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国》

找到主旋律电影新的公约数

韩浩月

国庆档公映《我和我的祖国》是命题作文，片名

充满庄重感，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也厚重。 该片诸多的

出品单位、众星云集的演员阵容，更使得它拥有了一

种清晰的仪式感。 在导演方面，有 50 后的陈凯歌，60

后的张一白、管虎，70 后的薛晓璐、徐峥、宁浩，80 后

的文牧野，更使得影片有了“竞技” 色彩。

《我和我的祖国》延续了《建国大业》开辟的全

明星模式，只是这次《我和我的祖国》的关注点，不再

是观众在影院目不暇接地辨认明星脸。 《我和我的祖

国》进一步做到了理念先行、故事先行，明星为故事服

务， 观众会更多地被影片里的戏剧冲突与细节所吸

引，至于角色谁来出演，不再那么重要。

不过，有一个明星还是特别值得一提，即在宁浩

导演《北京你好》片段中出演出租车司机的葛优，故

事说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之前，葛优在公司抽奖得到了

一张开幕式门票， 准备当生日礼物送给儿子的时候，

却阴差阳错被汶川来的 13 岁男孩“强买” 了过去，在

得知汶川孩子的父亲是鸟巢建设者，且在地震中不幸

去世后，葛优把门票送给了孩子。 这么一个简单温馨

的故事，被演绎得充满真实性与趣味感。 吹牛认识萨

马兰奇，被大屏幕表扬送票者穿着红色运动鞋镜头扫

下来却是一双黑色鞋……宁浩与葛优的合作，让这个

短短的故事被各种细节“缠绕” ，一个平凡的出租车

司机，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光辉，这使得宁浩作品最为

市井化也最为动人。

从小角度切入，选取小人物的生命片段，并用之

映衬大时代的大事件，这是《我和我的祖国》最重要

的创作手段。 在观看之前，会想到“以小见大” 是主旋

律电影现阶段最好的呈现方式， 但看完之后发现，影

片比想象中的姿态还要低，无论是任素汐在公交车上

遇到不告而别去研发原子弹的丈夫，还是流泪目送喜

欢的女孩远去但手中依然高举着电视天线让邻居们

收看女排夺冠关键一刻的男孩，当一名微不足道的人

物与某个历史大事件建立起如此直接的关联时，还是

会令人产生微妙的会心一笑。

管虎的《前夜》和薛晓璐的《回归》，前者说的是

开国大典举行前夜必须解决国旗旗杆顶端金属稳定

球的故障，后者说的是香港回归前一名修表匠为交接

仪式英方负责人调校手表，这样的叙述角度，已经不

算“以管窥豹” ，已经属于针孔式的观察，但这并不影

响如此细致入微的描述，一样能与震撼的场景完美匹

配。 《前夜》和《回归》对于时间元素的使用，是大片

式的， 每位观众都知道在最后一刻问题一定能解决，

但大家一样为之提心吊胆的同时也充满期待。

在规定主题与规定动作的要求下，创作出好看的

故事，有些现成的商业模式是可以套用的，在《我和

我的祖国》当中，可以看到这些模式，但这不是该片

真正的看点，它值得体会与琢磨的，是那些一笔带过

的台词，或者人物言行背后的性格与动机，那些未曾

被写出的话，或许才是每个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最真实

的心路历程。 七位导演在影片当中，均展示了自己的

能力，当然，谁的水平更高一些，取决于不同观众群体

的偏爱， 整体而言，《我和我的祖国》“把主旋律拍好

看” 这个最基本的任务完成了。

2009 年的《风声》被认为是开启了商业主旋律电

影的新阶段，但到了《战狼 2》《红海行动》时，国产商

业主旋律的真正脉搏才算被把握到。 这十年来，《风

声》这样的主旋律电影是谈信仰的，紧随其后的几部

亦是把信仰当成核心诉求去刻画。《战狼 2》《红海行

动》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更为广泛地点燃了观众对主

旋律电影的消费需求，其讲述重点的变化是显而易见

的，现在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能发现一种更

为朴素的创作态度，重新回到了主旋律电影和内核当

中，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或意味着创作者、观众与电影

的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新的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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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贵州现代舞周

今晚开幕

本报讯 记者从 2019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

节第四届贵州现代舞周组委会获悉， 本届舞周

今晚将在贵阳国家高新区中国贵州艺术家俱乐

部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舞团将汇聚贵阳，

在六天的时间里为贵州观众带来精彩剧目以及

讲座、研讨会等内容。

据介绍， 开幕演出将采取沉浸式演出加剧

场表演的形式，融合舞蹈、音乐、多媒体等元素，

紧扣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表现贵州绿

水青山和人文情怀。 舞周期间，将有全国现代舞

精品汇展、青少年舞剧、优秀作品展演、闭幕演

出等板块依次上演，每天带来不重样的精彩。 其

中， 全国现代舞精品汇展将汇聚多个 “天下驿

站” 成员舞团进行集中展示。 “天下驿站” 是一

个以城市为单位的现代舞组织，2017 年由北京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和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共同发

起，目前成员有 40 多个，联动了全国各地的优

秀舞团进行互动交流。

据悉，青少年舞剧《乌彩缤纷》是舞周的闭

幕演出作品，该剧作为本届舞周的委约作品，由

贵州首个职业现代舞团乌舞团带领青少年舞蹈

演员共同表演。 这部作品融入了傩戏、苗舞等丰

富的贵州少数民族元素； 在音乐选择上也融入

傩戏中的念白、苗族音乐等，将独具贵州标志的

民族元素，以现代舞的表达方式，诠释民族与世

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五彩缤纷的

贵州文化。

据了解，本届舞周作为 2019 多彩贵州文化

艺术节的活动之一，将以“中国舞蹈向黔看·鼓

舞贵州” 为主题，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贵

州脱贫攻坚取得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用舞蹈

艺术为全省干部群众加油鼓劲， 并通过舞周的

举办， 不断优化中国贵州艺术家俱乐部的小剧

场等社会功能， 将其打造成为数博大道上的文

化新地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专题片《安居中国》播出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生动展现 70

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住房保障工

作走过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摄制的 4

集系列专题片《安居中国》，从 10 月 8 日起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每天播出

两集。

该片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住房保

障体系不断完善、 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的伟

大实践， 充分展现了我国住房保障工作取得的

辉煌成就， 以及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不断提升

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广大

观众全方位了解新中国住房事业的发展。

专题片第一集《房子里的中国》透过不同时

期老百姓的亲身经历和时代记忆， 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实现全体人民

“住有所居” 这一目标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艰辛

探索。 第二集《我想有个家》讲述了城市中低收

入住房困难群体、棚户区居民和城市“新市民”

等不同群体， 受益于住房保障政策住有所居的

温暖故事。 第三集《情系安居梦》讲述了各级党

委、 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推动我国住房保障工

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做法和感人故事。 第四

集《美好新生活》讲述了我国保障性住房如何实

现从数量到质量的改变，进而推动、促进着城市

和国家气质的提升。 刘阳

时讯

观影人次首次破亿，三部影片总票房远超去年同期———

这个国庆档，史上最强！

聚焦

假期第六天， 观影人次便突破

一亿， 这也是国庆档历史上观影人

次首次破亿。 截至 7 日晚 10 时，根

据猫眼数据，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的总票房已达 50.42 亿元， 远远

超过去年十月全月票房 36.48 亿

元。 《我和我的祖国》 成为国庆档

首部破 20 亿元的电影，创造献礼片

票房历史新高，《中国机长》《攀登

者》也相继破 19 亿元和 8 亿元，三

部影片累计总票房已达 49.94 亿

元。 这个国庆档，票房与口碑齐飞，

各种纪录被一再刷新， 三部主旋律

影片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了

一份厚礼，也创造了“史上最强国

庆档” 。

评弹

共赢 三部影片有望突破 50 亿元

三部电影的竞争从点映和预售阶

段就已经开始。 凭借吴京、章子怡的号

召力，《攀登者》 预售一开始遥遥领

先，但《我和我的祖国》依靠高口碑后

发制人， 其 9 月 28 日以 0.5%的排片

占据了 8.1%的票房 ， 上座率高达

88%，创下了近两年的点映新高，场均

人次也创造了国产片点映场的新纪

录。

9 月 30 日上映首日，《攀登者》

和《我和我的祖国》保持了 32%以上

的排片，《中国机长》则拿到了近 30%

的排片， 最终首日票房旗鼓相当，《我

和我的祖国》 以 2.98 亿元居冠军，

《中国机长》以 2.63 亿元次之，《攀登

者》首日 2.08 亿元居第三，三部影片

砍下了将近 100%的大盘票房，使同档

期的其他影片完全丧失了竞争力。

随着影片上映后口碑持续发酵，

“三强” 之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 国庆

假期前四天，《我和我的祖国》票房始

终占据领头羊地位， 且前三天日票房

连续突破 3 亿元大关。 但从假期第五

天起，《中国机长》开始了其主出品方

博纳一贯的逆袭路线，票房一路上扬，

顺利登顶日票房冠军宝座。 按照目前

的走势看， 该片有望在节后收获更多

票房， 甚至最终成为 “三强中的最

强” 。 与这两部影片相比，《攀登者》

高开低走，票房也有望冲击 10 亿元大

关。 三部影片在国庆七天的总票房有

望突破 50 亿元。

评价 与观众爱国热情形成共振

好看、感动、震撼，成为多数观众

在评价这三部献礼片时提到的关键

词。 从口碑上看，三部影片的观感都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 与观众高涨的爱国

热情获得较好的共振。 在豆瓣网上，

《我和我的祖国》 以 8.0 分赢得最多

好评，《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则以

7.0 分和 6.7 分次之。

“《我和我的祖国》是主旋律商业

片创作的又一次进步。 ” 影评人韩浩

月认为， 主旋律商业片经历了从弘扬

信仰到传递爱国的关键词转换，在《我

和我的祖国》中则采取了最低的视角，

拍摄出最朴素最动人的情绪。“七位导

演的七个故事是高度统一的， 从小人

物视角折射出我们国家这 70 年的巨

变，格局宏大，堪称‘滴水见海’ 。 ”

被称为中国电影导演 “梦之队”

带来的同题竞技， 成为 《我和我的祖

国》的一大观影乐趣。从目前观众反馈

来看，宁浩的《北京你好》和徐峥的

《夺冠》最受欢迎，老将陈凯歌的《白

昼流星》反而没能入许多观众的眼。

在影评人曾念群看来， 这七部短

片风格调性不一，各有长处和优势，大

部分导演都较好地完成了使命。“《北

京你好》展现了北京市民的善与美，就

连那种喜欢嘚瑟的性格短板也显得很

可爱；《相遇》人物塑造很成功，主演

张译光用眼神就奉献出了极其感人的

表演；《白昼流星》 虽有生硬的地方，

但在影像上做得最好， 立意也很有深

度，把载人航天和脱贫结合在一起，把

浪子回头和国家大事相勾连， 浪漫而

有诗意。 ”

《中国机长》改编自真实的新闻

事件，在场面营造和气氛渲染上，香港

导演刘伟强按照灾难片的路数给予观

众较好的视听效果。 但编剧汪海林评

价， 该片重点突出了民航系统优异的

服务意识， 却也反衬出乘客的自私散

漫。 此外，片中英雄机组成员的个性塑

造流于表面，尽管张涵予、袁泉的演技

足够过硬，但缺乏表演空间。

“论视觉效果和紧张程度，《攀登

者》在国庆档最好，但影片没有充分展

现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爱情

戏显得累赘， 情话略尬， 效果大打折

扣。 ” 汪海林说。 不少观众甚至吐槽，

如果《攀登者》删去吴京和章子怡谈

恋爱的戏份， 电影整体剧情和节奏会

好很多。

启示 重视创意是主旋律创作的根本

“今年国庆档影院的气氛跟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保持同步，很多观

众都把看这三部献礼片当成庆祝活动

的一部分。 ” 国庆期间，影评人曾念群

分别前往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大

观楼影城、 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调

研，均感受到了观众空前的观影热情。

“三家影院的氛围都特别热闹喜庆，影

院也为国庆档做了很多准备： 有现场

陈设不同年代老物件供观众合影的，

有举办中国电影发展展览的， 还有做

国庆快闪活动的， 都增加了观众观影

的仪式感和互动感。 很多家长用这三

部影片对孩子进行爱国教育， 还有一

家三代去看的， 有的老人都几十年没

进过影院了，很让人感动。 ”

2019 年国庆档取得了空前佳绩，

三部大片的成功无疑为今后主旋律影

片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

光说：“三部影片既有符合时代精神的

主流价值， 又熟练运用类型化的叙事

方式与年轻人对话， 再利用商业化的

手段和方式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而

爱国热潮成为电影消费的原动力，进

而形成了持续性观影狂潮。 ” 他认为，

重视创意应成为主旋律影片创作的根

本。

韩浩月则建议， 主旋律影片应该

更注重本土化， 在拍摄主旋律影片时

心态应该再纯粹一点， 影片元素不宜

过多。 像《攀登者》又想拍爱国，又想

拍冒险，还想拍爱情，主题一多就有些

飘忽不定。

曾念群则表示， 国庆档三部影片

的成功说明主旋律影片一定要做好市

场诉求，要兼顾市场，这样才能被更多

人传播。 袁云儿

《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资料图片）

《中国机长》海报。 （资料图片）

《攀登者》海报。 （资料图片）

西藏规模最大古籍普查工程

取得丰硕成果

新华社电 (记者春拉 曹槟)� � 西藏规模最大

古籍普查工程日前进入收官阶段， 普查工作取

得丰硕成果。 数据显示， 目前西藏已普查登记

18000 余函古籍文献；291 函古籍成功入选 《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编纂出版《雪域宝典》等数

十余本系列藏文古籍普查保护成果丛书。

以金石铭文、 简犊文献和早期写卷为代表

的藏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见

证，是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相关专

家保守估算，目前我国存世藏文古籍文献总数约

在数十万函以上，其中五成以上收藏在西藏境内

的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档案馆等重点收藏单

位以及遍布 74 个县区的 1300 多座寺院内。

2009 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推动下，

西藏正式开启了历时十年之久、 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的古籍普查工程。 十年来，本着一函古籍也

不落下的原则， 普查人员几乎走遍了西藏 7 地

市，完成了覆盖全区各地市面上普查登记工作。

走进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阿布入寺主殿一

侧的藏经殿，透过一扇扇锃亮的展示柜玻璃窗，

记者看到一函函标有阿拉伯数字序列号的蓝靛

金汁等古籍文献和古老木质刻板有序排列。 不

同于深埋在典籍架上的传统收藏方式， 这里的

每一叶善本， 每一个金汁书写的文字， 跃然纸

上，“活态” 传承着各自千百年的历史。

“这四十多函珍贵古籍都有 ‘身份证号

码’ ，它们现在都已归档国家古籍文献数据库。 ”

寺管会主任、53 岁的僧人旦增贵桑介绍说：“如

今在专家指导下，这些珍贵古籍不仅得到了有效

保护，更因公开展示而被更多人所了解。 ”

据悉，十年间，中央和自治区累计投入超过

一千万元资金支持西藏古籍文献普查保护工

作。 截至目前，西藏已累计修复近 3000 页濒危

古籍文献，完成 14 个基层古籍收藏单位条件改

善项目，新建 2 个古籍保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