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

四位导演倾力打造的“国庆三部

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近日

发布由王菲演唱的主题推广曲

《如愿》。自《我和我的祖国》之

后，王菲再度献唱“国庆三部曲”

系列。父母一辈为之奋斗的一

幕幕，在子女一辈的时代得以实

现，这便是歌名“如愿”的含义。

作曲钱雷透露，王菲在录制过程

中打磨每一句唱词，为了非常细

节的情绪反复录制，为歌曲注入

情感。伴随着王菲悠扬又深情

的歌声，《如愿》歌词以极具诗意

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

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

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

强大之景。《如愿》由钱雷作曲，

唐恬作词，他们带着对父母一辈

的敬意与怀念虔诚创作，希望观

众能从中获取更多感动和力量。

2019 看“祖国”，2020 看“家

乡”，2021 看“父辈”，“国庆三部

曲”系列前两部都曾在国庆档取

得优异的票房和口碑表现，今年

国庆《我和我的父辈》仍旧是无

数家庭的国庆观影首选。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立足于四个时

代，讲述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家

庭故事。

王菲再度献唱

“国庆三部曲”系列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

推广曲《如愿》由王菲深情献唱，

作为华语乐坛别具一格的天籁

之声，以其空灵的唱腔动情讲述

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此

次是王菲二度献唱“国庆三部

曲”系列，2019 年王菲版《我和我

的祖国》传唱大街小巷，一度成

为无数国人的“国庆 BGM”，更引

发全民翻唱热潮，热梗频出，堪

称年度金曲。而随着王菲献唱

《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的

曝光，不少网友发出感叹“今年

国庆的 BGM 还是王菲的声音！”

更有观众表示“MV 已经让人泪

目，迫不及待想在影院听到这首

歌，一定会更有感触。”相信今年

十一，在王菲歌声的陪伴下，观

众将在影院享受更加动情的观

影体验。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

你如愿的眺望？”《如愿》的歌词

与 MV 画面道尽了中国人血脉里

割舍不了的情感羁绊，并通过王

菲的深情演绎，将电影《我和我

的父辈》传递的亲情与家国情唱

进了无数国人内心。“这首歌是

想献给父母一辈的歌，致敬他

们，正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

献，给我们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

境和生活，也希望听歌的我们能

获取更多感动和力量，去传承，

去奋斗。”片尾曲作曲者钱雷正

是带着对父母一辈的感恩和怀

念，写下了这曲深情缠绵的旋

律。歌词作者唐恬则表示：“歌

词里的意向‘山野’出自于《乘

风》，‘明月’出自于《诗》，‘牵手’

出自于《鸭先知》，‘未见的世界’

出自于《少年行》，在这些意向的

选择上有斟酌王菲老师的语境，

也有电影画面本身带给我的感

动。希望当电影放映完，片尾歌

声响起，大家能在光影中听完整

首歌，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爱和温

暖。”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

心在一首《如愿》中交汇碰撞、淋

漓展现，期待今年国庆在影院切

身感受这份深情和感动。

呈现世代中国人

奋斗记忆与精神传承

载人航天、威严阅兵、航母

护海 ......《如愿》MV 中大展中国

如今的强盛之景，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梦正在实现，一代代为之

奋斗的父母之辈终于如愿。正

如中影股份副董事长、总经理、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总制片人

傅若清所言：“要实现中国民族

复兴的大业，民族精神的传承至

关重要。我们想通过《我和我的

父辈》，体现解放时期、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对精

神传承的不同描述，让当代年轻

人感受到先辈的精神力量。”中

国电影人重磅集结，从有血有肉

的人民英雄中汲取创作源泉，倾

力打造每个中国人都会深感共

鸣的中国故事。继《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家乡》之后，“国庆

三部曲”将在今年十一再次为全

国观众献上一份真诚且丰盛的

银幕盛宴。

作为陪伴观众第三年的国庆

最强 IP，自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官宣之日起，围绕影片的热点频

繁刷屏网络。“吴京章子怡徐峥

沈腾导演新片”“我和我的父辈

新预告”“我和我的父辈阵容”

“我和我的父辈幕后花絮”等七

十二个热搜词在三十天之内轮

番霸屏热搜榜和话题榜。映前

想看人数双平台持续走高，观影

期待值在一路高涨中推向新的

高峰，网友纷纷将影片纳入“国

庆必看”，“前年看祖国，去年看

家乡，今年老规矩，全家看父辈”

已成为观众首选。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由吴

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执导，将

于 9 月 30 日全国上映，27、28、29
日超前点映，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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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百年风华·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举办

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共谋行业发展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近日，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主办，中国电影博物馆与中国电影家

协会联合承办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中国电影发展高峰论坛拉开帷

幕，本届电影节开幕论坛以“恰是百年

风华·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希望以

电影为载体，致敬电影人，致敬中国电

影，并通过总结百年来几代中国电影

人努力奋进取得的经验成果，继往开

来，助力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论坛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市电影局局长，第十一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王杰

群；中国电影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陈

玲；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宋智勤；中影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中影股份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

清先后致辞。

王杰群在致辞中表示，随着我国

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电影业正

在不断蓬勃进取，在意气风发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

的时代主题下，广大电影工作者正在

以务实笃行、守正创新的昂扬姿态，自

觉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陈玲表示，要充分发挥电影博物

馆联系人民群众和电影业界的桥梁纽

带作用，依托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优

势，常态化地展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发展历程和成果，多运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突出互动性、参与性，增强

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让更多的

观众走近电影节、参与电影节，扩大电

影节的持续影响力。

宋智勤在致辞中说，本次论坛的

主题是庆祝建党百年，通过梳理中国

共产党百年党史和中国电影发展之间

的关系，不难发现中国电影的发展成

就与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理论建设密

切相关。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在

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潜力无限，前

景可期，中国电影家协会也将大力支

持北京国际电影节发展，为推动中国

电影高质量发展集聚优质资源。

傅若清在致辞中介绍道，今年为

了建党百年，中影集中力量创作推出

了《悬崖之上》、《峰爆》等多部电影精

品，此外，《我和我的父辈》将在国庆和

大家见面，薛晓路导演的抗疫题材影

片《穿过寒冬拥抱你》也正在抓紧创

作中。

“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题

材，把人民进行伟大战争、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等等的

历史征程，展现在大银幕上，努力打造

更多能满足人民需求，又能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电影作品。”傅若清如

是说。

▶回顾经典：

艺术家代表寄语新一代电影人

论坛现场播放了回顾经典电影的

短片，王晓棠、谢芳、陶玉玲三位电影

艺术家代表分享了经典角色的幕后故

事，并表达了她们对未来中国电影、中

国电影人的祝福与期盼。

“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文艺战

士，中国电影从 1905 年至今，116 年，

我的前辈们，像 1914 年出生的谢添、

1915年出生的赵丹、1921年出生的于

蓝，他们为中国电影奋斗终生，成就辉

煌，为我做出了榜样，”王晓棠在现场

动情地说，“在庆祝建党百年的 2021
年，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灿烂

美好的时刻，我想念他们、感念他们，

更加敬仰他们，我只有继续努力，像他

们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负时

代，不负军队，不负伟大、光荣、正确的

党对我和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期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我们。”

谢芳在发言中回顾了往事，感叹

如今的中国电影在青年人努力下蒸蒸

日上、盛况空前，并寄语青年电影人们

一切顺利、勇往直前。

陶玉玲也分享了当年拍摄《柳堡

的故事》的幕后往事，传递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以文艺为武器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信念。

▶ 对谈环节：

“团结”成行业共识

电影产业依旧“内容为王”

在随后的对话环节中，中影集团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中影股份副董

事长、总经理傅若清；爱奇艺创始人、

CEO龚宇；博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

德富；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卫强；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华谊

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万达文化集

团总裁兼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

腾讯影业高级副总裁、电影业务总裁，

阅文集团版权业务负责人邹正宇等电

影企业负责人则围绕中国电影的发展

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讨论，提

出了各自的观点。对话环节由中国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主持。

傅若清先提出了“举国之力”的关

键词，他表示从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就

可以看到，中国之所以能取得目前的

成绩，靠的是举国之力，中国电影行业

在中宣部的整体领导下，也展现出举

国之力的团结状态。“从 2019年的《我

和我的祖国》一直到即将在今年国庆

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等影片，我觉

得共同的特点就是举国之力，集行业

所有的资源，现在我们的导演、演员、

主创，都已经不能说是中影的、华谊的

还是博纳的，现在其实行业都在共用、

共享，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

点。”

在谈及中影接下来的方向和计

划，傅若清表示，中影的龙头业务是创

作和制片，主业和核心业务是发行，新

的增长点是科技，这就是中影在未来

的规划，“包括我们现在和科技战线、

艺术家、我们的合作伙伴之间的所有

战略关系，都在这个思路下往前推

进。”

龚宇认为随着科技发展，以及政

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对整个互联网

行业，也对电影制作产业起到积极的、

巨大的作用，互联网行业和电影制作

产业都有不错的发展势头，爱奇艺也

参与了院线电影的制作。“《扫黑·决

战》在前期策划、拍摄制作阶段都得到

了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最终在五

一档上映，也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

响。”他还建议在院线电影网络播映的

方式和窗口期等商业模式上进行相应

思考和探索。

蒋德富在发言中表示，感谢国家

和时代能够给影视创作生产公司提供

如此优越的创作环境和条件，感谢整

个行业为集体战斗提供的保障和

支持。

他分享了博纳在新主流电影创作

方面的经验：“这些年来，博纳创作生

产了很多优秀的主旋律商业影片，到

目前为止主旋律电影如何走进市场提

高它的商业属性，让我们表述的故事

被当今的主流观众接受，是近几年我

们持续摸索的方向。博纳是一个民营

公司，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政治导向、

创作方向，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还是

有难度的，不是每一部都能很准确

地找到它的定位，从最初的‘山和海

系列’，到最后‘中国骄傲三部曲’，我

们希望每一年的重点影片部署中，博

纳不少于三部。”

李卫强表示保利影业也在持续探

索影视业务的回归和发展，“保利影业

主打‘四商’的经营战略，以‘精品影城

运营商’和‘特色内容出品商’为重点，

以‘科技娱乐融合商’和‘电影文化传

播商’为补充，形成‘双擎两翼’的产业

布局。”

在内容储备方面，李卫强介绍道，

保利影业目前有两部已经完成拍摄的

院线电影，都是“主旋律商业影片”类

型。由中央政法委总指导，根据真实

案件改编的电影《扫黑行动》，以及由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联合摄制，弘扬青

少年积极向上精神的电影《同学们

好》，都计划在今年年内上映。

此外，国家重大航天工程题材影

片《中国探月》、“也门撤侨”真实事件

改编影片《家园行动》、中国医疗队援

助非洲重点影片《埃博拉》、共青团中

央建立 100 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家住

长安》、筷子兄弟经典 IP改编电影《小

苹果》等 5 部电影作品目前正在孵化

开发中。“未来我们希望跟行业内的各

位一起来合作，共同地开发、创作更多

优秀的主旋律商业影视作品。”

王长田的关注点在创作上：“电影

公司的使命就是制作好的内容产品，

如果没有电影项目的创作，电影的其

他环节都将不复存在。”他把内容分为

三部分：重点题材、重点项目的制作，

常规的市场制作以及动画电影。

王长田预测中国电影要走向世

界，可能动画电影会早于真人电影。

他表示，光线传媒目前已经规划完成

了大概有20-30部动画片，“动画电影

周期非常长，每一部影片都会有四五

年的制作周期，所以这些影片将在未

来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面，去陆续制

作完成。”

王中磊也认为要坚持“内容为

本”：“我们更关注的是创造内容的本

体，也就是导演、编剧等专业人才的培

养和发掘。电影作为艺术工业，需要

高水准的团队配合才能完成，也正是

有了每一位兢兢业业的电影工作者，

才能举行业之力，创造出今天大家在

电影院看到的这些喜闻乐见、触动人

心的内容产品。”

在谈及如何保持并提升新主流电

影的可持续发展，王中磊建议，在内容

方面除了要深度挖掘英雄人物的故事

精髓外，也要聚焦小人物的故事内核，

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党的领导

下时代发展和变迁，不断探索不同题

材类型的融合。他还表示华谊兄弟在

题材多样化上、在类型片上要做出自

己的贡献，让电影行业可以百花齐放，

满足不同人群的诉求。

曾茂军则认为电影主要是内容和

渠道在双向驱动，“万达希望做一个平

衡的公司，所以我们在产业链上下游

都有布局。”据他介绍，在渠道上，万达

在国内布局的电影院超过 700 家，拥

有 6300 块银幕；在内容上，万达一直

强调的是类型的丰富性，既有《唐人街

探案》系列这样的大制作，也有《快把

我哥带走》以及正在拍摄中的《想见

你》这种中小成本影片。“我们希望万

达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公司，有整个产

业链的布局，能够规避不同情况下的

风险，这是我们对未来电影的思考。”

▶创作分享：

用电影传递主流价值

在创作上应坚持创新

论坛现场，导演黄建新、薛晓路、

杨枫，演员汤唯等创作者也结合自身

的实践经历，从电影创作的实际经验

出发，分享心得、交流体会。

黄建新认为，中国主流电影就是

要符合中国主流价值，颂扬或表现这

个民族的基本心态和向往。他拿《长

津湖》的创作举例，“我们在《长津湖》

的准备中，曾用一年的时间讨论，‘保

家卫国’这个‘家’怎么样才能具体化，

最后我们写了那样一段台词，‘我们有

了土地，共产党分了土地，现在有人拿

过去？那我们能答应吗？’所有的战士

都说不答应，那些战士家里人就说，

‘不能让他们抢回去。’这就找到一个

感性基础，战士是为了保家，保了小家

才能保国家。”

他还在《长津湖》首场放映后观察

到了观众的反应，“我详细看了他们采

访时候的表达，都说忘了演员，忘了电

影，就跟着这几个年轻人一直进入状

态，好像战争发生在我的身边，觉得生

命可贵，和平企盼的重要，这就是主流

电影带给人们的主流价值。”

薛晓路提出在短视频、碎片化的

叙事习惯和惯性下，要重新去发现电

影的文学意义。“因为随着抖音等短视

频软件的普及，年轻观众越来越习惯

这种相对比较短的片断式叙事，对于

长篇叙事的观影习惯包括叙事细节掌

握，发展变化的铺垫等等都会产生变

化，这种变化应该成为创作者要考虑

的问题。”

杨枫提到，在影片创作上一定要

坚持创新，他表示即使这个故事大家

可能都知道，也要在视听语言和人物

塑造等方面进行创新。

据他介绍，《铁道英雄》在创作起

初，完全是偶然，杨枫无意中发现没有

组织叫“铁道游击队”，它真实的称呼

是“八路军鲁南大队”，《铁道游击队》

是一个小说，不是部队的番号，“然后

我们开始对所有人物进行梳理，发现

有些是作者之前杜撰出来的，我们决

定摒弃原来的故事开始进入到历史里

面去提炼，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我们觉

得这个项目是可以做的，就是因为这

个项目有那种传奇性，好看，有意思，

人物有性格。”杨枫笑言，电影人应该

有性格，导演也是。

汤唯认为演员还是应该贴近生

活，她说：“如果一个演员离开生活太

远了，他的根就不扎实了，有时候要让

自己离开一下固定的场景，离开被电

子设备充斥的生活环境，对演员的感

受力增加有很大的帮助。”

她表示作为演员会立足角色本

身，“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中，把生活

细节体会得更深刻，然后回馈给角

色。”她认为鲜活的日子能让演员保持

敏感的创作力，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才

能受观众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