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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 版）

◎ 深入民族地区现实生活
与人民同心，和时代同频
少数民族电影发展至今已经自觉或不

就是人民群众为了美好生活选择步履不停

己的力量创造价值，而且也深刻地诠释了

自觉地反映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生存环

地奋斗。
《十八洞村》讲述了在湖南湘西名

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使命。导演苗月表

境、心理状态等一系列变化。这与早期十

叫十八洞村的地方，退伍军人杨英俊在扶

示，
“他（指菊美多吉）的故事深藏于大山、

七年间的少数民族电影有着极大的区别。

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

深藏于村民和他的亲人心中，我们不去寻

饶曙光描述，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

身、立行，打赢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故事。现

找、不去讲述，恐怕很多人难以知晓。因为

括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中，十八洞村也由大山深处的贫困苗寨

《天上的菊美》，我第一次深切感到电影创

描写被剥削阶级斗倒剥削阶级, 翻身得解

蝶变为享誉中外的精准扶贫“样板”。影片

放；二是以民族团结为准绳, 描写汉民族与

展现了湘西地域风貌和苗族风情，如苗族

《出山记》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贵

少数民族如何识破坏人挑拨离间, 消除误

歌曲、喝“血酒”的仪式等，但并未选择将其

州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贫

会, 加强团结。其实, 两种基本模式其核心

奇观化，反而是交织在故事表达和人物建

困乡村大漆村的当地群众走出大山的故

都是‘宣传’、
‘教育’而不是‘娱乐’
, 但却产

构之间，充盈了故事的内容也塑造了真实

事。这些影片表现出的变革精神以及人民

生了空前的娱乐效果。”当下，电影创作者

人物。伴随着诗意盎然的秀丽风景，早起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折射出了在现代

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以人

劳作的人民、壮阔工整的梯田、石屋与湘西

化进程中的困难与阵痛、向往与适配。

民为表现对象，立足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

辣味组成的日子，让整部影片在充满生活

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变迁之外，个

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回应深刻的社会变迁。

气息的氛围之下蒸腾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

体情感的变迁也成为少数民族电影关注的

的建立起互相信任、携手改变生活的状态。

重点，其细腻动人的情感变化不仅反映了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少数民族

作的使命”
。

的传统生活方式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与《十八洞村》一样，由苗月执导改编

化。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以裕固族的两

自真实人物事迹的《天上的菊美》以四川省

将少数民族的故事以“群体化”、
“大众化”

位少年为切入视角，观众跟随少年们寻找

优秀共产党员菊美多吉的先进事迹为蓝本

的内容创作与更多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父亲和家的步伐，发现草原牧场在人类社

创作，讲述了藏族基层干部菊美多吉带领

《米花之味》讲述了外出务工的母亲返

会生活的进程中逐渐被挤压，原本以为在

藏区人民改变藏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

回家乡后与处于叛逆期的女儿之间由陌

丰茂草原上放牧的父亲早已因现实生活沦

的故事。影片中菊美多吉作为一名基层干

生、疏离到互相理解的故事。现实中，外出

落为淘金者。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所呈

部，事无巨细地为每一件“小事”操劳奔波，

务工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一直引人关注，

现的生态问题引人深思，但影片本身存在

学校里的讲台上有他的身影、在山区修路

鹏飞导演以关注中国特定时代下的群体生

着一些夸大的地方，一名裕固族当地公务

架桥有他的身影、农村地区电网改造有他

存状态为目的，借以少数民族群体展现大

员就表示在影片中两兄弟经过的马蹄寺与

的身影……这部影片与《十八洞村》一样，

背景下的共有问题。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

民族团结的奋斗轨迹，表现了新疆各族干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尽一分电影人

现实并不相符，实际上马蹄寺“雪山、草都

在自然景观呈现上非常纯净美好，湛蓝的

展现少数民族地域内的文化特色，还能够

部群众为共建美好家园、团结各族人民，实

的责任。
”
这些影片无一不显露出了创作者深入

在面对社会生活变革时的迷茫与彷徨，也

有，却说连给骆驼、甚至人喝的水都没有

天空，皑皑的雪山，无垠的高原牧场等共同

成功地以集体的社会热点话题寻求到不同

现人生目标、社会奋进的昂扬心态。天山

了，
过于夸大地表现了。”

构成了菊美的工作生活环境，但是这里大

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表示，
“党的十八大

生活之后对人民的关注、对现实的理解、对

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反映生存环

多数地区都在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生存环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讲述了一个名叫

以来，特别是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新

人性的洞察，并且能够在社会变迁中，跟得

境被压迫的状况不同，
《十八洞村》、
《出山

境恶劣，仅仅只是“看上去很美”。影片成

阿依古丽的小女孩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

疆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我们

上人民所想、跟得上审美更迭，牢牢把握住

记》主要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脱离贫困

功地以菊美多吉这个普通基层干部带出了

实现舞蹈梦想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多种

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我们

时代的脉搏，勾勒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图景。

的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家在水草丰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为生活奋斗努力的

艺术手法再现了党中央为了维护新疆的社

要把这些波澜壮阔的现实场景用影像的方

茂的地方》与这两部影片有着某种暗合，那

故事，不仅反映出了少数民族群众依靠自

会稳定、改善新疆的民生问题、进一步加强

式呈现出来，讴歌奋斗的新疆各族人民，为

须的第一步。
”

◎ 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市场前景广阔、潜力有待发掘
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远去的牧歌》

年轻观众, 促成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和

民族的影片相对比较匮乏。我希望每个民

获得第 15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生产的良性循环。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

族都能够得到文化观照、电影观照，作为一

奖，广西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碧罗雪山》在

影而言, 首先是生存, 只有在生存的前提

个电影人对少数民族的观照是我的责任。
”

上海国际电影、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台湾电

下才能发展。

韩万峰强调，
“ 少数民族电影面对着

摄的反映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电影《独龙
族的春天》预计于明年独龙族“卡雀哇节”

市场化的诉求，创作者想要追求文化诉

前夕全国院线上映。影片通过男主角孔

苗月表示，
“ 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

求，这两者如何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

敢的视角，讲述了独龙族人的奋斗。已于
今年 6 月备案的《家在罗溪山旮旯》讲述

影金马奖等各大电影节上均有收获，
《旺扎

回看十七年间少数民族电影，如《冰山

族，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生活在相同的文化

商业电影和民族电影之间如何更好地融

的雨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

上的来客》、
《阿诗玛》、
《刘三姐》、
《五朵金

语境下，只不过各民族习俗不同。影片的

合，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张

节上受多方好评……这些影片都有一个共

花》等影片给中国电影打开了别样的局面，

故事和人物是前景，背景是相同的价值观、

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但是并不完善。在

守儿童的他与妹妹、奶奶生活在一起，期

同点：基本上都有国内国际上重大电影节

不管是艺术价值还是文化价值至今都不可

文化语境与不同的习俗，跟汉族不一致的

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不断更新的过程中，还

盼着父亲的归来。

的奖项加持，并且这些影片大部分在影迷

磨灭，老一辈观众和当下的年轻观众依旧

只有生活习俗，那么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

是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

平台获得较高评分，但票房成绩却不尽如

能够为这些经典电影神魂颠倒。据了解当

情感让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看来并不陌

关爱，同时进行市场化探索，少数民族电

同时它还肩负着文化传播、促进多民族共

人意。

年《刘三姐》上映后迅速火遍全国，成为当

生。创作时的实景拍摄能够自然而然地将

影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绝不能‘孤

同发展的光荣使命。基于电影这一大众文

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影片，甚至漂洋过海，

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呈现给观众，拍好少

芳自赏’，少数民族电影的民族性需要得

化消费品，创者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言,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能见度”还是比

受到香港同胞以及东南亚、欧美地区华人

数民族电影并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创作者

到更多观众的认可，类型化改造必不可

创作导向，认真讲好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

较低。不管是走商业路线还是艺术路线,

的喜爱。影片在香港放映引发了万人空巷

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价值观与文化，

少。原生态民族电影可能已经不适合当

故事，在充分调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追求

近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真正在商业院线

的观看风潮，在新加坡创造了两年两次连

抵达生活现场、抵达人物的情感和心灵现

下的环境，应该让少数民族电影更进一

影片的故事性、思想性、艺术性，着力展现

放映的不多, 多数仍旧只在北京大学生电

续上映 120 天的放映纪录，被马来西亚评

场，生活现场是故事的发生地，情感心灵现

步，为市场所认可。”

中国各民族的不同文化魅力。中国的少数

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当下全球化

场需要创作者深扎进去，简单的走马观花

电影工作者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

民族电影要利用好当下“一带一路”战略背

的背景下，自 2006 年以来创作了 12 部少数

并不能与他们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和信任之
感的建立，这样是没办法获得好故事的。

一直没有止步。如今年 9 月上映的《布德

景，努力提升创作本领，将少数民族地区的

民族题材电影的导演韩万峰深切表示，
“一

之路》通过塑造一个草原英雄人物的同

文化传播好，争做讲好中国故事的标杆，发

材电影应该立足本土, 宁可投资小一点,

些少数民族可能并没有像藏族、维吾尔族

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从深入生活、体验生

时，全景式展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巨

挥更多积极作用。

利润小一点, 慢慢培养本土观众, 尤其是

有传播力、影响力的导演出现，所以表现该

活开始的，下生活是我创作过程中绝对必

变。正在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拍

饶曙光指出，就当下主流院线市场而

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
“北京放映”、华语
青年影像论坛等影展活动中出现。面对
当下的电影市场状况和环境, 少数民族题

了大山里的瑶族男孩鹏鹏的故事，身为留

少数民族电影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