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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深入进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活动中，由

河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摄制的

一部表现塞罕坝建设者艰苦奋斗、牺

牲奉献，用青春热血创造出人间奇迹

的故事影片《那时风华》推出上映，对

于用文艺形式积极配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用弘扬

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的积极现实主义

作品引领影视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塞罕坝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

地方，从一棵树苗到万顷林海，从荒

岭沙漠到生态绿洲，从一无所有、一

穷二白到塞外明珠、天然氧吧，塞罕

坝的建设者们靠奋斗写出了最新最

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塞罕坝的历史变迁正是新中国建设

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取

得“当惊世界殊”成就的一个缩影。

2017 年 8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迹作

出重要批示指出：“55 年来，河北塞罕

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

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

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

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

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生动范例。”

两年多来，影片《那时风华》的编

导主创人员，从剧本创作之初到影片

拍摄过程，认真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对

塞罕坝的重要批示精神，培根铸魂，

扎根生活，深入到一线采访，向新老

塞罕坝人学习取经，从真实的生活出

发，进行艺术的加工提炼，通过生动

的故事和典型的人物形象来演绎出

独具艺术魅力的华彩交响篇章。

首先，影片在主题立意上深度开

掘。塞罕坝的先进事迹历史跨度长、

人物事件多，浩如烟海。编导者采取

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事业线与爱情

线、双时空、双线性结构叙事的方法，

用第三代人的视角来讲述故事，集中

突出表现了上世纪 60 年代老一代拓

荒者们，在物资条件极度匮乏、自然

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满怀青春理

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天奋斗、与

地奋斗、与人奋斗。奋斗中展现最美

青春，奋斗中生活其乐无穷，奋斗中

磨练意志品格。他们战严寒、抗风

沙、忍饥饿、斗饿狼，用心血和汗水造

林、育林、护林、营林，用科学探索和

勤奋实践，创造出在高寒地区大面积

植树的宝贵经验。使人工造林的森

林覆盖率在这一地区创造出 80%以上

的新高，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授予

“地球卫士奖”的人间奇迹，成为电影

中的银幕奇观。同时，其间不断穿插

年轻的一代女主人公唐学燕的孙女，

她受联合国环保组织的派遣，到非洲

考察沙漠化治理的课题。这样不仅拓

展了故事的表现空间，丰富了场景内

容，而且传递出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时代，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

土地气候变化等国际性的问题，提供

中国经验与方案。深化了影片的主

题，具有行高至远的强烈现实意义。

其次，精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影片的动人之处是成功地塑造了一

批青春热血、重情重义、敢爱敢恨的

人物。在激情似火的年代，青年学生

唐学燕、李建设、罗舒娅等六姐妹主

动放弃高考，背着家人毅然奔赴塞罕

坝，和知识分子苏铁、军人家庭的郑

百团等男青年一起，在战天斗地、植

树造林的事业中，结下了纯洁的爱情

和友谊，并经历了特殊年代风雨考

验。忠诚与背叛，坚守与逃离，爱恨

与情仇的矛盾交织，通过独具匠心的

细节刻画描绘，展现的生动感人。如

一小瓶炼乳在几个男女主人公手中

相互传递，勾连起微妙的人物关系；

唐学燕拿着父亲给她的军用皮鞋在

批斗会上大胆求爱，成为压抑寒冷时

节的暖心一幕；郑百团和罗舒娅在瞭

望塔上相濡以沫的坚守相爱，以及罗

舒娅在冰雪中亦真亦幻的舞蹈，都抒

发了人性之美、崇高之美。

再次，注重现代影视语境的创新

表达。影片不仅有唯美细腻的爱情

表达，还有宏伟壮观的建设大军向荒

原开进的浩荡场面，上百台老式拖拉

机的实景拍摄，开垦耕耘，营造出特

定年代战天斗地的热烈氛围。特别

是影片中主人公苏铁为救李建设与

恶狼搏斗的情节，展示的惊心动魄，

逼真可信，真狼与演员的实景现场搏

斗的情节，令人叹为观止。影片还运

用不同季节、不同光线变化下的树木

和林海的空镜头来造型写意，蕴含着

“树木与树人”的深层关系，镜空意不

空，以景寓情、以情寓理。影片结尾

处，老年郑百团几次叮嘱后辈要“守

好这片林子”，体现出为了绿水青山

的发展理念，要一代接着一代干，驰

而不息、久久为功，才能为子孙后代

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

生态环境。

观看影片，回望历史，每一个年

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风华，青春风

华正茂，奋斗未有穷期。让我们从初

心出发，回归本真，牢记使命，开拓创

新，真正美好的青春风华永远属于艰

苦奋斗的人们。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

长，转载自《人民日报》1月28日第8版）

年轻的学弟们、学妹们，来吧！让

我们用热血浇灌那片土地，用青春让

荒漠披上绿装，用生命筑起防风防沙

的绿色长城，保卫北京城，保卫毛主

席。只因台上学长的一席话，坐在台

下的六位学妹背起行囊，偷偷钻进拖

拉机灰头土脸的来到了塞罕坝。这是

影片一开篇传递的那年青春——挡不

住的激情。

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以弘扬塞罕

坝精神为主题立意的文艺作品，已有

报告文学、话剧、电视剧。艺术最怕重

复，贵在创新，如何在银幕上再现这一

光影奇迹，摆在主创面前最重要的是

在艺术上寻求突破。电影《那时风华》

以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物角色，与

风沙、干旱、雪暴、狼群等恶劣生态难

以抗衡的六位女性人物作为了影片主

人公，使环境的恶劣与女性的柔弱，荒

漠的苍凉与姑娘们的热情形成强烈对

比，很好实现了叙事张力。主创将塞

罕坝在联合国参评“地球卫士”的情节

注入片中。以第一代塞罕坝后代、承

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项目的苏青青之

口讲述塞罕坝三代人奉献、坚守、宽

容、救赎的故事。这一叙事视角把中

国奇迹带到了非洲，把塞罕坝精神的

光芒传播到了全世界，影片在历史与

当下的切换中，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度提升了此题材的品格，拓展了叙

事格局。

塞罕坝从荒漠变成绿洲，期间经

历了来自自然、科学、环境以及人的

自身各种挑战和考验，可写的故事很

多。但毕竟不是电视剧，电影需要做

到高度凝练。该片选择了千层坝植

树故事，叙事核心是以唐学燕为队长

的燕子突击队的励志成长，通过群像

塑造展现塞罕坝精神。

故事从以学习邢燕子为榜样的

燕子突击队一上来就不服从工作分

配开始，表示坚决不做后勤工作，执

意上第一线。他们接受的第一个任

务是到气温最低、离沙漠最近，土质

恶化最严重、地势坑洼不平的千层坝

完成植树任务。唐学燕队长的誓言

是：宁可迎风死，绝不后退生。一下

就把人物与环境的对立推向极致。

住在地窨子，吃着冰土豆。树苗栽下

去，死了重新来。无论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还是今天而言，女性从毅力、从

专注度上都胜过男性，更何况当年有

毛主席的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

口号。面对艰苦的现实，队员们思想

虽有动摇，却没有一位下坝，始终保

持着乐观的战斗精神。这是影片带

给我们的那年青春——无悔的历练。

爱情是青春叙事的重头戏，《那

年风华》沙漠中的爱情历经磨难顽强

地开花结果，可谓感天动地。队长唐

学燕爱上了学长苏铁，舒娅爱上了百

团大战英雄的后代郑百团，但爱情的

种子就像沙漠中的小树苗一样，在狂

风中被无情地连根拔起。在与狼群

的搏斗中，深爱着唐学燕的苏铁牺牲

在了狼爪下。舒娅面对为救队友与

狼搏斗断了一条腿的郑百团，她毅然

坚定地嫁给了心中的英雄，和他一起

守望望火楼。当观众刚刚长舒了一

口气时，不幸又降临了，舒娅临产前

在暴风雪中抢修电话线遭遇低血糖

出现幻觉，她以顽强的毅力和精神支

撑为塞罕坝留下了后代自己却撒手

人寰。唐学燕代替舒娅照顾父子，守

护林场，20 多年后才结为夫妻。《那年

风华》为我们带来了那年超越世俗的

高尚爱情。这是《那时风华》——为

爱坚守。

退化了的环境是可以修复的，失

落的文明也是可以重建的。人也一

样，片中塑造了自私、嫉妒、任性、狭

隘的李建设，为了救她，苏铁牺牲了

生命，郑百团失去了一条腿，李建设

带着负罪感离开了塞罕坝，如同需要

修复的塞罕坝荒漠，李建设把存在内

心 的 愧 疚 整 整 修 复 了 30 年 。 30 年

后，她带着修复了的良心回到了已经

变成绿洲的塞罕坝。她的救赎得到

了队友们的原谅，李建设这个名字依

然被写在了燕子突击队的红旗上。

这一情节，作为片尾，将情感冲击力

推向了高潮。加上几位最后 20 分钟

出场老演员的演技，令人过瘾没有看

够。

导演李三林在镜头语言上用了

大量的全景，包括航拍。从开始无边

的荒漠到后来广阔的林海，还有非洲

沙漠中奔驰的吉普车，都非常壮观恢

弘，叙事结构的唯美大气，很好地强

化了影片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灯塔。进入新时

代的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用爱国情怀和英雄

主义精神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由广

东梦齐创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院线电影《致

敬英雄》,经国家电影局审核批准，2020年1月10

日在全国各大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这是一部

歌颂中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英雄主义影片，

更是一部赞誉国家和人民忠诚卫士的爱国主义

影片。

在共和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伟大历史时

刻，公元2018年11月9日上午10点30分，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

民大会堂亲自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

并致训词，发出了消防救援队伍奋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的行动命令。江州市消防支队全体指

战员在大屏幕前以无比激动心情收看授旗仪式

后，整齐列队，举起右手，向党、国家和人民庄严

宣誓：“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坚决做到服

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练本领，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影片《致敬英雄》以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弘扬“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伟大精神为主题，生

动讲述消防英烈之子江州市消防支队清江中队

中队长江山、指导员田鹏、班长胡天宇、消防员刘

唐、张雷等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锤炼，成长为英

勇无畏的消防英雄，充分展示广大消防指战员，

坚决听从党的号令，高举习近平总书记亲授的鲜

红队旗,牢记近平总书记的谆谆训词,继承弘扬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新时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的真实场景，旨在以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现实主

义相结合的风格，创作出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主流电影作品，对新时代消防救援事业和

消防救援队伍建设起到崇尚英雄、树立形象、提

振士气、鼓舞斗志的作用,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英雄之美。

另外影片还表现了一位母亲的家国情怀，爱

子江山子承父业，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执行各

种抢险救援任务，赴汤蹈火，用汗水谱写忠诚，舍

生忘死，用奉献诠释青春，竭诚为民的感人故

事。选择大家还是小家？这部电影的父子用生

命完成了这道选择题。影片的宗旨是让全社会

都有更充分的认识，对消防员这个群体抱以更多

的尊重与理解。也激励他们在这个英雄的岗位

上继续坚守。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他

们。

电影改编自父子两代消防人的真实故事，

记录了转制后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精神风

貌，演绎了“烈火蓝军”的英雄情怀。故事的原

型“一门忠烈两代人”的英雄事迹在哈尔滨感

人至深、家喻户晓。马玉清与马忠学父子生前

服役于黑龙江消防总队哈尔滨支队，1974 年 12

月 20 日和 1993 年 3 月 29 日，父子两人先后在

扑救火灾中牺牲。其烈属付淑芝被评为全国

“十大英雄母亲”、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等殊

荣。这部电影在致敬英雄的同时，也是向英雄

的家属致敬。

高扬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拍摄正能量、鼓舞

人、影响人、教育人的优秀影视作品，一直以来是

本影片总监制柴俊、总导演刘柏橘、总编剧周思

等演职人员的不懈追求。为了使影片《致敬英

雄》的重场戏部分“火灾现场”真实可信，该片本

着追求纪录纪实的表现风格，再现真实的火灾现

场，给观众过目不忘，同时惊醒观众远离火灾、珍

爱生命 ……

影片亮点一 ：影片巧妙地阐述了改制前后

的消防救援队伍，用群像的表现手法去歌颂这些

默默无闻而又随时为了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而牺

牲的人们的英雄壮举。

影片亮点二：影片唯美、抒情的再现了故事

中的人物，在真实的情节与情境和人物之间的纠

葛中推动故事。以情动人，让观众观后难忘。

影片亮点三：影片运用大闪回结构叙事故

事，通过既是消防兵的妻子又是消防员的母亲去

带入故事，让观众从影片开始就有悬疑和观看

感。 由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来讲述消防员浴血

奋战的故事，在国内还是首次，在我们党和国家

大力号召树立时代英雄的今天，此作品应该是填

补了这一空白，同时让观众为影片中人物的英雄

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从而达到与影片的共

鸣。

影片亮点四 ：影片《致敬英雄》音乐的创作

是由有几十年丰富创作经验的王明正老师完成

的，在影片的摄制过程中，他曾三次转战前往摄

制组深入体验生活。可以说影片情节中的每一

个音符都倾注了王明正老师的心血，每次在小放

映室观看双片时，那一段段与影片吻合的音乐和

《采一朵鲜花送给你》歌曲都让人泪流满面……

影片亮点五 ：该片的监制和导演以及演员

大多都是现役消防员和退伍老兵，他们对此类影

片是一种真实的诠释。

消防训练场上，绚丽的朝霞，烘托着火红的

太阳从东方升起，身着火焰蓝的消防队员们，展

示着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的战斗英姿和

精神风貌，正以威武雄壮的姿态阔步走来……

（作者为原公安部消防局《中国消防》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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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年青春”
——观电影《那时风华》

高小立

本报讯 近日，迪士尼真人版《花木

兰》发布六大角色海报，刘亦菲饰演的

花木兰，甄子丹饰演的唐将军，巩俐饰

演的反派大魔头，李连杰饰演的皇帝，

贾森·斯科特·李饰演的匈奴首领鲍里·
汗，以及安佑森饰演的士兵陈洪辉集体

亮相。

影片将重新讲述经典迪士尼动画

片《花木兰》（1998）的故事。与动画版

一样，真人版《花木兰》根据中国历史

上的女英雄花木兰故事改编。花木兰

伪装成男人，替自己年迈的父亲从军

上战场。

在美国知名票务网站 Fandango 进

行的调查中，《花木兰》位列 2020 年影

迷最期待电影第四位。影片由女导演

妮基·卡罗执导，北美定档 3 月 27 日上

映。 （影子）

本报讯 动画喜剧《萌宠流浪

记》近日发布“鼠你有趣”贺年版

海报。

电影中，松鼠的角色担当让

人意料之外，作为剧中头号反

派，松鼠兄弟团简直是最独树一

帜的鼠形象，每次出现都自带洗

脑 BGM，搭配热闹非凡的舞蹈动

作，整套操作极易“好嗑上头”，

可谓是片中亮点内容之一，为影

片中“无厘头”搞笑元素增色加

分。持续的逗乐剧情、趣味段子

和夸张动作，让人在放松舒适的

环境中，笑中带泪地看完整部影

片，都为观影者提供专属的趣味

观影体验。 （影子）

真人版《花木兰》发布六大角色海报 动画电影《萌宠流浪记》发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