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电影史上，足以对标和媲美

好莱坞八大影业公司的，当属中国八大

电影集团。其中西影集团及其前身西安

电影制片厂，不仅是第五代导演的摇篮，

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20世

纪 80 年代的西影厂在第三任厂长吴天

明领导下创造了新时期的辉煌，导演群

体有谢飞、张子恩、滕文骥、许还山、姚守

岗、颜学恕、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

建新、米家山、何平、冯小宁、周晓文、叶

大鹰、杨亚洲、姜文、王全安、刘惠宁等。

宁浩、陆川、李杨、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

也是从西影起步的。老厂长吴天明曾获

得东京电影节樱花大奖（金麒麟奖）、中

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等。在

中国内地电影迄今获得欧洲三大国际电

影节各大奖项的十部影片中，有八部与

西影厂有关，其中张艺谋获得柏林电影

节金熊奖和两次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两次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谢飞和王

全安各自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陈凯

歌不仅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还荣

获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张艺谋与陈凯歌更包揽内地电影所有的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作品。

西影在各条战线上均人才济济，编

剧有芦苇、王吉呈、张子良、王宝成、孙树

淦（莫伸）、延艺云、魏杨青（竹子）、杨争

光、孙毅安、马晓勇，美术设计师有王非、

刘兴厚、杨钢、戈跃、曹久平，摄影师有刘

昌煦、顾长卫、赵非、马德林、张晓波，剪

辑师有薛效强、杨淑勇、陈达力、杜媛，作

曲家有许友夫、李耀东、赵季平、陶龙

等。各个时期知名度较高的影片有《人

生》、《老井》、《孩子王》、《黄土地》、《香魂

女》、《红高粱》、《霸王别姬》、《西安事

变》、《天地英雄》、《大话西游》、《我的

1919》、《美丽的大脚》、《没事偷着乐》、

《一个都不能少》、《网络时代的爱情》等

数十部。2020年底，现实题材剧《装台》、

历史题材剧《大秦赋》登陆央视荧屏，一

古一今生动展现出西安的烟火气与历史

感。除了声誉卓著的第五代、第六代导

演，西影厂导演的优秀影视作品还有很

多，如张汉杰《关中秘事》、延艺《国家命

运》、丁黑《玉观音》、刘进《白鹿原》、简川

訸《欢乐颂》、周友朝《高原如梦》以及延

艺、丁黑等执导的大秦帝国系列。成名

在外的陕籍导演作品，如冯小宁的《红河

谷》、《黄河绝恋》，刁亦男的《白日焰火》、

《南方车站的聚会》等，后者以《白日焰

火》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王小列曾

在《顽主》、《云水谣》、《开国大典》中担纲

摄影，又与黄建新等联合执导《关中刀

客》。西安的影视剧本创作实力非常雄

厚，芦苇《疯狂的代价》、《黄河谣》、《秦

颂》、《霸王别姬》、《图雅的婚事》、《赤

壁》、《白鹿原》、《狼图腾》等，几乎每部都

是经典。王全安以《团圆》获得柏林电影

节最佳编剧银熊奖，李杨作品获得台湾

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魏杨青

《男人的风格》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

单剧本奖，延艺云《半边楼》获得中国电

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王吉呈以第五

代电影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剧本获得

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王宝成《神禾源》

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奖，

马晓勇《装台》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焦华静《烈日灼心》获

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根据文

学作品改编的大银幕电影与各类年代剧

佳作层出不穷，如杜鹏程《保卫延安》、陈

忠实《白鹿原》、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

凹《高兴》、叶广苓《全家福》、孙皓晖《大

秦帝国》、陈彦《装台》等。樟叶（张伟）

《五福》与贺绪林《关中匪事》三部曲则催

化出大批衍生作品，形成独特的关中系

列影视现象。

西安籍的摄影师、美术设计师群体

也是星光熠熠，第五代电影摄影“三剑

客”中的顾长卫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又执导《孔雀》获得

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侯咏则

四度荣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赵非先后

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华表奖优秀摄

影奖、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并掌镜《盗马

贼》、《不见不散》、《手机》、《太阳照常升

起》等多部力作，还与美国导演伍迪·艾

伦合作《甜蜜与卑微》、《时空窃贼》、《玉

蝎子的魔咒》三部好莱坞电影。霍廷霄

《十面埋伏》、《英雄》、《满城尽带黄金

甲》、《唐山大地震》、《太行山上》、《麦

田》，曹久平《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陌生女人的来

信》以及与张建群合作的《太阳照常升

起》等，共同代表着中国电影美术的高

峰。李岚华凭借《野山》、《秋菊打官司》、

《红樱桃》三度荣获金鸡奖最佳录音奖。

西安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其中既有

在西安成长、也有来西安发展从西安走

出去的，比如智一桐、戈治均、高明、韩炳

杰、李琦、吴京安、寻峰、刘乃艺、戴春荣、

王姬、陈剑月、尤勇智、张涵予、郭涛、马

跃、李传缨、周杰、张延、王茜华、张嘉译、

闫妮、成泰燊、李少飞、刘东浒、李钰、苗

圃、凌潇肃、孙菲菲、李子轩、姬他、文章、

董维嘉、孙坚、景甜、贾青、白冰、刘娜萍、

马波、付辛博、窦骁、柴碧云、姜冠南、白

宇帆等，其中仅获得过重要国家级奖项

的演员就有二十余人，如张涵予获得华

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金马奖，高明获得

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尤勇智获得百

花奖、金鹰奖、白玉兰奖，闫妮获得飞天

奖、金鹰奖、白玉兰奖，文章获得华表奖、

百花奖，张嘉译获得飞天奖、白玉兰奖，

戈治均获得金鸡奖，王茜华获得飞天奖，

王姬获得金鹰奖，李琦、吴京安、戴春荣

三人则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他们如同

朵朵浪花汇海潮，演绎出一部部银幕和

荧屏经典，共同绘就新中国电影的美丽

长卷，同时生动映现出中华民族波澜壮

阔的家国史、社会史和心灵史。

许多经典影视剧主动聚焦陕西人

文地理，成就了不少导演和演员辉煌经

历的开端。吴天明《百鸟朝凤》、王家卫

《东邪西毒》、宁浩《疯狂的赛车》、王全

安《白鹿原》、许鞍华《黄金时代》、丁黑

《那年花开月正圆》、五百《古董局中

局》、王大治《再见汪先森》等作品里都

有精彩的陕西元素。《武林外传》虚拟的

七侠镇同福客栈，成为影迷眼里关中民

俗的象征，《大唐芙蓉园》更使得同名取

景地成为西安的人文地标。《大明宫

词》、《汉武大帝》、《妖猫传》、《长安十二

时辰》、《长安道》里的长安形象，整体带

火了旅游目的地，成为城市宣传的强力

推手。代表性影视作品中的人文地理

景观，有《黄金时代》里的莲湖公园，《秋

菊打官司》里的宝鸡关山牧场，《黄土高

天》里的麟游县九成宫镇，《白鹿原》里

的合阳县黄土台塬，《百鸟朝凤》里的洽

川镇黄河景区，《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

泾阳县安吴堡，《柿子花开》里的富平县

柿子产业园，《活着》、《桃花满天红》里

的三原县周家大院，《东邪西毒》里的榆

林建安古堡、红石峡和毛乌素沙漠，《平

凡的世界》里的神木高家堡、西安交大

老校区，《一代枭雄》、《风过菜花黄》、

《青木川传奇》里的宁强县青木川古

镇。以西安为剧情展开中心或者重要

拍摄地的影视剧，则有《接触》、《空巷

子》、《前妻回家》、《马文的战争》、《落泪

成金》、《苏菲的供词》、《闯荡》、《请你原

谅我》、《小麦进城》、《西京故事》、《狗十

三》等。这些作品共同呈现三秦大地的

自然和人文景观，建构起典型的西部风

情长廊。描绘陕西民艺题材的代表作

品，如《孙子从美国来》里的华县皮影、

《老腔》里的华阴老腔、《百鸟朝凤》里的

合阳唢呐以及《书匠》、《大河唱》里的陕

北说书等。《疯狂的赛车》、《走着瞧》的

陕西方言对白，分别增添了诙谐幽默气

氛和魔幻主义色彩。《高兴》用作插曲的

黑撒乐队作品，《关中匪事》里十三狼

（吕小平）创作的秦腔版片尾曲，《装台》

中任小蕾的秦腔唱段与孙浩演唱的片

头和片尾曲，《平凡的世界》里的陕北民

歌《兰花花》改编版配乐，都鲜明地凸显

出作品的叙事逻辑。赵季平为《红高

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

《水浒传》等创作的经典音乐，浓墨重彩

地突出地域风情，连获金鸡奖、金鹰奖、

飞天奖最佳音乐奖。赵麟则为《玉观

音》、《一声叹息》、《人间四月天》、《关中

刀客》等影视剧主创音乐，并获得金鸡

奖最佳音乐奖，又与赵季平合作《大秦

帝国》影视音乐，推动秦风文化传播。

2012年以来的十年间，陕西影视产

业绩效不断增长，电影备案立项近千

部，电视剧备案立项近三百部、近万

集。西安本地文化企业如曲江影视、西

安光中影视、陕文投、曲江风投等，通过

直接融资和风险投资，共同打造影视陕

军的标杆。陕文投集团主投、制作和参

投影视剧超过百部，独立或联合出品电

视剧超过 60 部，其中近 20 部进入央视

黄金档，陕文投也成为主旋律影视生产

基地。电影《推拿》荣获柏林电影节杰

出艺术贡献银熊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

佳影片奖。电视剧《黄土高天》取材于

原西影集团文学部主任孙树淦报告文

学《一号文件》，展现“三农问题”视角下

几代丰源村人砥砺奋进的昂扬姿态。

传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根据曹谷溪

同名剧本改编，讴歌中国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优良作风。近期的历

史剧《大西北》、革命剧《延安延安》、医

疗剧《仁心无疆》、年代剧《大西迁》、律

政剧《宣判》、航空工业剧《中国制造》、

古装励志剧《大唐明月》，以及红色青春

电影《永远是少年》均颇受大众关注。

陕文投与旗下文投银海、艺达影视和西

安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建构起影视原

创策划、投资制作、营销发行、版权交易

的全产业链。《国门英雄》、《盘龙卧虎高

山顶》、《兵出潼关》、《平凡的世界》、《恋

爱先生》、《我的真朋友》等佳作在各地

卫视和视频网站热播。曲江风投已投

资影视剧 50 余部，包括《舰在亚丁湾》、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美好生活》、《猎

狐》、《三十而已》等，体现时代主旋律、

弘扬核心价值观，并取得不俗的收益。

曲江影视等联合出品的《共和国血脉》

抒写石油工业的恢宏史诗，《号手就位》

展现火箭军新兵成长历程，《盛装》聚焦

时尚杂志的转型探索，《白色月光》着眼

都市情感悬疑题材，赢得市场良好反

响。西安光中影视及其下属华人影视

等子公司出品的优秀电视剧，主要有

《跨国追逃》、《关中秘事》、《背后》、《生

日》、《小麦进城》等。

光中影视、曲江影视、曲江风投等

联合出品的《白鹿原》连获飞天奖优秀

电视剧奖、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白玉

兰奖最佳电视剧奖。西安五洲文化、西

安广电传媒等联合摄制的《隐形的翅

膀》获得华表奖优秀少儿影片奖。曲江

影视、西影集团等联合出品的《老港正

传》获得华表奖优秀对外合拍片奖。西

安识君影视等联合出品的《蓝色防线》

展示海外维和的大国担当，获得上海电

影节最受传媒关注纪录电影奖。西安

兆麦影视、西影厂、曲江影视、星光盛世

影业等联合出品的《装台》更是收获赞

誉无数。其他优秀影视剧还有陕西电

视台《大秦腔》、西安电视剧艺术中心

《落泪成金》、陕西优视传媒《接触》、西

安盛和星影视《马文的战争》、西安嘉乐

影业《粮票》、西安多吉影视《柳青》、曲

江丫丫影视《西京故事》、西安娱文跃唐

《横渠书院》、陕西一路阳光文化《大黄

一家人》、陕西金石人文《一把挂面》以

及西影厂《豆青》、《我爱你，嫁给我》

等。西安更以影视产业为龙头积极介

入艺术扶贫，西安千光影文化等联合摄

制的电影《雏凤新声》，反映陕南略阳县

乡村振兴事业。扶贫大剧《山海情》虽

然描绘的是宁夏西海固，但多位主演都

是西安人，讲的也是关中方言。陕西广

电影视近年来独立或联合出品改革开

放40周年献礼剧《岁岁年年柿柿红》、汽

车工业题材年代剧《沸腾人生》、张骞出

使西域系列电影《凿空者》等佳作。西

安歌手郑钧主创的推广曲《父的三北》，

助力脱贫攻坚主题电影《我和我的家

乡》，上映10天收获20亿元票房。陕西

国风影业等出品的《大秦帝国》四部曲，

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代表。

这些优秀影视剧紧扣历史脉搏、彰显时

代主流，从不同角度讲述中国故事，传

播三秦文化，既体现鲜明的陕西特色，

又融入国家发展大格局，显示出西安影

视产业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西部影视高等教育的重镇，西

安多所高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为中国

影视产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尤其是

西北大学和西安美术学院。从西北大

学走出来的知名校友有第六任西影厂

厂长延艺云、原西影厂文学部主任王吉

呈，以及著名编剧张子良，导演黄建新、

丁黑、张忠华，作家贾平凹、孙皓晖，影

视理论家张阿利等。由西北大学、陕文

投、西影集团合作共建的西安电影学

院，在电影人才集聚方面将会深入影响

陕派影视的未来发展。西安美术学院

则依托本校影视动画系，创立金拴马桩

奖大学生影像艺术节、1839摄影奖等品

牌节展。西影厂首任厂长钟纪明原为

西安美术学院副校长，著名导演张子

恩、李军虎、田波，美术设计师钱运选、

张建群、王炎林、曹久平、霍廷霄、吴镇、

程路，摄影师陈万才、董劲松，演员王同

辉等，均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校友。

其中，钱运选两度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美术奖，并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最

佳美术奖。霍廷霄三度荣获金鸡奖最

佳美术奖，两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佳美术指导奖，以及戛纳电影节艺术贡

献奖。曹久平两度荣获金鸡奖最佳美

术奖，又与张建群合作获得亚洲电影大

奖最佳美术指导奖。吴镇获得香港电

影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奖。董劲松获

得台湾电影金马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

摄影奖。此外，著名平面设计师陈绍华

在任教西安美术学院期间，获得金鸡奖

最佳美术奖。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影影

视传媒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

学科、西安财经大学戏剧影视与电视编

导专业，也在不断为西安电影产业助益

加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之后，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影视产业涌

现出一大批兼具全球视野、中国精神、

本土特色的优秀影视作品，继而确立起

陕派影视在全国艺术界以及国际艺坛

的重要地位。西安影视地理空间建构

与景观塑型的中坚力量及其根基，是由

文艺创作的厚度、深度和广度所决定

的，特别是一线导演、编剧、美术师、摄

影师、音乐制作人和演员的整体素质。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则编织出一条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艺术纽带，为中国电影

构建国际文化传播体系，促进影视与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位

于咸阳礼泉的唐人街电影小镇项目，正

在积极打造影视旅游发展新模式。西

安影视产业乘全面深化改革之东风筑

梦兴业、倾力奉献，礼赞建党百年。在

“十四五”规划期间，西安影视产业将继

续坚定文化自信，践行电影强国之路，不

仅要将陕派影视带到一个更新的境界，

也让西部电影在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史

上谱写更美的华章。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

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

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员）【基金项目】：陕

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西安艺

术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演变”（17JK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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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事件电影取材于历史上

的一些大事件，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一路发

展而来，其内容包括从中国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抵御外侮、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

战争描写，到新中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开

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画卷，拓展

了主旋律电影与红色电影的内涵，充满

了伟大民族精神与伟大时代精神构成的

中国精神表达，同时包涵中国特有的电

影美学建构。

一、现代历史事件影片中

民族精神的发扬

民族精神是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认同

的精神取向、思考方法、社会道德、社会

精神的总和。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

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形成了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重大历史题材

电影中承载的饱含爱国主义精神的铁人

精神、航天精神、特区精神等中国精神是

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和坚强不屈的中国

魂。在中国精神的表达中，爱国主义无

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终极归属感与荣誉

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不同时期

的历史事件电影始终贯彻着爱国主义的

主旋律，成为激励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开放历程中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在

电影《西安事变》(成荫，1981)中，我们看

到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在继承过去的同

时超越传统，以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

精神力量将不同的群体集聚并动员起

来，激发不同阶层人民全方位的主动性

和创造力，成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宝贵精神资源与丰厚精神力量。

《西安事变》首次以他党将领的叙事视角

来讲述历史事件，具有特殊意义。该片

讲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与杨虎城

不顾自身安危与政治前途，发动“西安事

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

故事。张学良与进步人士杜重远见面后

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思想，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

发停止了针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却被蒋

介石谴责辜负了他的器重。张学良一再

苦谏却被蒋介石拒绝，命令其全力“剿

共”，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为了从蒋介

石“格杀勿论”的命令下保护冲出中山门

前来临潼请愿的上万学生，张学良、杨虎

城毅然对蒋实施“兵谏”并以“八项主张”

通告全国，显示出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

英雄气概，以及愿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

日，放下前嫌对全民族自我开放、勇于担

当社会与历史责任的宽广胸襟。民族精

神是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者

与建设者在前赴后继的奋斗中形成的，

这些历史事件电影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精

神将中华民族从多次危难中拯救出来，

时至今日仍是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前行、

共克时艰的强大精神助力。

二、新时代历史事件影片中

时代精神的衍变与创新

时代精神来源于时代的发展变化，

也是中国精神在每一个具体时代的精神

体现。从建国后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改造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1978年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党的

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

时代，改革创新成为当下历史事件电影

的主旋律与最强音。不同的时代孕育出

不同的时代精神，滋养和鼓舞着中华民

族血脉传承不绝，直到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每一位中国电影创

作者都应传承时代精神并向其中注入新

的活力，以完成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使

命，因而时代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有着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大河奔流》（谢铁骊、陈怀皑，1978）到弘

扬航天精神的《飞天》（王珈、沈东，

2011），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拍

摄的《十八洞村》（苗月，2017），历史事件

电影中的时代精神始终贯穿着中国人民

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国家的国民精

神。《大河奔流》以共产党女干部李麦接

受进步思想、成长为成熟的基层不脱产

干部为叙事主线，将李麦对抗地主海骡

子、国民党宣传队、以徐怀中为首的官僚

主义县领导的对抗性线索，与李麦幼时

遭受黄河决口灾害，并在成年后提出修

渠、引黄、治黄的建议，最终成功抗住了

1958 年特大洪峰的建设性线索相互穿

插，在2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串联起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兴修水利等

历史事件，通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

社会事件，表现出时代风貌的变化和历

史发展的独特轨迹。影片的前半段主要

强调李麦在革命与建设历程中敢于斗

争、敢于坚持的革命精神，后半段则凝聚

了中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国

家，将时代精神不断加以传承、发展、弘

扬、创新的历史，整部影片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体现出拨乱反正时

期历史事件题材电影的基本特征。

进入21世纪后，改革开放改变了中

国人的精神生活，改革创新的发展理念

也已经深入人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

今时代主题之后，创新发展成为我国人

民与电影创作者共同认可的时代精神。

载人航天、申办奥运会及亚运会的成功

等诸多先进的事迹为伟大的中国精神注

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历史事件电影中

对时代精神的体现也实现了中国精神的

新转变，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人为本、

和平发展、社会和谐、与时俱进的时代

精神成为当下历史性事件影像的普遍

精神内涵。以体现航空航天精神的《飞

天》为例，该片以中国载人航天中的几

位航天员为原型改编，讲述候补航天员

张天聪怀抱载人航天的梦想数十年如

一日坚持锻炼，尽管一次次落选却不顾

妻子的反对、战友的劝说，始终坚持“飞

天”的梦想不放弃，以教练员的身份继

续自己的航天梦。在张天聪即将退休

之前，却意外遇到一名年轻航天员在执

行任务过程中被太空垃圾撞坏飞船的

突发事故，张天聪抓住机会迎难而上，

以多年的经验积累解决了问题。本片

在 2011 年第 28 届金鸡奖被评为最佳影

片，其中男主角张天聪善良、勇敢、勤

奋、坚韧不拔，体现出当代中国航天人

与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航

空航天工程是当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

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伟大的事业孕育出

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全体中国航天人

在不懈奋斗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也

持续推动着伟大事业的发展。大力弘

扬载人航天精神，对于实现脱贫目标、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在张天聪的感召和指引下，他的女

儿也放弃了就读北京大学的机会，报考

了飞行学院。张天聪父女身上体现出

的“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战斗”的载人航天精神，不仅

激励张天聪父女前赴后继地为伟大的

航空航天事业做出贡献，在任务面前斗

志昂扬、连续作战，在困难面前坚韧不

拔、百折不挠，在成绩面前永不自满、永

不懈怠；也成为新时代鼓舞中华民族顽

强奋斗、振兴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精要与中华之魂，是民族精神与

时代精神的合一，也是凝聚力量与人心

的兴国魂、强国魂。中国精神根基深厚，

源远流长，是国家与人民在长期探索中

累积的精神财富，也是和平与发展、改革

与创新的时代主题下全人类的精神宝

库。在历史事件电影中弘扬中国精神，

不仅可以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

国经验，也可以为本土电影创作提供精

神动力和道德滋养，对本民族电影美学

的构建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

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8级在读博

士研究生）【基金项目】2020年度山西师

范大学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建构与反思：山西题材影视剧与本土文

化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2020W04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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