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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 卫

本报讯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

《诗》近日正式发布主演阵容，角色

海报上，领衔主演章子怡、黄轩、袁

近辉，主演陈道明、海清、任思诺、彭

昱畅、李乃文、耿乐、杜江一一亮

相。章子怡、黄轩首度合作演夫妻

分别饰演“母亲”、“父亲”，他们都是

为“东方红一号”奉献青春的第一代

中国航天人。“老戏骨”陈道明惊喜

加盟，和海清饰演成年兄妹，展现了

一个家庭里两代航天人的使命传

承。章子怡导演的首部电影作品，

以 1969年我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

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以一个

普通航天家庭为切口，展现父母一

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

以此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国庆三部曲”系列前作《我和

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连续两

年斩获国庆档票房口碑双收的佳

绩，优异的市场表现也令同系列接

棒力作《我和我的父辈》备受关注。

《我和我的父辈》延用前两部多位导

演集体创作的方式，以世代为章，也

将以细腻的手法唤起全民心底最深

处的情感共鸣。电影《我和我的父

辈》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执

导，将于10月1日全国上映。

《诗》展现中国第一代

航天家庭奋斗群像

章子怡执导的《我和我的父辈》

之《诗》，讲述了 1969年中国首颗人

造卫星发射前夕一个普通航天家庭

牺牲奉献的感人故事。角色海报还

原时代质感，在细微之中展现了那

个艰苦而又温暖的年代，以及义无

反顾踏上征途的第一代航天人。众

角色齐聚 60年代末大西北的“长征

一号”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将一个

航天家庭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章子怡一头60年代偏分短发造

型，饰演一位火药雕刻师；“父亲”黄

轩头戴解放帽，两人衣着朴素、白手

起家，但掩不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干事决心。袁近辉、任思诺饰演幼

年兄妹，跟着父母在研制基地长大。

首度曝光的陈道明、海清则饰演成年

兄妹，海清一身宇航员造型登场，从

父母一辈埋头科研到女儿今朝“飞

天”圆梦，两代航天人身体力行地完

成了航天梦想的使命传承。此外，

“助手”彭昱畅、“总工程师”耿乐、“同

事”李乃文、杜江等为“长征一号”火

箭发动机研制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们也逐一亮相，他们是那一代航天人

艰苦奋斗的缩影，他们每个人背后都

站着一个默默守护、无私付出的航天

家庭。电影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

射背后的故事出发，描绘了一幅中国

航天工作者将青春献给国防科技事

业的奋斗群像。

章子怡致敬父母一辈

表现航天精神代代传承

《我和我的父辈》之《诗》中，从

章子怡、黄轩饰演的父母一辈艰难

垦荒，到海清饰演的后代继承梦想

驰骋宇宙，勇于探索、勇攀高峰的航

天精神在这个家庭中代代传承。现

实中也有不少子承父业的航天家

庭，比如被誉为“雕刻火药的大国工

匠”的火药雕刻师徐立平。徐立平

夫妻二人都成长在航天家庭中，是

名副其实的“航二代”，在父母的言

传身教中，他们继承了老一辈航天

人的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奋

斗着。在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角色

正是第一代火药雕刻师，他们的工

作与烈能性燃料相伴，随时面临生

命危险。章子怡以这个最危险的职

业，致敬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艰苦

付出，难以想象当年的他们面临怎

样的艰难抉择，她以“诗”为名，“用

真挚浓郁的情感，表达对父母一辈

们无私奉献的敬意”。

导演章子怡领衔一众实力派演

员，回望“两弹一星”时期的父母一

辈，表达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航天精神。电影中的“诗”，源自

黄轩告诉孩子自己的工作是“在天

上写诗”，一语道出了中国航天人的

浪漫。自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

发射成功以来，中国航天人不断开

拓征服星辰大海的征程，“神舟”飞

天，“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多

年上下求索，几番探索苍穹。此时

此刻，“神舟十二号”三位英雄航天

员正在遨游太空，他们即将完成三

个月的航行任务，预计 9 月中旬返

航。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前赴后继地

逐梦太空，在茫茫宇宙中不断书写

属于自己的伟大诗篇。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章子怡《我和我的父辈》之《诗》公布全阵容

陈道明海清加盟“航天家庭”

《通知》要求严格内容监管。严管

综艺节目，健全审批机制。严禁选用

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节目。持续开展

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整治工作。树立正

确审美观，加强文艺创作审美导向把

关。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提升游

戏文化内涵。压实游戏平台主体责

任，推进防沉迷系统接入，完善实名验

证技术。

《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

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

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规范明星

广告代言。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艺人

经纪。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资格认证

制度。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构、网络

表演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发挥行业

协会作用，强化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

积极开展道德评议，及时对违法失德

人员和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

司、明星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

惩戒。

《通知》指出，要加强教育培

训。丰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手

段，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明确红线底

线。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学

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引导树立

正确价值观。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未

成年人参加偶像团组和线下应援活

动。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强化“饭

圈”集资乱象、不良网贷等负面案例

的警示教育作用。

《通知》指出，要完善制度保

障。健全法律法规，推进依法管

理。研究制定粉丝社群管理、经纪

公司管理、直播管理、演艺明星金

融产品和游戏产品代言管理等监

管规则。

《通知》指出，要加强舆论宣

传。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从业人员

崇德尚艺。强化舆论监督，营造良

好环境。发挥文艺批评作用，引导

正确审美。

《通知》强调，要强化组织领

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塑造什么样的未

来人”的重要性，严格落实主管和属

地责任，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细化完善工

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加强工作联动，构建多领域、跨部门

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

同时，中央宣传部还就进一步

持续整治“饭圈”乱象作了专门部

署。从强化综艺节目管理、强化榜

单产品管理、强化粉丝消费管理、强

化粉丝互动管理、强化明星经纪管

理、强化明星自我约束、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限制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

等八个方面着力，坚决抵制造星炒

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

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索构

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

年健康成长。

（上接第1版）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近日，

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就文娱领域

综合治理工作作了专题部署。中央

宣传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情

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开展此项工作

的总体考虑。

答：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

了大量优秀作品，特别是围绕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了一

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精品力作，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承担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文娱行业在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

时，有关主管部门就深化影视业综合

改革、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强化网

络内容监管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

明星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

低俗信息炒作和劣迹艺人管理等不

断加大整治力度，取得一定成效。但

也要看到，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

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

题有以新方式新手段死灰复燃迹象，

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

“耽改”之风等新情况新问题迭出，一

些从业人员政治素养不高、法律意识

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失德言行

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

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促进文娱行业

健康发展，回应人民群众呼声，中央

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近期集中开展

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并建立长效

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综合施

策，有力规范市场秩序，坚决遏制行

业不良倾向，有效廓清文娱领域风

气，积极引领向上向善社会风尚。

问：此项工作明确强调“综合治

理”，请问主要包括哪些工作内容？

答：文娱领域存在的这些不良

现象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复杂性

强，必须进行全方位综合治理。我

们将从七个方面着手：一是规范市

场秩序，二是压实平台责任，三是

严格内容监管，四是强化行业管

理，五是加强教育培训，六是完善

制度保障，七是加强舆论宣传。突

出问题导向，各部门协同发力，既

要加强源头治理，又要做到全链条

覆盖；既要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

又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达到标本

兼治的效果。

问：最近一段时间，文娱领域连

续出现个别从业人员违法失德言

行。此次综合治理工作对加强从业

人员的职业素养、行为规范和发挥

行业协会作用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

措施和要求？

答：随着文娱行业创作、生产、

传播、消费方式日趋多样化，文娱领

域从业人员结构更复杂、思想更活

跃、流动性更大，全面提升从业人员

遵纪守法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加

强行为规范，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势

在必行。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强化

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

惩处。规范明星广告代言，将明星、

企业、媒体等相关方全部纳入监管

视野。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艺人经

纪。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资格认证

制度。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构、网

络表演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通知

指出，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实

现自我约束管理。强化行业协会职

业道德委员会职能，积极开展道德

评议，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容

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明星工

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问：这次综合治理工作中，对压

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提出了明确要

求，这是基于哪些方面考虑？

答：平台在娱乐信息的传播、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等方面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也要看到，

一些平台追求流量至上，忽视社会

责任，不重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统一，在内容生产、审核、传播等

环节把关不严，甚至对不良现象起

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推动各

类平台有效管理、有序运行，至关

重要。通知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相

关要求，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

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加强明星粉

丝团、后援会账号约束管理。切实

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处

置互撕信息。对发现不及时、管理

不到位的网站平台，将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严肃处罚。同时提出要对牟

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加大查处力

度，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

问：我们注意到，在开展文娱领

域综合治理的同时，也部署了“饭

圈”乱象专项综合整治工作。此前，

相关部门对“饭圈”乱象开展了专项

行动，请问综合整治工作有哪些更

进一步的举措？

答：近年来，随着粉丝经济的发

展，不良“饭圈”现象也呈现出愈演

愈烈的趋势。拉踩引战、攀比炫富、

人肉搜索、刷榜控评等问题屡见不

鲜，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推动粉

丝文化良性发展，建设清朗网络生

态，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

行动基础上，此次将持续从八个方

面进一步加强全面整治：一是强化

综艺节目管理，二是强化榜单产品

管理，三是强化粉丝消费管理，四是

强化粉丝互动管理，五是强化明星

经纪管理，六是强化明星自我约束，

七是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八是限制

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坚决抵制造

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

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

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

青少年健康成长。

问：此次综合治理明确提出要

规范市场秩序，主要的着眼点是什

么？

答：良好的市场秩序是文娱行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这里也包

括各类市场主体和资本的积极参

与。近年来，文娱产业迅速发展，

但也出现了一些过度商业化、娱

乐化的倾向，甚至通过各种手段

牟取不良利益，破坏了行业生态

和社会风气。在此次综合治理

中，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积极作

用，引导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加

强文娱企业社会效益考核，推动

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另一方

面，要强化资本监管，坚决打击

“黑灰产”等违规违法行为，抵制

天 价 片 酬 ，严 厉 查 处 偷 逃 税 行

为。通过构建规范的市场秩序，

促进文娱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央宣传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答记者问

《布德之路》是部“双史大片”：既是

一个农奴的翻身成长史，又是中国西藏

和平解放70年的曲折发展史，这两部历

史齐头并进，以大时代的高远视点聚焦

小人物，以小人物的独特命运折射大时

代。

在大历史中，我们看到创作者的现

实主义笔触真实呈现了70年中的各个断

代史：农奴苦难史、翻身解放史、民主改

革史、民族自治史、改革开放史，深刻揭

示了西藏农奴打碎枷锁获得人权的历史

进步；全景式展现西藏从和平解放前到

西藏自治区成立、从改革开放起到新时

代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

直击农奴任人宰割

记录农奴获得人权

在历史的残酷直击中，主创绝不回

避农奴制的残酷，因为只有这种残酷的

直面，观众才能深刻地体验到上世纪五

十年代的西藏解放对于农奴获得人权是

多么迫切，多么重要！由于西藏解放前

农奴在黑暗制度中可以被任意买卖、宰

割和杀戮，奴隶主头人对农奴生命体施

加的刑罚更是令人发指：扒皮、挖眼、砍

手、断足成为常态，无数证据表明奴隶主

用从这些农奴身上剥下的皮，切下的骨

头制成各种室内装饰品、法器或坐具，农

奴的头骨被用来制作碗具。农奴主阶级

占西藏人口5%，却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山

林和大部分牲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

料。农奴阶级占西藏人90%，却依附于农

奴主；农奴被逼破产后接着降为奴隶，下

沉到更加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影片展

现布德一家遭遇的苦难正是这种写照：

布德的父母辛勤劳动一年，将全部收成

交给农奴主，还欠头人沉重租债，父亲死

后母子俩无力还债，只能被当做奴隶卖

到别的领主家当牛做马，少年布德因饥

饿难耐偷吃了狗粮，被奴隶主强迫按头

吃咽狗屎，受侮辱之后还要被砍去胳膊，

他母亲以身挡刀，被砍伤了脊背……

正是因为深切了解西藏广大农奴悲

惨境遇，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

西藏。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

反动集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

建农奴制的武装叛乱，解放军坚决平息

叛乱，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

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

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终于翻身解

放，获得人权，成为社会的主人。1965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我们在《布

德之路》中看到了这一系列的历史巨变，

在片中主人公布德和广大农奴脸上，看

到了久盘甘露、重见天日的欣喜和感激。

人物的行为逻辑与历史的变迁逻辑

在《布德之路》中，我们看到主人公

布德的行为动作主线：他在农奴主的酷

刑折磨之中，三次被解放军营救，于是投

奔了解放军，为解放军修路倾尽全力，为

解放军递送信件奋不顾身。在前往政府

递送信件的过程中不幸被叛匪捕获，受

尽拷打也不透漏半点解放军的军情，叛

匪头目百思不解：“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

没见过，为红汉人卖命，为什么？！”被五

花大绑的布德坚强地反驳说：“解放军救

过我的命，解放军减租减息，见水架桥，

遇山修路，看病不用给钱，解放军所做的

一切实为我们藏族同胞谋福利，为什么

不跟他们走？！”他被头人挖去双眼，也守

口如瓶！解放军击溃叛匪、救出布德，布

德从被任意宰割的奴隶终于获得做人的

权利，这正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

藏，废除农奴制，施行民主改革的结果，

布德以自己的身体体验到的伟大历史变

革对于百万农奴打碎枷锁的生命意义：

从此脱离压榨剥削，从此再没有残酷的

肉刑，他怎能不说那些感谢解放军、感谢

新制度的典型话语？影片描述的主人公

个人行为的情感逻辑与社会历史的变迁

逻辑互为因果，齐头并进！

悲欢离合的家国叙事

《布德之路》的编导在西藏影像的史

诗叙述中，继承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以

来中国史诗电影的叙事美学传统，把笔

墨放在对家庭的关注上。由于农奴饱受

农奴主的折磨和摧残，农奴的生命个体

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就是家庭，个人-家

庭-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成

为这部史诗大片的叙事着眼点，通过小

“家”在西藏解放前后的悲欢离合，演绎

出了大“社会”的历史变迁。

在农奴制社会中，由于农奴主将农

奴个体视为自己所有的牲畜或工具，对

农奴的家庭视而不见，农奴的家庭在农

奴制的残酷压榨和暴力压迫下，十分脆

弱并风雨飘摇，随时可能被农奴主破坏

或打碎。

影片对主人公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

庭用两个时空描述且并行展开：在当下

时空里，布德的家庭十分温暖，老伴和子

女对他身体十分关注，操心挂念，当他被

医院告知身患重病需去拉萨大医院治疗

时，仍为公事乘车下乡，老伴让儿子开车

带着自己，驱车几十里追赶布德，催促他

及时去拉萨就医，现实家庭的温暖勾起

他对原生家庭向往，使他常常产生母亲

在车下策马追赶的幻觉，他看到母亲在

马上高喊：布德，布德……为此他在车上

自言自语地说，“此时此刻要说有什么遗

憾，那就是我生下来没有见过阿爸，没有

让阿妈过上幸福的生活……”原来他的

原生家庭的完整性在他出生之前就被农

奴制打碎了，影片用闪回把观众的视点

引向历史时空：布德父母用来给布德交

出生税的青稞被藏兵抢走，怀孕的母亲

在争夺粮食的过程中被藏兵一脚踹下山

坡，父亲怒不可遏上前拼命，被藏兵头领

一枪打死，留下他和母亲无依无靠……

编导甚至用梦中梦的方法表达布德对父

亲对完整家庭的向往，闪回中的少年布

德在放羊时睡着了，梦见父亲向自己走

来，可即便这种残破的家庭依然被农奴

主的叛乱所粉碎，自己被农奴主叛军拉

去修工事，另一股叛军抢夺他家租来放

牧的牲畜，母亲在争夺中被叛军杀死。

在这个叙事单元中农奴制和叛乱是毁灭

他的原生家庭的元凶。

在布德的新生家庭描述中，叛乱也

是撕裂其完整性的魔爪，布德被藏军抓

去修工事，未婚妻嘎巴不远千里去找他，

从工友口中得知，丈夫已被叛军打死，天

旋地转的悲痛和绝望之后，嘎巴接受了

长期追求自己的富家弟子洛桑。待到布

德回到家乡，未婚妻已嫁他人，布德回到

孤身一人的状态，观众为布德新生家庭

的撕裂扼腕叹息，同时也对叛乱咬牙切

齿！

布德新生家庭的重建是在解放军的

卫生院里开始，是解放军第三次救了布

德的生命，这才使得他的家庭重建成为

可能，布德的女人嘎巴摸着他蒙着双眼

的绷带痛哭，两人前额相贴在一起表示

从此永不分离，石营长带着上级送来的

珍贵礼物（收音机）前来参加他的婚礼，

布德激动地说：“虽然残暴的叛匪挖去了

我的双眼，但我有一双耳朵能听到党的

声音；我还有一双手，可以继续干革命；

我还有两条腿，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幕象征着布德不仅重建了自己的新

生家庭，而且找了组织这个大家庭。最

终是这个大家庭让他获得了新生。

人物性格的立体建构

传记片在情节结构上受人物事迹本

身的制约，必须根据真人真事描绘典型

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但它虽然注重真

实，也必须有所取舍、突出重点，在历史

材料的基础上想象、推理、假设，并作合

情合理的润饰，以真切生动的细节刻画

人物,以便使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完整

的、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布德

之路》中我们看到了编导对主人公形象

多维侧面的立体建构：面对叛匪的酷刑

折磨和凌迟威胁，他坚毅刚强，绝不屈

服，即便粉身碎骨也不透漏解放军的半

点军情，可当他被挖去双眼后如何面对

未来时，他的心理崩溃了，不断发脾气，

并将石营长送来罐头摔在地上说：“我现

在连吃饭都让人喂，怎么建设新西藏？！”

嘎巴姑娘前来卫生院与他重聚，他倔强

不见，可当嘎巴姑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

他的额头，真心地要带他回家时，布德的

心融化了，他说喃喃地哭着说：“没有你

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演员阿旺仁青以

细腻而富有层次的表演，立体地塑造了

中青年布德的生动形象。

在个人命运史中，我们看到主人公

在大时代的起伏和颠簸中，从奴隶到英

雄的心理历程和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影片画面风格雄浑壮丽，摄影师从

藏北高原的那曲一直拍到藏南波浪翻滚

的雅鲁藏布江，选取山川、草原、湖泊的

各种景色进行多角度拍摄，尽显西藏高

原的大气磅礴和辽阔奇美，中国国家交

响乐团以同样风格的演唱和配乐使得影

片的画面与音乐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期

间穿插优美的藏族民歌和风俗，让观众

尽情享受藏族文化的丰富与瑰丽。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布德之路》：

个体命运起伏与
社会历史演进的“双史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