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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饶曙光

■文/张阿利

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

际，一部电影《让这首歌作证》的诞生

恰逢其时。众所周知，党史学习教育

最生动的教材，最活泼、最有效的方

式，就是通过电影学党史。

前段时间笔者到中央电视台几个

频道都去做了这样的节目，作为一个

电影人感到很骄傲，因为在中国历史

发展的关键时刻、重要时刻，中国电影

人都没有缺席。无论是革命阶段、建

设阶段，还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

都有电影作品表现中国人民的奋斗历

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

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全体中国人民所做了共同的

努力。

中国电影人有一个优秀的传统，

就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重

要时刻，创造了很多红色的经典电影，

一方面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

在党史学习教育当中发挥了积极的、

建设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我

们不能满足于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

我们还要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用电影的方式来讲好党史故事。

《让这首歌作证》就是这样一部新的红

色电影，应该可以叫得响，传得开，留

得住。

因为之前我也帮助策划过一部电

影，片名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也曾经到过这首歌的诞生地北

京房山堂上村，做过一些采访。但是，

我们的采风采访尤其是对历史的研究

远没有《让这首歌作证》影片的主创做

得这么深入，他们真的是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在研究历史中获得了更多的

历史资料，也获得了更多的艺术灵

感。编剧王兴东和张佑晨深入京津冀

地区寻找曹火星的创作轨迹时，经过

大量调查走访，发现了独特的人物关

系和具有活力的戏剧情境：曹火星原

名曹峙，字文山，其兄曹岱，字泰山，

长其十岁，抗战时期两人分别加入共

产党和国民党；曹火星写了歌曲《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激起兄弟之间的

观念冲突、信仰冲突……

影片《让这首歌作证》以一种富有

想象力、艺术张力的方式开头并且展

开叙事，有效吸引了观众：2015 年也门

撤侨，失去护照的曹希飞（黄俊鹏饰）

拿着曹火星签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小册子向大使馆求助，通过

讲述二爷爷曹火星的故事以证明身

份 ，最 终 登 上 了 回 国 的 临 沂 舰 ……

1943 年，曹火星（张傲月饰）参加了八

路军铁血剧社，而他的长兄曹岱（王泽

霖饰）则加入了当时的国民党，两人虽

然身处不同的阵营，有着不同信仰，但

彼此理解各自的选择。抗战迫在眉

睫，革命根据地延安发表社论《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给了曹火星极大

的艺术启迪，他结合房山霞云岭当地

“霸王鞭”的旋律创作同名歌曲，并领

命四处传唱这首歌。抗战胜利后，《晋

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曲，此举激怒

了国民党当局，军统特务令其哥曹岱

诱杀曹火星，此时领命的曹岱如坐针

毡，陷入了使命任务与兄弟情的矛盾、

对抗、撕裂。

影片《让这首歌作证》除了有更多

对历史的挖掘和理解之外，在电影叙

事方式上也采取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代入感。如影片

一开始海外撤侨的段落，一首歌《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所有人尤其

是中国人感同身受，热血沸腾。过去，

我们非常熟悉一句话“凭着国际歌熟

悉的歌声，我们能够找到朋友”，今天

我们则可以凭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这熟悉的歌声，迅速拉近互不

相识的人的心理距离、感情距离，感受

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当

我们看到那小女孩在亚丁湾的中国军

舰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

中国人的骄傲油然而生。所有的这

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和奋斗的结果。

《让这首歌作证》聚焦于两兄弟之

间血浓于水的兄弟情，寻找到了个性化

的动机和冲突，可以与观众尤其是年轻

观众达成最大层面的共情共鸣共振。

不过，兄弟之情虽然血浓于水，但信仰

的不同终究导致了两兄弟分道扬镳。

正是在这种兄弟情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中，影片成功地塑造出了富有历史和人

文内涵的艺术形象。而富有历史内涵、

人文内涵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是

所有电影尤其是主旋律电影成功的关

键所在，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总之，影片《让这首歌作证》让观

众看到了曹火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艺

术形象，以及他如何完成了一首歌的

创作及其传播。由这样一首歌的启

发，影片主创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尤其是通过创造性的艺术转化，使

之变成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一部可以

让年轻观众喜欢的电影。

习近平总书记对电影工作特别重

视，对电影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特

别是他强调要用电影的方式来讲好党

史故事。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艺术的

方法有一千条一万条，但是最牢靠的

方法还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研

究历史。生活中不乏有史诗，关键是

我们要有把史诗转化为高质量电影作

品的能力，《让这首歌作证》就是这样

一部高质量的电影。它一定可以获得

全国观众的追捧，一定可以与我们当

下的青年观众达成对话，能够与青年

观众形成共情共鸣共振。

我也联想到河北影视集团、河北

电影制片厂，长期以来坚持红色电影

创作、重大主题电影创作，形成了电影

界公认的河北影视现象，形成了自己

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创作生

产出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如《周恩来的

四 个 昼 夜》、《血 战 湘 江》、《古 田 军

号》、《李保国》、《那时风华》、《吕建

江》等，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

展、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河北贡

献。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电影人

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更大的

努力和贡献。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近期，由陕西导演韩天善创作的电

影《闪亮的军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

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思源放暑

假后从西安回到老家铜川照金看望爷

爷郑红兵（牛犇饰演），无意间接触到

爷爷珍藏多年的宝物木质军号，了解

到军号背后的革命故事；在参与照金

红军小学的“小红军夏令营”活动后，

原来体力不足、意志力薄弱的郑思源

在与爷爷、教官、同学们的相处中，尤

其在了解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历史、感受到照金精神后逐

渐成长，对爷爷的理解更加深刻、情感

更加深厚，郑思源和小伙伴们的团结

协作精神更强，意志也更加坚定。

影片建构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互

链接，祖辈与孙辈思想、情感传承并相

互认同的独特叙事空间。导演选取独

特的视角和题材，紧扣当下城市孩子

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使孩子们自然而然接受红色革

命历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可以看

到，影片为观众建构了爷爷和孙子这

一对特殊的人物关系，这种关系与红

色基因的传承相呼应，也在当下主场

景影像叙事中应用了历史闪回的叙事

手法。

由表演艺术家牛犇饰演的爷爷郑

红兵，长期坚持居住在山中老屋，他珍

藏着那把父亲传承下来的老军号，并

向人们不断讲述过往的革命历史。郑

红兵对老屋和老军号的坚守不乏象征

意义。孙子与爷爷围绕老军号展开故

事冲突，展示了孙子郑思源对老军号

由不理解到理解，也是对爷爷由不理

解到理解的思想、情感的转变过程。

影片运用充满童趣的儿童化视域

进行展现，借助游戏化的夏令营，建构

了影片的叙事基础和情节构成。导演

抓住少年儿童的游戏心态和行为特

点，在郑思源刚刚到山村时，村里孩子

用野狼嚎叫的声音这一特殊方式来迎

接城里来的小朋友。没想到，山里孩

子们的游戏方式却引起城里孩子郑思

源的误解，闹出笑话。为了消弭误解，

山里孩子们悄悄把苹果、核桃等摆放

到郑爷爷家院子的小石桌上，以求获

得郑思源的原谅。

影片中，导演还特别引入夏令营这

一游戏性叙事结构，两支队伍在竞争

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最终同时抵达

目的地。片中小朋友们“全副武装”，

身着迷彩服，配备现代化的无人机等

装备，吸引了儿童观众的目光和注意

力。应该说，尊重儿童的语言心理特

点、行为方式与思想情感等，都反映出

这部儿童电影在童趣意蕴方面的自觉

追求和突出特色，实现了良好的艺术

效果。

影片以军号这一特殊物象营造出

饱含深意的影像意蕴，将富有地域特

色的照金景观与深层表达的照金精神

加以深度融合。创作者的初衷并非仅

仅是为了表达当下少年儿童小小的生

活遭遇，影片中军号作为影像叙事的

意象主角，仿佛一个被历史化和当下

化的既虚拟又现实的特殊物象，爷爷

珍藏的军号以及博物馆里陈列的木质

军号，都承载着父辈光荣的革命历史，

涌动着豪迈的革命激情。而孩子们夏

令营队伍里的金属军号，展示的是历

史的传承和红色基因的延续。

当郑思源因体能比拼受阻泄气而

离开夏令营营区的时候，爷爷郑红兵在

山梁上吹响军号感召着孙子重新回归

团队；当大家找不到在山里负伤的爷爷

时，郑思源吹响的军号成为最动听、最

嘹亮的声音，成为连接起爷孙感情的心

声。郑思源最后离开这片土地时，孩子

们的军号声充满依依不舍之情。

可以说，以军号为结构线索的叙事

在影片中编织出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

场景。此外，影片中大量关于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薛家寨革命

旧址、陈家坡会议旧址、照金北梁红军

小学等的植入展现，都呈现出照金特

有的大环境，这里也是主人公们生存

和活动的大背景。郑思源由外界进入

这一环境，并在此环境中耳濡目染不

断进步，无疑也是新时代红色基因对

少年儿童产生影响的有力表达，叫人

久久回味。

（作者为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永远为人民谋幸福
——评电影《让这首歌作证》

新时代儿童电影的新探索
——评电影《闪亮的军号》

■文/王 霞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近年来东北俨然成为中国地域电影

（Regional Film）在空间生产中频繁跃出的

时代意象。虽然这片时空凝滞的铁锈地带

衍化自 1990 年代，但上个世纪的电影语言

实难给出恰当的回应，东北曲艺推动的娱乐

电影又远离它的现实存在。反而是最近十

来年，伴随着影像民主化趋势和东北文艺复

兴，不断地催动着一股“新鲜的东北影像”在

主流视野之外野蛮而坚韧的生长。它们中

最早登上院线大银幕的是张猛电影，最近几

年杨荔钠、张律、耿军乃至李骥、梁鸣、蒋佳

辰等更年轻的一波影人的东北影像浮出水

面，还有一大批纪录电影人始终埋头于此，

不辍地于商业之外进行着媒介耕作与影像

生产。耿军的“鹤岗宇宙”，是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一支。虽然唯一公映的《东北虎》于今

年上画后，院线反响寥寥，但它于耿军独树

一格的影像系列里，仍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耿军的电影创作从早期的粗粝写实，已

进入到荒诞现实阶段。他的创作团队也从

最初三五个人的DV作坊，升级到拥有百余

人组成的工业性制片模式。不变的是耿军

对家乡鹤岗城郊这一后工业与后农业交叉

的文化空间的持续关注。特别是他镜头里

的荒诞现实，自觉地以“寒带电影”的体验方

式，打通了现实素材的直感性和抽象性之间

的对立，敏锐地抓住极端现实中瞬间的荒诞

与诗意。为耿军电影做制片人的张献民称

其是一种“低度象征”，也有人称之为逃离

“凝固的东北意象”的“液态影像”。

1、文化人与社会人

《东北虎》虽然集齐了耿军的鹤岗好友

“团伙”的非职业演员，却第一次将叙事主

体，从城郊的底层流民转向了市民阶层，并

试图进入这个三线小城中年人的家庭内

部。鹤岗宇宙的市郊空间，也演化为两部

分，一边是由住宅区、学校、饭馆、公园与市

集组成的无力感的市民空间，一边是由矿区

工地、矸石山、荒原败屋与前者遥遥拉锯的

郊野复仇空间。表面上影片讲述了一个“文

化人”去找一个“社会人”为吃掉的狗复仇的

故事。实际上却以所谓的“复仇”动作线投

石问路，试图激发这个工业衰落的煤炭小城

里颓丧与倦怠的中年人群体，试探他们血液

里最后一丝“往昔东北人”的生气。文化人

指的是夜晚在学校做宿管、白天兼职开铲车

的徐东（章宇饰），他摆荡在夜与昼、体制内

与外的两份工作之间，也摆荡在待产妻子与

情人小薇之间，自述“人老色衰”、“经济衰

败”却勉强“家庭稳定”，他在平庸与乏味中

消磨着平庸与乏味。社会人，指的是建筑承

包商马千里（张志勇饰），在小城楼市崩盘之

后，一方面被一群翻脸后只认钱的亲戚朋友

变本加厉地暴力追债，一方面被黑社会性质

的开发商以及串通一气的催债公司欺诈殴

打，他经济破产、信用全无，还被家庭抛弃，

住到了市郊偏远荒凉的一处破旧院落里，在

挣扎与无助中验证着挣扎与无助。

两个核心角色的相遇是影片的叙事引

擎，此片最具表达力的几个段落几乎都发生

在二人之间的冲突与共情之间。耿军电影

的荒诞性也由此衍生。不同的是，前作影片

中彼此遭遇的难兄难弟，有着同样的身份：

要么是极度贫瘠区域的抢劫犯，要么是人力

抽空的社区里的骗子，在抢无可抢、骗无可

骗的境遇里，耿军努力发掘所谓的“底层相

戕”中互舐取暖的可能。《东北虎》中由于加

入了表达并不充分的女性互害一线，反而导

致对人物现实处境的抽离感没有前作那么

突出，分散了“复仇”动作线上的“文化人”与

“社会人”之间的碰撞，也削弱了副线人物

“弱势群体”的诗人与小二对“文化人”与“社

会人”的反衬与抚慰的力量。剧作整体荒诞

感的层次与锐度削减了很多，这多少影响了

“鹤岗宇宙”喜剧表达的特定节奏。

2、挫败者的假动作

耿军自称“寒带导演”，影像观念深受考

里斯马基、罗伊·安德森和贝拉·塔尔的影

响。不同与考里斯马基以纯粹实在的动作

线推动小人物的悲欢命运，耿军的人物动

作，还参考了罗伊·安德森式的庸人自欺的

讽喻性。所以“鹤岗宇宙”里的“打劫”、“诈

骗”、“复仇”、“侦查”等等同样代表人物的单

一动作线，被抽空了语义上的实质性，都成

了假动作。所以影评人灰狼在《东北虎》中

看到了德勒兹意义上的“虚假的力量”（les

puissances du faux），但这个叙事上的虚假强

力，却并非仅仅由于人物的“伤感的无用”和

“行动的无能”。

徐东一次次驱车去找马千里，真的是在

复仇吗？夹在追债人、讨债人与欠债人之

间，马千里真正的动作线是什么？破案的妻

子挺着大肚子，一次次上路查“小三”，却不

如她面对徐东，撩向他的筷子的那一巴掌

有用。

一如既往，耿军在《东北虎》的冲突双方

间设置了大量的静态对峙镜头。实际上，这

些对峙画面最终表现为人物动作线的反

面。对峙之后没有暴力，有的是：你下跪，我

下跪（马千里与徐东）；你鞠躬，我鞠躬（小二

与马千里）；你捏我左脸，我捏你左脸（诗人

与徐东）；你倒下，我倒下（徐东与马千里）；

你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打架的两个学

生）；你想看大海，我想看大海（马千里与徐

东），等等。对峙镜头被抽象为“假定的冲

突”，要表现的是对峙之后冲突的无比脆弱

感。在“鹤岗宇宙”里，所谓的冲突，不过是

同阶层、或同处境、或同身份的怂人的内部

矛盾。你会发现，不仅仅是影像抽帧式地放

大了冲突的假象，面部呆板的角色们也彼此

配合，制造着冲突的假动作。

耿军电影的荒诞感之一就是人物之间

的这种相互凝视与相互表演，且在此之后的

相互抄袭。大量的中心构图下，人物或者面

对面，或者齐齐面向镜头。他们表情呆滞而

严肃，语出迟疑又凝练，总是渴望将自我叙

事纳入到社会主流话语的表达中，以掩饰他

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身份所匹配的规

定动作的极端不确定。以停滞感表现的不

确定性，是失败者经历过一次次挫折后形成

的牢固的身体记忆。伊芙特·皮洛说，荒谬

得以流行，是因为在无休无尽的挫折中，人

们已经承认和接受了荒谬的存在。正是这

些假动作，为东北边缘这个自然资源与人力

资源双双枯竭的煤城鹤岗，生成了一种弱化

叙事的情境影像。

3、情境影像

“复仇”给徐东以借口，以摆脱他像摇摆

球一样，在“铲车狭小的偷情空间”和“妻子

高度控制的居家空间”之间往返不休的被动

轨迹。情人的抽象化动作是撞他的头，妻子

是不停的吃。这些重复的又不可预测的动

作完全可以“罗伊安德森化”，它们既具备日

常空间的绝对性，又关联着主体人物徐东的

生命感知，是徐东在女性空间里表演情人和

表演丈夫之后，自我感丧失的体验。在情人

面前，他不能表达伤感，因为这不符合情人

为他设定的男主英雄救美的人设。在妻子

面前，他甚至不能随性进行手指习惯性的敲

打动作，因为他“欺负橘子”所显示出来的极

其微弱的暴力反抗，被妻子敏锐地捕捉并剥

夺了。《东北虎》里的社区空间，不管是徐东

家楼下，妻子追查前情人时出现的楼宇间，

在构图上都呈现为构图上的封闭性，人物调

度也以水平方向为主。尽管这些叙事情景

有时并没有徐东的出现，但封闭感的女性空

间，就是他温水煮蛤蟆式的生存溺境。

相比之下，躲债于郊野老屋的马千里，

以他为主体的叙事空间多以景深构图为

主。破落屋景的窗外是雪地荒原、远景有城

市的高楼与烟囱，甚至还包括想象与描述中

的“温暖的南方与大海”。且在马千里与徐

东对峙的叙事情境中，总是存在远处的第三

方力量，或威胁或干扰甚至是改写着他们之

间的复仇关系，如公安局门前修摄像头的警

察、为了帮忙不惜转换为“精神病患者”身份

的诗人、窗外投掷砖头萝卜的催债人，这让

他们的空间关系充满张力。

诗人第一次见到这个让好友一心复仇

的包公头马千里时，对好友说：他现在比你

愤怒，他的愤怒是真的。诗人不仅道出徐东

的愤怒是一种自欺欺人，也道出了文人复仇

的荒诞逻辑。他们没有食仇报复的崔奋力

和行动力，而是抱着强烈的弱势心态去示

威，以给自己一个勇者的假象。徐东说“诗

人是弱势群体”，所以诗人试图用“诗人+精

神病人”的双重弱势身份去吓唬包工头，结

果无效，因为刚刚被恶人就地摩擦的包工头

连他都不如，已经任人欺压、尊严丧尽、准备

酒后赴死了。这个段落最终定格在三个垂

丧的男人叠跨在一辆电动车上。从此，章宇

从复仇者变成旁观者，且在围观被复仇者的

景深空间里，成为最里层的旁观者。

伊芙特·皮洛在评论扬索的电影时说：

人物在空间中的聚散构成，成为情境表达的

手段。这一点被罗伊·安德森做到了一种极

致。以一两个日常生活的场景迅速达成一

个世事讽喻的段子，是罗伊·安德森取景生

活的影像构成方式。耿军电影之所以有着

罗伊·安德森的影子，并不在于对人物的断

片式处理，而是他将日常生活抽离化的那种

情境影像的构成底色。尽管《东北虎》的象

征性、寓言性与荒诞感比耿军的前作弱化了

许多，动物、风筝、梯子等隐喻符号背后的叙

事性也大大地弱于同时期的作品《大象席地

而坐》。但它从影像角度，为东北之北的冷

峻萧瑟里，那些萎缩在棉大衣里的平庸男

人，给予了一个反抗现实的影像的机会。

《东北虎》：

弱势群体的复仇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