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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牺牲》是一部取材于武警

部队十大忠诚卫士事迹的影视作品。

近年来，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成

为世界性的电影审美潮流。从《中国

合伙人》到《我不是药神》，从《湄公河

行动》到《红海行动》，从《烈火英雄》

到《中国机长》，一方面是生活本身的

丰富性、真实性为电影创作提供了筋

骨血肉，另一方面是生活的质感，容易

唤起观众对时代、对现实、对人物命运

的感同身受的共鸣。《我为你牺牲》也

是这样一部来源于真实生活、根据真

实人物改编的电影。其中那些感人的

细节和段落，也基本来自于现实生活

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片体现了一

种现实主义的努力。同时，它通过塑

造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中的典范人物，

也成为了一首弘扬新时代中国武警的

正气歌。

在艺术结构上，该片采用了平行

交叉的三个故事。王强，云南的特别

行动队成员；杨国富，坚守昆仑山；李

保国，两次援疆。在杨国富的故事中，

还有一位模范警属庄小红。三个故

事，相隔万水千山，而且也相互之间没

有叙事上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唯一联

系，就是中国武警“为你牺牲”的精神

内核。形之散试图通过神之不散来勾

联。每个故事，都有其感人的生活原

型，也都可歌可泣。创作者饱含情感

地讴歌了这些武警官兵舍小我为大

我、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命为国家的崇

高精神境界。王强，将生的希望留给

战友，舍生忘死追捕毒枭；杨国富，顾

不上妻子孩子，坚守冰雪高原；李保

国，保护维吾尔族同胞安全不惜付出

生命代价……各个人物，都体现了高

尚的情操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这种精

神，体现在影片的台词中、音乐中、画

面的渲染上，甚至某些时候，都有一种

情满而溢的审美倾向。

影片的大部分演员应该都来自武

警部队。人物的塑造能力和表演艺术

技巧各自有所差异，正因为是本色出

演，所以增加一些军人本身的气质传

达，特别是许多场景都是实景拍摄，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现场感。

影片动用了警用直升机以及一些真实

的军事装备，也使影片表现出某些壮

观性，中国武警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得

到了体现。影片中还有排爆、解救人

质、悬崖救险、挽救火车、与毒贩枪战

的许多段落和场面，增加了作品的悬

念感、动作性、紧张感，在观赏性、可看

性方面做了认真的努力。

《我为你牺牲》是由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政治工作部、中共湖北省委

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福

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影

片，其“讴歌祖国、讴歌英雄、讴歌人

民”的主旋律特征是旗帜鲜明的。当

然，作为真人真事的改编，如何突破

“英雄事迹”的框架，更加艺术地理解

和表现每个人物的个体性和复杂性，

如何让英雄事迹更加与人性的挣扎、

选择、升华相互融合，让英雄形象具有

更大的审美价值，特别是更好的让倾

向“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

出来”，这还是主旋律创作，特别是英

模题材创作值得继续探索的难题。在

这方面，《我为你牺牲》也提供了难得

的新样本。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

源于现实的感人事迹，平行叙事的

精巧编创，电影《我为你牺牲》将发生在

新疆、青海、陕西等我国西北部地区的武

警故事搬上了院线大银幕，让全国人民

感受到了祖国强大、人民幸福背后的坚

强力量、忠诚信念和奉献精神。片中几

位主人公作为中国所有武警官兵及其警

属的典型和代表，用忠诚与信仰践行了

“我为你牺牲”的无悔誓言。他们为家国

安危不怕牺牲，为人民祸福甘愿奉献，共

同为我们展现了新时代铁骨铮铮的武警

魂与赤胆忠诚的中国心。影片在内容创

作与创新上突出表现了四个亮点，即正

能量、新形象、好故事、优生态，对主旋律

电影创新发展及影视生态和谐构建具有

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 正能量：

彰显新时代的文化力量

《我为你牺牲》赞颂了中国武警的忠

诚信仰与献身精神，主题温暖人心而又

大气磅礴，叙事稳健流畅而又激昂澎湃，

情节感人至深而又血脉偾张，充满了保

家卫国、不怕牺牲、忠于职守、无私奉献

的新时代正能量。这种正义力量、正气

精神的根基，则是源自于对文化的自觉

坚守与自信展现。影片中三个震撼人心

的故事，充分挖掘和呈现了多重文化价

值的浸润与赋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指示精

神中强调的，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应充满自信地从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和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新时

代文化中挖掘、聚力、融合，形成了自信

满满的文化正能量。

一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寻。武警之

忠、警嫂之贤在《我为你牺牲》的三个故

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武警官兵忠于国

家，忠于职守，心系家国安宁，心怀人民

幸福，以集体主义精神展现“仁者爱人”

的利他之心，以奉献精神牺牲小我，成全

大我。这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优良品行传承，更弘扬了从古至今为了

主义、民族、国家尊严和人民幸福舍身奉

献，甘愿牺牲的英雄情怀和精神。片中

缉毒队长武警王强忠于职守，面对强寇

劲敌以身涉险解救人质，身处危机境地

顾全舍己，充分体现了大丈夫、大英雄顶

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令人荡气回肠。援

疆武警杨国富常年离乡戍边，妻子庄小

红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只身照顾老幼，

远赴丈夫营地探亲，在遭受一次意外事

故后被迫截肢，为了腹中孩子的健康安

危，宁可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坚持

无麻截肢手术。面对终身残疾的妻子，

武警丈夫杨国富的不离不弃同样感人至

深。这些传奇故事的背后，都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充分体现。

二是在红色文化中求寻。“我为你牺

牲”作为武警官兵的铮铮誓言，正是为人

民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奉献的献身精

神的最好诠释。影片《我为你牺牲》中的

英雄人物所属的武警部队都有着光荣的

历史，同时在他们身上也流淌着代代相

传的红色基因与革命文化传统。由中国

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在革命历程中形

成的延安精神等不畏艰险困难，不怕流

血牺牲，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红色文化

精神，在武警队伍中被不断继承和发

扬。“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人民需要的

地方去”成为了武警人的职责所在。片

中援疆战士李报国的人物原型是来自红

色革命根据地陕西，这个地地道道的陕

西人一次又一次主动请缨赴疆支边，面

对山洪爆发，他在险境中施救出少数民

族乡亲，面对抢劫危情，他在罪犯的刀枪

下营救出受伤民众，几次都冒有生命危

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舍身

救险，令人钦佩感动。李报国原本可以

在上海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面对较为

轻松的工作环境，可他为何还要主动赴

疆支边呢？在我们看来，这是来自陕北

高原的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的传承流淌，

我们在他身上充分感受到了红色文化的

强大感召力。

三是于新时代文化中探寻。自改革

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文化发

展更加面向开放性和专业性。新时代文

化在全球视野中积极开放地吸纳外来优

秀文化，注重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

文化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同时更加崇尚专业性的文化精神。

我们在《我为你牺牲》的故事中既体现了

革命奉献精神，又体现出术业有专攻的

专业精神，新时代的武警官兵们既有献

身的意识，也有献身的本领，这些都融汇

成为了当代武警官兵深刻的文化认同与

实践导引。排爆队长王强不仅面对艰巨

任务时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和怜悯情怀

的人民子弟兵，而且也是数一数二的业

务高手，不仅是神枪手，也是爆破大王，

追求精益求精的专业本领。他的精神情

怀与专业本领有机结合，不可分割，这些

都使王强身上体现出战之能胜的英雄气

概，彰显了新时代的武警文化与风采。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新时代文化

三者的交汇融合与传承创新，使影片《我

为你牺牲》中的人物立体有质感，故事生

动有力量，传达了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

取、振奋人心的新时代正能量，令观众留

下深刻印记。

▶ 新形象：

再塑大银幕的武警形象

《我为你牺牲》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新

鲜、独特而令人难忘的新形象，这些形象

各有千秋，各显神通，各具风采。整体来

说，影片在武警新形象的塑造上，聚焦于

有责任担当，有胆识智慧及有大爱情

怀上。

一是有使命担当。使命感与责任感

作为武警官兵的最紧心弦，在面对国民

危难之时，他们将以职责之忠诚守卫，以

使命之担当奉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为你牺牲”之“为”，既是真实情感使

然，也是职责使命担当。赴疆执勤的李

报国在漫天洪水中、在犯罪分子手中，两

次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营救少数民族少女

阿伊莎；毒贩克星王强在一次捣毁贩毒

窝点的任务中，为了身边战友安全只身

一人涉险排爆；高原卫士杨国富顶寒冒

雪参与工程抢险，只为确保青藏铁路顺

利畅通。他们正是有着将国家和人民的

福祸安危系于心头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有着作为一名誓为国守护，誓为民解忧

的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才不

畏艰险，勇往直前。

二是有胆识智慧。作为新时代的武

警英雄楷模代表，《我为你牺牲》中的主

人公，不仅有着忠于职守、甘于奉献、勇

于牺牲的优秀品格，而且有智慧、有头

脑、有胆量、有见识，充分体现了新时代

武警官兵们文武双全的过硬本领，塑造

了一批新时代的银幕武警、警嫂新形

象。可以说，新时代的中国武警官兵们，

既拥有着“兵”的赤胆忠诚和沙场勇武，

又体现出“秀才”的聪明智慧和学识涵

养。高原卫士杨国富处理危机险情时的

老成持重、排爆队长王强千钧一发时的

沉着冷静、援疆战士李报国病榻弥留之

际的宏愿遗志，这些都无不体现着当代

武警胆敢过人，智勇双全的新内涵与新

形象。

三是有大爱情怀。毋庸置疑，电影

片名“我为你牺牲”中的“我”指的就是

中国千千万万可爱可敬的武警官兵，而

“你”则代表的是永远装在“我”心中的

祖国和人民，这在情感上贴近了“你”与

“我”彼此之间的身份距离和职业差别，

将武警与国民之间的奉献与守护终归

于人与人之间的一声承诺、一句誓言，

由此武警官兵们胸怀大爱，情意亲切感

人，富有安全感的新形象跃然银幕。杨

国富倾心于家国事业，于国忠诚，于人

忠厚，于妻忠贞，表现出植根于中国大

地的厚重的武警新形象；王强正是怀着

舍己爱人之心，才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爆

破，也成就了他孤胆英雄的武警新形

象；李报国更是充满了年轻人的青春活

力与热血深情，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让我们感受到充满温度的年轻武警战

士的新形象；武警警属庄小红作为银幕

中少有的警嫂形象，为了丈夫的事业，

虽不幸意外致残，仍一人肩负着赡养老

人、抚养幼子的重任，在生活的重压下，

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警嫂自强不息、无

怨无悔、贤惠大气、为爱牺牲的警嫂新

形象。

每每在家国危难面前，冲锋陷阵、奋

不顾身的中国武警总是能成为保家卫国

的坚定而蓬勃的力量。影片《我为你牺

牲》着力塑造的大银幕上有担当、有智

谋、有情怀的武警新形象，为观众更直观

地了解武警的使命职责，更深入地走进

他们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优秀形象

模本。

▶ 好故事：

讲好武警魂的动人故事

好故事是影视艺术创作的关键所

在，中国武警的队伍中从来不乏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的好故事，如何讲好武警故

事，如何以武警的题材、视角讲好中国故

事，则是影视工作者的努力所在。《我为

你牺牲》的叙事就较为成功的将“最可爱

的人”与“最可敬的事”搬上了大银幕。

通片观来，《我为你牺牲》在叙事表达上

主要体现在传奇性、典型性和情感性。

一是具有传奇性。影片中的人物和

故事都是取材于历届“中国武警十大忠

诚卫士”的武警英模与真实事迹，故事原

型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传奇性。战斗在缉

毒追查一线的武警王强“卧底”制毒工

厂，在生死关头面对二选一的剪线排爆

任务，凭借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强大心理

素质成功化险为夷并制服毒枭，铲除了

制毒窝点；武警警属庄小红对武警丈夫

杨国富多年驻守高原腹地的坚强支持，

怀有身孕的她意外遭遇严重车祸，为确

保给武警丈夫诞下健康后代，忍着剧痛，

坚决不打麻药进行截肢手术，术后依然

自强自立；援疆战士王报国身患癌症却

依旧多次申请援疆执行任务，终因重症

不治牺牲，留下“来生再报国”的宏愿遗

志，用生命诠释了“我为你牺牲”的献身

精神与崇高使命。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

务、事件和抉择，使得影片富有传奇色

彩，引发了观者对武警官兵队伍的崇高

敬意和赞叹。

二是富有典型性。《我为你牺牲》中

的武警主人公所代表的都是当代武警官

兵最典型、最优秀的模范与标杆，所表现

的都是业务精干、本领过硬、经验丰富、

能力突出的先进表率。尽管片中的三个

故事发生地并非来自同一地域，然而当

中所展现的典型职业状态和生活状态，

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是在艰难中见忠

诚，在困苦中见斗志，在惊险中见英勇。

当然，影片中所讲述的这三个牵动人心

的故事所体现的典型性，是现实中千千

万万保家卫国的优秀武警官兵的集中写

照，现实中的他们重任在肩，任重道远，

既有执行执勤处突、反恐维稳、缉毒追

逃、解救人质时的职责，更有面对汶川抗

震、奥运安保、疫情守卫、见义勇为等艰

巨任务时的挺身而出。无论是在艰苦前

线上忠于职守、久战成名的武警英模，还

是在本职岗位上热血担当、建功成才的

武警标兵，他们都值得我们由衷敬佩。

三是含有情感性。以情动人永远是

文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创作动力和价值

所在。影片《我为你牺牲》编创出拥有艺

术张力、丰沛情感的好故事，充满激情、

饱含温情。该片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做

了很好的艺术处理和情感表达，呈现出

了武警与家人之间的亲情、武警官兵之

间的战友情等，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和饱

满的情感基调，讲述了银幕上新时代的

中国武警好故事。排爆队长王强为了维

护队友安危，只身排爆的深厚战友之情

令人赞叹。武警杨国富与妻子庄小红的

伉俪之情同样令人动容。李报国和阿伊

莎之间，从军民情到爱情，都让人感到振

奋而温暖。这些故事饱满的情感性，让

观众在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对武警官

兵有了更加生动而深刻的认识。

这些感人至深的好故事中所饱含的

战友情、伉俪情、军民情等无不撼人心

魄，催人泪下，令人动容。影片的故事讲

述，在取材真实事迹的基础上，经艺术加

工而释放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情感凝

聚力和艺术感染力，为观众奉献了一曲

曲令人难忘的新时代中国武警赞歌。

▶ 优生态：

强化影视业的文化生态

作为武警题材的故事片，《我为你牺

牲》的银幕推出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助

推了新时代影视文化生态的优化、强化

和净化。该片将美好生活“幕后”的故事

和幕后英雄的形象展示，带给我们一种

精神教义上、价值观念上和文化认同上

的洗礼与警醒。同时通过颂扬奉献精

神，高扬主流价值，倡扬文化对话，以实

现影视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

一是颂扬奉献精神，崇尚家国英

雄。长期处于和平年代与和平环境中的

年轻一代已不再面临家国存亡、剑拔弩

张的外部紧张压力，而是享受着舒适幸

福的生活，然而在和平年代依然存在着

各种危机和困境，正是有如《我为你牺

牲》中勇于献身的武警官兵们一样的负

重前行者，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和坚强意

志，才得以捍卫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影

片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因为有他们在

背后替我们承担风险，直面危情，默默付

出，才成全了我们的美好与宁静。影片

以“牺牲”为主题，正是对奉献精神的颂

扬，旨在呼吁让我们更加尊重和爱戴家

国英雄，倡议为武警官兵的奉献与牺牲

致以崇高敬意，营造军民一家亲的精神

向心力和文化氛围。

二是高扬主流价值，提振民族自

信。影片《我为你牺牲》在叙事创作中

所展现的正义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极

大引发了我们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有力

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同时，影片中“铁

肩担道义”的武警柔情硬汉形象，推动

了“小鲜肉”风行的流行文化消费景观

的转向。回顾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逐

渐改变影视文化中“柔弱病态”的文化

形象，正如《我为你牺牲》一样不断塑造

和推出体现中华大国精神气质，引领民

族价值担当的，有份量、有底气、有内涵

的新时代新形象，以此来应对银幕上过

多的“脂粉气”和“软骨病”。影片中的

铁骨柔情，也正是正向社会价值引领与

文化价值创新的典范，有力助推了主流

价值与主流观众的“合流”，为健康文化

生态的内容建构提升了价值，丰富了

内涵。

三是倡扬文化对话，助力社会和

谐。多元化媒介和个性化群落的不断发

展，使当今社会阶层越来越丰富多样。

一方面，这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不同文

化的吸纳与包容，另一方面，这也使不同

群落与阶层之间缺少文化对话的场域、

渠道和路径。我们需要一些能够凝聚价

值共识，促进文化认同，推动文化对话的

文艺作品出现，从而形成和谐共进的文

化图景和文化氛围。《我为你牺牲》宣扬

的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武警精神，是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和新时代文化有机结

合的产物，推动了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

多元文化的对话，成为主流文化引领多

元文化的有效路径，为建构良性的文化

生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面向未来，使命在肩。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庚子春节前夕视察驻云南部

队，慰问一线官兵时强调的，2020年是我

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部队官兵要强化使命担当，聚力

攻坚克难，狠抓工作落实，坚决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作为影视工作

者，我们同样需要肩负起文艺创作重任，

不断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创作出更多像

《我为你牺牲》一样传递正能量、树立新

形象的好故事，助力影视文化生态的健

康发展，为社会安定团结与文化自信，为

中国形象、中国故事更广泛、更有效地传

播提供新势能。

（胡智锋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

会会长；徐梁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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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精诚之作，电影《我为你牺牲》以中国武警官兵忠诚守卫家国平安为主题，在新时代

涌现出的众多武警英模事迹中，选取援疆护卫患癌战士、缉毒排爆孤胆英雄、戍守高原警属伉俪等三个真实故事原型进

行巧妙编创，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树立新形象，讲述好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武警的风采与魅力。同时作为一部

正气凌然、荡气回肠的主旋律佳作，《我为你牺牲》也为当前良好影视文化生态的构建提供了有益范本。

《我为你牺牲》四题
胡智锋 徐 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