的创作来说，尤其是要注重人物的塑造，特别

是塑造战争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正是影片中

的人物性格、情感能够有效吸引观众。”他告

诉记者，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电影特效技术为战争片提供了更好的视

听效果。与此同时，优秀的人物形象，能够让

军事战争片更容易和观众产生共鸣。

由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和《战狼 2》
中，便塑造了冷锋这个中国现代特种兵的

形象。《战狼》在 2015年上映后很快成为一

匹黑马。上映三天破亿，四天破两亿，七天

破三亿等成绩让很多人大跌眼镜。2017年

暑期档，吴京自导自演《战狼2》上映后迅速

显示出它在市场中的“统治力”。56.9亿元

的票房纪录保持至今。在《战狼》系列中，

吴京成功塑造了一个类似好莱坞电影里常

见的个人主义英雄，但影片的核心仍是歌

颂集体主义精神，给予每一个中国观众自

信心和自豪感。

2016年，由彭顺执导，刘恒编剧，刘烨、

王珞丹等主演《我的战争》，讲述了一群平

凡又伟大的年轻人为了保卫国家毅然决然

远赴他乡，在残酷的战场上所发生的那些

关于爱情、友情、亲情的传奇故事。影片在

拍出战争的残酷性、真实感的同时，更体现

了爱情、亲情、友情，塑造了孙北川、孟三

夏、张洛东、王文珺、刘诗文等人物群像。

2018 年，导演高希希执导的影片《八

子》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赣南老区，一位

母亲将自己的八个儿子送上战场，追随中

国共产党，为了光明的新中国前赴后继、浴

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八子》让发生在革命

老区的真实故事走向中国、世界，让大家都

知道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一群普通农民前赴

后继为国家利益为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家

国情怀和精神状态。

此外，除了去年疫情期间拍摄上映的

《八佰》、《金刚川》，今年暑期临时撤档的

《长津湖》，张艺谋执导的《狙击手》、程耳执

导的《无名》，以及《铁道英雄》等同类题材

新片，也将于不久之后问世。

创作了大半辈子战争片的安澜谈及如

何拍好影片时，特别强调创作者应该尊重

历史、注重细节。他回忆说，早期的中国电

影人之所以能够拍出大量优秀的战争影

片，除了出色的艺术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他

们很多都亲身经历过战争，即使没有经历

过战争，在拍摄之前，很多主创都下部队体

验生活。“在八一厂，拍摄前下部队体验生

活是一个传统，也是我们的优势。”安澜说，

去部队体验生活，不仅可以学习如何拿枪

等细节，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是战士，什么

是战争，这对于战争电影的创作至关重

要。吴京在拍摄《战狼》之前，就在特种部

队基层待了18个月体验生活。这也是影片

成功的基础。

安澜表示，战争场面的细节是一部战

争片的“试金石”，如今的战争片在特效技

术的帮助下确实更加好看，但一些年轻创

作者由于缺少部队生活的经验，经常会在

一些细节上犯常识性错误。“从战争时的队

形，到战士身上干粮袋、子弹袋等细节，再

到武器的细节，虽然都是小瑕疵，但一部优

秀作品的关键，正是在这些细节之处，往往

几个小瑕疵，破坏了影片整体的真实性。”

此外他还表示，目前为战争片提供枪

炮、坦克等道具的机构仍很少。“现在是有

钱买不到，希望为战争片提供支持的产业

链今后能够更加完整。”除了细节外，更重

要的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在拍摄中要做

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拍好战争片需尊重历史、注重细节

◎国产战争片还需开拓题材、深挖主题

本报讯 由郑晓龙执导、王小平

执笔的奇幻爱情电影《图兰朵：魔

咒缘起》近日发布先导预告及人物

海报，演员全阵容首次曝光。该片

由关晓彤、迪伦·斯普罗斯、胡军、

SNH48 林思意、王嘉、邹兆龙领衔

主演，姜文友情出演，苏菲·玛索、

文森特·佩雷斯特别出演。

预告片中，该电影的大片质感

呼之欲出——大气威严的王城、浩

浩荡荡的军队、沙漠中行走的驼

队、夜空盛放的烟火、织机的丝线

交织缠绕，诡异可怖的骷髅似要破

屏而出。同时，影片故事也初现端

倪：图兰朵公主误戴三色镯遭魔咒

缠身，即将陷入疯魔；大汗以举国

之力走遍四海八荒，寻找能够破除

邪恶诅咒的人；三只镯对三道谜，

无数人以命赌谜却无一善终。与

图兰朵公主互相倾慕的“蓝眼睛”

卡拉夫自告奋勇，为解救心上人以

身犯险，前路未卜……在预告的结

尾，他究竟是谁？观众只能到电影

院探寻答案。

《图兰朵：魔咒缘起》的创作

启发于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

契尼最具影响力作品之一的歌剧

《图兰朵》。导演郑晓龙和编剧王

小平透露影片的起源来自朋友的

提议——将歌剧《图兰朵》改编搬

上大银幕。两人就此事讨论多年，

直到从“三色镯”这一关键物品中

找到灵感。王小平决定开创性地

用“三色镯之谜”解构经典，创作

了小说《三色镯》，重构东方公主

图兰朵的故事。影片在小说的基

础上，借助震撼的视效设计、细致

的镜头语言、丰富的中西方文化

元素，最终将小说中构建的充满

奇幻色彩的图兰朵世界呈现在观

众眼前。

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由东

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中传嘉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承像传媒（厦门）有限公司、光环时

代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引力影视投

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图兰朵：魔咒缘起》首发预告海报

本报讯 8 月 20 日，电影《四海》

正式于广州杀青，导演韩寒特地为

剧组写了一封手写信，“谢谢大家的

帮助和付出，归期岂烂漫，别意终感

激，千言万语都不在语中，愿我们后

会有期，祝大家快乐顺意。”

这是韩寒导演的第四部电影，此

前官方发布了电影全阵容：刘昊然、刘

浩存、沈腾、尹正、周奇、张宥浩、乔杉、

冯绍峰、王彦霖、高华阳出演，黄晓明、

陈小春、万梓良、吴彦姝特别出演。

电影讲述了擅长摩托车特技的

少年吴仁耀（刘昊然饰）与他多年未

见的父亲吴仁腾（沈腾饰）再度相

逢，此时女孩欢颂（刘浩存饰）和她

哥哥的车队又意外闯入他们的生

活，少年阿耀究竟收获的是朋友还

是敌人，是快乐还是烦恼？他们终

将名扬四海还是四海为家？

据悉，该片定档 2022 年大年

初一。 （影子）

《四海》广州杀青

本报讯 随着为期三个月的内

部压力测试工作临近尾声，北京环

球度假区宣布将于 9 月 1 日正式开

启试运行。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基

于疫情防控要求，在每日限流的基

础上推进试运行测试和演练工

作。试运行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

将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严格

落实多项运营管理措施，北京环球

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以及两家度假酒店——环球影城

大酒店、诺金度假酒店仅对受邀客

人开放，受邀客人包括部分度假区

合作伙伴，以及正式市场推广活动

中选中的部分粉丝。

试运行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

将根据运行测试需要逐步开放设施

和服务，受邀客人将在指定日期体

验主题公园中部分景点、娱乐设施、

演出和餐饮服务。北京环球度假区

将基于受邀客人的体验和反馈不断

完善运营水平和服务细节，持续推

进盛大开园前的运营筹备工作。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

北京环球度假区与疾控部门保持

紧密沟通，共同制定了周密的疫情

防控计划，确保试运行期间每一位

受邀客人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

全。园区运营的各个环节细致落

实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包括入园

客人健康筛查，强化园区各个场所

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引导客人保持

安全距离等多项举措。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所有受邀客人需提前上

传身份信息，在入园时出示有效的

健康宝，进行验码测温，并确保在

游览过程中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密切关注

疫情防控动态，及时根据疫情状况

及试运行测试需要合理调整试运

行安排。

（影子）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1日开启试运行

本报讯 由江苏省兴化本土作

家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改编的

电影《垛上花》将于8月27日全国影

院上映，华诚电影电视数字节目有

限公司负责影片发行。

日前，《垛上花》发布了全新剧

情预告及海报。影片以“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为创

作背景，描述了新时代女村官叶梦

虹聚焦垛田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实

现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

该片由江苏全线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泰州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兴化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泰州市垛上花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创业题材电影《垛上花》发新预告

本报讯 中国电影制片

人协会副秘书长、优秀儿

童电影导演齐为民，因病

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在北

京康复医院逝世，享年 54
岁。

齐为民，中国资深电

影制片人、导演，自从业

以来，热爱电影事业，努

力学习、勤奋工作、团结

同志、助人为乐，曾执导

《派饭》、《一江明烛》、《考

试》、《夏天，有风吹过》等

十余部儿童电影。生前致

力 于 公 益 事 业 和 发 展 儿

童、残障等特殊群体影视

作品的推广宣传工作，先

后参与组织巫山神女杯艺

术电影周、秦皇岛残障儿

童电影周等重要活动。以

“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名

义在全国捐赠图书和电影

光盘 60 多次，为儿童电影

和残障电影事业作出了突

出贡献。

（李佳蕾）

优秀儿童电影导演齐为民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