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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立胜 李尉清

近些年，从《红海行动》、《战狼》系

列、《八佰》、《金刚川》等电影开始，中国

主旋律电影中出现了一种既弘扬爱国

主义、革命精神等主旋律价值，又以成

熟的美学表达获得市场高票房认可的

国产主旋律战争电影现象。最近上映

的国产主旋律战争电影《长津湖》以故

事片的形式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具

有重大意义的长津湖战役，在忠于历史

史实的基础上借现代工业电影技术，以

声音景观的塑造呈现出逼真的革命故

事与战争场景，并在审美上更加注重现

代化的叙事方式与情感逻辑，获得了票

房与口碑的双赢。

一、电影工业的声音景观塑造

作为一部历史战争电影，《长津湖》

以为当下观众再现长津湖战役为创作

目的，其中真实的声音处理与景观化的

声音塑造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声音

景观的塑造中，主旨声音、声音信号与

声音标记三个要素支撑了电影声音景

观的艺术内涵与情感表达。主旨声音

是一部作品中最重要的声音元素，它在

电影中通常指揭示特定空间特征的背

景声音。在《长津湖》中，战争场景中不

同层次的爆炸声、不同型号的枪炮声、

战士的嘶吼、悲怆的音乐与高影调的画

面配合得当，真实而震撼地描绘出了长

津湖战役中的残酷惨烈的场面。低沉

而有力、逼真而丰富的主旨声音构成了

《长津湖》整部影片声音景观的背景音，

对观众的观影心理与情绪产生着深层

的影响。

其次是声音信号，声音信号在战争

影片中通常作为重要角色的对白、重要

道具出现的前奏的前景声出现，在信息

传达上具有提醒和警示作用。在村庄夜

战的场景中，美军与志愿军在没有照明

的黑暗环境中意外相遇，人数和装备均

劣于美军的志愿军战士依靠黑夜中的细

微声音辨别敌我，此时的脚步声、呼哨声

和警报声传达着重要的信息，也控制着

影片的节奏。

最后是声音标记，声音标记是某一

场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它提醒着

观众角色身处位置的特殊性，例如战士

们行走在冰湖上时，轻微的冰面开裂声

极大程度上还原着这一特定空间的声

场，也提醒着观众战士们身处在行军路

途上的危险。得益于中国电影工业的

发展，《长津湖》中主旨声音、声音信号

与声音标记三种要素的有机配合令观

众置身影片情景之中，在电影院内重回

历史现场，给观众带来全方位的战争空

间的艺术想象。

二、主流意识中的视听美学呈现

《长津湖》因其精良制作和深入人心

的前期宣传，一经上映就受到观众热捧，

截至目前已经拿下了超 50 亿元票房。

相比选择《上甘岭》式对重大革命历史事

件加以严肃表现的经典模式，《长津湖》

将七连中的多个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

相结合，从普通人的视角来表达战士在

战斗中的成长，重新定义了主人公和革

命记忆的情感勾连，这种个体与国家、个

体对革命认同的关系由浅入深，由“想让

哥哥看得起”和“第一次上战场尿裤子”

逐渐发展到“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奋

斗，呈现了当下主流意识中一种充满个

体化和包容性的革命情怀。与此相对

地，影片在声音美学的呈现上也作出了

相应调整，在一些充满感情的段落配合

视觉效果加入声音景观的元素，观众获

得视觉和听觉双重的艺术感官效果。

在伍万里与老兵们赌气要回家时，

在火车上猛地拉开车门，刚好看到长城

之上夕阳照耀晚霞的绚烂景象。这一画

面色彩绚丽、前后景丰富，碧绿的山林在

斜阳映照下显出金色；而背景音效中，长

时间重复、单调、在封闭的车厢里发出沉

闷响声的火车底噪与伍万里的郁闷一起

一扫而空，声音素材中大量使用未经过

处理的自然声音，伴随着弥散的山岚与

蜿蜒的长城出现，风声、鸟鸣与山谷见回

荡的铁轨声在开阔的声场中回荡，声音

与画面以调性蒙太奇的方式流露出导演

内在的中国文化自觉与审美倾向。此时

的背景音乐也适时进入，以悠扬的弦乐

声突出长城落日的恢宏大气，多个声部

的逐渐加入与配合，以丰富的层次和壮

阔的意境，给人一种边塞诗歌般“不教胡

马度阴山”的感慨。万里与战友们的眼

神与逐渐高亢激昂的交响乐相配合，从

他们对长城美景的惊讶中诞生出保家卫

国的决心与对未来的期望。

三、互文文本链中的革命浪漫情怀

《长津湖》作为一部国产主旋律影

片序列上的最新作品，在自身独立完整

的故事线之外也与诸多经典电影及其

他艺术作品存在互文性关系，许多历史

事件与文艺作品在其中以各种形式精

巧地交错着：两个连队向对方讨炮，起

了争执的台词致敬了《亮剑》，片头的河

上人家致敬了《上甘岭》，结尾处志愿军

队伍冲到岸边目送美军军舰的场景似

乎与《横空出世》间也存在并不遥远的呼

应。在音乐上，《我的祖国》与《沂蒙山小

调》的使用尤其显示出互文文本链中的

革命浪漫情怀，成功诠释了影片所表达

的个人际遇与祖国命运相生相伴的深情

厚谊。伍百里、伍千里与伍万里兄弟，和

双亲一起生活在浙江湖州的渔船上，片

头处伍千里抱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坛涉

水回到家乡，两岸稻田碧绿，船尾一排涟

漪，艄公号在大雾弥漫的水面上惊起两

排水鸟，这个平淡温馨的开头，仿佛经典

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

国》中“一条大河波浪宽”景象的具象

化。在美军战斗机接连轰炸我军阵地

之后，山东老兵雷公把美军投放的轰炸

标识弹抱起来放在车上，驾车带着标识

弹穿过枪林弹雨，冒着极端的危险转移

美军注意力，让美军战斗机错误地轰炸

自己的坦克，此时《我的祖国》终于作为

背景音乐响起。声画对位技巧中，舒缓

温柔的曲调与惨烈的血战形成强烈的

反差，引人在极度情感激荡中回想这场

战争的意义；在镜头转摇到雷公身前

时，他已经因中弹严重失血，此时它苍

白的嘴唇却哼唱起家乡的《沂蒙山小

调》：“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

个山上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

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一条大河波浪宽”与“人人都说

沂蒙山好”两段歌曲完成了从《上甘

岭》到《长津湖》的衔接，也完成了从伴

奏到人声、从普遍性的爱国情怀到个

人牺牲的切换，更是从听觉上跨越祖

国千万里版图，在波浪激荡的大河与

青山绿水间构筑出“山河无恙”的影片

主题，充满富有激情又浪漫壮美的革

命浪漫主义诗意。这些音乐声形式十

分单纯，却在审美体验中充斥着生命

的活力与革命胜利的愉悦之情，唤起完

整单纯和谐的审美感受。艺术审美是

人在现实中应该积极进行的、善与真的

活动，也是在创作事件中积极改造外

物、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长津湖》与

这些经典歌曲的互文，在讲述影片故

事，描述基本历史史实之外，调动了丰

富而生动的视听素材，在惨烈的战争场

景中将观众的精神王国引向了充满诗

意的崇高美学境界。

（张馨予，于姿琰均系渤海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在读；高昕系渤海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长津湖》中声音景观的塑造与审美生成
■文/张馨予 于姿琰 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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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影：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全景擘画

■文/王鹏黄训达

红色电影是以党的艰苦奋斗历程和

伟大英雄人物为题材，反映和弘扬党的

伟大精神的电影。作为党的文艺事业的

构成部分，红色电影自诞生之时起就担

当着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使命。它通过纵向演绎与横向编织、历

史叙事与人物细描、谱系建构与价值传

递等手法在电影银幕上全景擘画了雄伟

壮阔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一、纵向演绎与横向编织：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全局呈现

红色电影纵向演绎着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历史卷轴。从1921年至今，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

铸就了无数伟大精神。红色电影作为一

种社会意识形式，始终把镜头瞄准中华

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脉

络，创作出一系列反映着革命、建设和改

革时期伟大精神的优秀作品。从《开天

辟地》、《地道战》到《北大荒人》、《横空出

世》，再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

辈》，红色电影展现着建党精神、北大荒

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等伟大精神，勾

勒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银幕形

象。

红色电影横向编织着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宏伟图景。浩如烟海的红色

电影以不同的时间、人物和事件为切入

点，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深入、多

元的剖析和展现。一方面，不同时期的

伟大精神得到全面呈现。另一方面，某

一伟大精神又有不同主题和类型的电影

作品呈现。如《英雄连》、《金刚川》等影

片都诠释了抗美援朝精神；《英雄儿女》

聚焦平凡小家庭，表现中华儿女在抗美

援朝运动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深沉

厚重的家国情怀；《保家卫国——抗美援

朝光影纪实》以纪实为手法揭秘抗美援

朝的峥嵘历程；《最可爱的人》以热血“高

燃”的动画重现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无畏的飒爽英姿。

红色电影的纵向演绎与横向编织

全局呈现了时空立体和层次丰富的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一代代中国电

影人致力于描绘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

时期孕育生成的伟大精神，创作的一部

部红色电影在时空维度上纵深勾画着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整体及其发

展的全过程。

二、历史叙事与人物细描：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全面刻画

红色电影藉由历史叙事来描摹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宣传的首先任务就是挖掘具体历史情

境下的人物故事，通过叙事和塑人的方式

来传达伟大精神的实质内容。精神谱系

不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它往往孕育于

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诞生于重大

的党史历史事件之中。所以，不少红色电

影以党史大事为题材，借助叙事的方式阐

释历史情节、再现历史情景，讲述历史故

事，透过故事折射党的伟大精神。

红色电影借助人物细描来展现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精神谱系归根结底是由

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汇聚而成的谱系。它

鲜明的社会意识属性决定了个体的能动实

践是其内在精神显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

红色电影正是通过叙述人和发展人的方法

来描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树立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动形象。所以，

红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成功塑造了无数经

典电影角色，复刻了许多红色英雄人物的

银幕形象。其中，既有表现杰出历史人物

精神的《赵一曼》、《雷锋》等作品，也有雕刻

普通百姓精神形象的《小花》、《小兵张嘎》

等影片；既有《张思德》等纪念个人革命精

神的人物传记式电影，也有表现英雄群像

的红色作品，如《沂蒙六姐妹》、《平原游击

队》、《红色娘子军》等等。

红色电影的历史叙事和人物细描全

面地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有人有事才有精神，见人见事才见精

神。”任何一种精神既以实践中的人或事

为支撑，也以此为表现。因此，作为一种

历史故事和人物事迹有机串联起的影视

资料，红色电影天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宣传手段。它通过叙事和

塑人的优势手法，描写了精神谱系的一

个个历史故事，描摹着一个个英雄人物

的伟大精神，全方位刻画着历史与人物

相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三、谱系建构与价值传递：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全然表达

红色电影在银幕上建构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

一个内含多种伟大精神的整体性概念。

每一部承载伟大精神的红色电影都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上的独特坐标。特

别是近几年颇为火爆的单元式电影为构

筑精神谱系提供了创新思路。单元式红

色电影突破了以往只表达某种伟大精神

的创作模式，从相对宏观的角度选取几种

伟大精神为题材拍摄片段故事，并由片段

故事组成电影整体。它摒弃了单一要素

的视角，以多个片段的有机结合表现微缩

版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种创作

方式更好地解读了精神谱系各要素的内

在关联，是对精神谱系的整体性表达。如

《我和我的父辈》由《乘风》、《诗》、《鸭先知》

和《少年行》四个故事片段构成，谱写了抗

战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的共

产党人精神群像。影片以几代父辈和科学

精神的艰苦奋斗经历为线索，串联起革命、

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伟

大精神的家国逻辑，更加丰满而深刻地诠

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红色电影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价值所在。精神是电影内在的灵

魂，价值观念是电影表达的核心。红色电

影既然是意识形态主旋律和主基调的表

达载体，那么其创作目的就绝不只是在形

式上铺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强

调在内容上诠释好伟大精神背后的精神

实质。而红色电影蕴含的价值理念正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传递延续的正

是中国共产党人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它以记录事实、重现历史的方式为价值传

递搭建形式，旨在通过叙事作品中的价值

表达引起观众共鸣，进而引导观众在接受

党史故事的过程中自我生发对精神谱系

的理解，自主建构和自发传承中国共产党

人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

总而言之，红色电影凭借着丰富的

表现手法和良好的视听效果已经成为观

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形态和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宣传力量。站在建

党百年的历史新坐标上，我们必须不断

创新红色电影的应用，切实推动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宣传工作的蓬勃发展！

（廖立胜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

党史和党建教研部讲师；李尉清系华南

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

在读）【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提升

广州红色文化全国影响力传播力研究”

（项目编号：2021GZYB32）；2018年华

南理工大学校级教研教改项目“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改研究”（项

目编号：x2sx-Y1180731）。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战斗精

神，是百年奋斗历程中战胜强敌的精

神密码。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反映

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既是通过文艺

作品弘扬和赓续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

有效举措，也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重

温光辉历史，加强战斗精神培育的关

键途径。在历史形式异常严峻、愈进

愈难、愈进愈险的新时期，应当深刻认

识到我们所处的处境不进则退、非进

不可。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因此，有必要从革命历

史题材电影中重新强调和发扬共产党

人的战斗精神，以的坚定革命政治立

场、不甘屈辱、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

革命精神，在新时代以战斗精神充实

时代精神的内涵。

一、革命历史事件影片中的

战斗精神

革命历史事件影片主要指以中

国、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在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为题材，以宏大叙事形式表

现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党史故

事的故事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百

年党史与革命史中伴随着新中国一路

走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储存中国共产党人

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是的重要资源。

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通过广泛的革命

事件连接起广阔的历史，构筑丰富的现

实，从而承载不同历史时期丰富的战斗

精神。这些电影中承载的战斗精神植

根于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泥土中，赓

续一代代人不懈奋斗的事业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

《风雪大别山》、《暴风中的雄鹰》、《永

不消逝的电波》、《大渡河》、《万水千

山》等影片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红军战士在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

上让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反法西斯革命时期，《火的洗礼》、《血

溅宝山城》、《血战台儿庄》等影片中，

中国军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

念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书写

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解放战争时期，

《大决战》、《重庆谈判》、《决战之后》等

影片显示了人民解放军坚定马克思主

义理想，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为

解放穷苦人民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

热血，用铁的信仰凝聚起了撼人心魄、

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抗美援朝战场

上，《英雄儿女》、《奇袭》、《较量》、《上

甘岭》等影片志愿军战士以舍身报国

的战斗信念、团结协作的战斗品格、敢

打必胜的战斗血性打败了美军为首的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喊出了“为了

胜利，向我开炮！”的世代最强音，让英

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与表现精神的电

影一同被载入了中国电影的史册。

革命事件影片以宣传革命思想的

功能为本质特点，以战斗开展的启程

转合为叙事结构，在创作中以现实的

军事事件为动作创作的源泉和依据，

发挥了主观的能动性和活跃的新思

维，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年代里，

对革命战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革命的胜利寄语了精神上的共鸣。

对革命事件的凸显深刻表现了革命主

题、充分传达了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

积极渲染了战斗中的丰富情感。

二、革命历史人物影片中的

战斗精神

革命历史人物影片主要指描写

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

领导人、干部及其对国家做出突出贡

献者的生平业绩的传记片与故事

片。革命历史人物影片的主题内容

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与歌颂，宣

传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新思

想，赞美正义善良的革命历史人物。

在“十七年电影”时期，刘胡兰、黄继

光、董存瑞等受到党和国家表彰、造成

广泛社会影响的英雄模范人物成为革

命历史人物影片展现的重要对象。《刘

胡兰》呈现了刘胡兰对抗日工作所作

的贡献：在党的领导下，她一边组织群

众反“扫荡”，一边坚持生产，在被捕后

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展现了“坚

定信念、不屈不挠、敢于担当、勇于奉

献”的刘胡兰精神。这一时期的革命

历史人物电影中，也不乏个性充沛、情

感饱满的虚构角色，但这些虚构角色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但同

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例如

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平原游击队》中

革命英雄主义的化身——神枪手李向

阳，影片叙事完全围绕李向阳这一形

象展开叙述，展现了一系列牵制驻守

华北的日军、炸毁日军弹药列车、帮助

群众向安全区转移、保住秘密存储的

粮食的经典故事。

改革开放后，更多以普通人视角

看待历史、参与革命的作品逐渐增加，

这些电影一方面拓宽了看待“历史”的

视野，认可了个人记忆在历史表述中

的作用，开始刻画重大历史题材电影

中的小人物；另一方面也将个人记忆

作为连接起广阔历史与丰富现实的桥

梁，贴近历史真实，由此塑造出了许多

和蔼可亲、有血有肉、真实立体的人

物。以新世纪拍摄的《建国大业》、《建

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例，这

三部电影描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建

国、建党、建军三次事件，却在重大革

命和历史题材电影中开拓了普通人嬉

笑怒骂的空间，也将领导人与革命英

雄还原为会犯错误、有个人爱好的“平

凡人”，在个人记忆与历史叙述间达到

了新的平衡。例如，《建军大业》的结

尾部分，1927年底，南昌起义军在广东

作战失利，部队损失惨重。一名十九

岁的少年战士向朱德敬了个军礼，说

自己将来一定要打到南京去；这位不

怕苦、不怕死的少年树牢为国家和民

族利益而战、为党和人民而战的理想

信念，在1949年1月，作为解放军第三

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

亲自指挥渡江战役，在解放南京的战

役中留下了“粟裕”的名字。这些电影

不仅展现了真实人物与重要历史形

象，还细致地刻画了各自阵营里的普

通士兵，真正全景式地展现了共产党

历史中的阶级因素、历史动力因素、人

民因素等更为深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这些共

产党人的战斗精神也是与时俱进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需要不怕流血牺

牲的精神，现在我们更需要为促进经济

发展、维护群众利益出力流汗、做出贡

献的英雄。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反复强调战斗精神培育，要求为

我军加强新时代战斗精神培育提供了

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我

国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各种挑战前所未

有，必须继承和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为战胜强敌提供强大精

神力量。

（王鹏系海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

学院助教；黄训达系海军航空大学航

空基础学院讲师）

我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
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