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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中国电影产业化全

面实施以来，中国电影开始呈现出

千帆竞发、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影片创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张思

德》中的张思德、《郑培民》中的郑

培民、《任长霞》中的任长霞、《杨善

洲》中的杨善洲、《梅兰芳》中的梅

兰芳、《袁隆平》中的袁隆平、《额

吉》中的额吉……这些形象，在银

幕上鲜活呈现。影片通过对这些

人物的描写，反映了日新月异的改

革开放实践中人民群众的丰富生

活和思想情感，弘扬了真善美、传

递了正能量。

2004 年《张思德》上映，取得了

约 4000 万票房。片中，张思德是个

讷于言辞、吃苦肯干，不计个人得

失的先进战士。吴军的表演朴实

自然，抓住了张思德作为人民子弟

兵的纯朴无华，使观众真正理解了

革命前辈们所经历的那段艰苦而

光荣的岁月。

2009 年，《袁隆平》上映。10 年

之 后 ，袁 隆 平 被 授 予“ 共 和 国 勋

章”。该片由史凤和导演，果静林

饰演袁隆平。影片着重讲述了袁

隆平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如

何在充满坎坷的科研道路上奋力

跋涉，历经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

终于将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曲折经

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袁隆平亲

自出演了老年时候的自己，成为影

片一大看点。

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在 2011 年上映的

《杨善洲》中，李雪健扮演的杨善洲

更是成为经典银幕形象。李雪健

神形兼备的演绎，成功地塑造了一

个永远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个人

利益之前的领导干部形象。该片

自上映以来，即引起巨大反响，在

一些场合放映时，甚至有观众自发

起立鼓掌。

这些影片都在努力寻求电影

艺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契合，表现

不同岗位、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生活

中追求理想、创造幸福的时代主

流。

《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小巷

总理》中的谭竹青、《郭明义》中的

养路工郭明义、《大山深处的保尔》

中的保尔、《山乡书记》中的向平川

书记、《村官李天成》中的李天成

等，这些人物都是取自当代生活中

基层干部和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

象，人物塑造富有深度，作品基调

健康昂扬，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基

层观众的欢迎。

（下转第7版）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

程，电影工作者被禁锢的思想与情感

被打开，艺术实践的探索与创新再度

活跃，一大批经典银幕形象如雨后春

笋般涌出。

电影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贴近时代、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

人文角度切入生活，透过人物命运，

反思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敏锐地捕

捉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脉博与规律，打

造出了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讴歌时

代精神的经典人物形象。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耳熟能

详的银幕形象。比如《小花》中的小

花，《庐山恋》中的周筠，《天云山传奇》

中的宋薇，《牧马人》中的许灵均，《人

到中年》中的陆文婷、《骆驼祥子》中的

祥子、虎妞，《人生》中的高加林，《野

山》中的桂兰，《黑炮事件》中的赵书

信，《芙蓉镇》中的秦书田、胡玉音、李

国香，《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

奶”，《老井》中的孙旺泉，《秋菊打官

司》中的秋菊，《不见不散》中的刘元，

《离开雷锋的日子》中的乔安山，《我的

父亲母亲》中的招娣……

他们命运与情感让人动容，而演

员的精彩演绎更是让这些角色焕发

光彩。这些形象大多是普通人群中

的一个缩影，他们倔强，从不屈服于

命运，他们敢爱敢恨、豪放泼辣……

影片从这些凡人小事、社会巨变中探

寻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一个改革与变

化的时代，突出新语境下人们思想观

念的进步和顽强的生存态度。

1979年上映的《小花》，刘晓庆的

精彩演绎让观众记住这个心地纯真、

情感浓烈、爱憎分明的农村少女“小

花”。《庐山恋》中的周筠，是一位对祖

国抱着深深感情的华侨。而演员张

瑜的表演吻合了人物“守得云开见月

明”的心态，塑造了一个执著爱情和

热爱祖国的华侨形象。《人到中年》中

的陆文婷则代表了一个为了事业和

理想甘心付出的中年知识分子。潘

虹把陆文婷崇高的人格力量准确传

神地表现出来，使这一形象在银幕上

始终焕发着光彩和魅力。《骆驼祥子》

中的虎妞是一个豪放泼辣，敢爱敢恨

而命运多舛的旧社会女子。斯琴高

娃的表演收放自如，将虎妞泼辣强悍

的特质以形体动作、表情眼神等传神

地演绎出来，使其成为银幕形象中色

极富个性的一位。《芙蓉镇》中的秦书

田是在特殊时期有着清醒的头脑和

顽强生命力的知识分子。姜文把他

幽默、乐观、智慧、豁达的性格品质细

腻地表现出来，一扫许多小知识分子

形象的软弱、苍白之气，使人物形象

丰满而真实。

这一阶段，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

片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弘扬了时代的

主旋律，开辟了艺术探索的新境界。

1985 年 上 映 的《高 山 下 的 花

环》中，靳开来是一位“特殊”的战

斗英雄。他虽没有因战斗牺牲，没

有军功章，给战友们提意见时不留

情面，但却是一位“刀子嘴，豆腐

心”、真正关怀战友的英雄。这个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电影中的英雄

形象有了别样的写法。

1986年上映的《孙中山》，片中刘

文治以其传神的表演，不但再现了孙

中山的形与貌，更表现出了他作为开

拓历史新纪元的一代伟人的精神和

意志。

1987 年《开国大典》上映，古月、

孙飞虎饰演的毛泽东、蒋介石的形象

深入人心。古月的表演自然流畅，沉

稳大度，显示了一代领袖的伟岸气

度。而蒋介石在孙飞虎的演绎下，既

不失一代枭雄的本色又变化多端。

1990 年《焦裕禄》上映。焦裕禄

是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与“左”的

路线侵蚀时期的党的优秀干部形

象。他以罕有的亲和力和事业未竟

身先死的悲剧感，使千万观众为之感

动。李雪健的表演质朴自然，有一种

内在的人格力量。

此外，还不乏展现领袖人物风彩

的形象，比如《孙中山》中的孙中山、

《长征》中的毛泽东、《周恩来》中的周

恩来、《大转折》中的邓小平等，他们

的精神气质、思想风采和人格魅力透

过银幕喷薄而出。

而 2000 年《生死抉择》的出现，

无疑是观众心声的体现。这部创造

当年中国电影最高票房（1.2 亿元）的

影片是主流形态的创作，一举斩获第

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

佳男配角以及最佳编剧奖。片中，李

高成则是一个有目标、有抱负的市

长，而在王庆祥的演绎下，一个具有

企业家精神又有很强政治理想和现

代意识的当代领导者跃然银幕。

▶《白毛女》中的喜儿

饰演者田华凭借自己的生活积累和

朴素的感情，真实而细腻地表演出了喜

儿的痛苦、仇恨与欢乐。

▶《我这一辈子》中的“我”

石挥用其高超的演技，将这个性格

复杂、内心矛盾的人物塑造得形神兼备。

▶《董存瑞》中的董存瑞

董存瑞是一个在革命战争中逐渐锻

炼成长起来的英雄形象。张良的表演收

放自如，充分地表现出了董存瑞执著倔

强、英勇无畏的性格，真实可信。

▶《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饰演者郭振清以其特有的质朴淳

厚、机敏豪放的气质，成功创造了这一形

象，使其一度成为广大观众的银幕偶像。

▶《祝福》中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

惨命运的缩影。白杨的表演不事雕琢，

含蓄深沉，饱含意蕴，给人留下了无穷的

回味。

▶《护士日记》中的简素华

王丹凤的表演朝气蓬勃、热情奔放，

将这一典型人物演绎到位，在当时引起

广泛的共鸣。

▶《羊城暗哨》中的王练

饰演者冯喆演绎出人物在特定情况

下突现出来的性格特点，表现了中国公

安人员的无畏精神。

▶《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

陶玉玲的气质与角色非常符合，她

以朴素、细腻的表演把温柔而又勇于追

求爱情的二妹子塑造得极其生动。

▶《英雄虎胆》中的曾泰

于洋在片中按角色所处的规定情

境，不温不火的演绎了一个临危不惧、多

谋善断的侦察员形象。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

孙道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住了李侠

的精神内涵，创造了一个外柔内刚、坚韧

不屈的英雄人物形象。

▶《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

谢添细腻地表现出角色复杂的心理

状态和生活境况。

▶《林则徐》中的林则徐

饰演者赵丹真实、丰满地塑造了一

个具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且能与当代

人通心交流的中国近代史上杰出人物的

光辉形象。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谢芳在表演中清晰地揭示了人物心

路历程的发展轨迹，使人物独具特色。

▶《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高山

王苏娅将人物在特殊身份下的刚毅

与柔和恰到好处地演绎出来，具有丰富

的戏剧冲突效果。

▶《风暴》中的施洋

金山在创造施洋形象时，准确地把

握了他双重身份的个性特征，使人物形

象鲜活生动。

▶《刘三姐》中的刘三姐

黄婉秋扮相俊美，表演纯朴自然，使

刘三姐成为十七年电影中影响最大、最

久远的银幕形象之一。

▶《红旗谱》中的朱老忠

崔嵬用心揣摩人物个性，以粗犷豪

放而到位的表演展现出“燕赵慷慨悲歌

之士”的气质与风貌。

▶《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

王心刚以自身具备的正气和出色的

演技诠释了这一正面人物形象。

▶《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

祝希娟很好地把握了角色的性格特

质，将人物思想的不断提高和觉悟的变

化演绎得精彩到位。

▶《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

饰演者陈强将南霸天刻画得狡猾狠毒

而又色厉内荏，令人恨之入骨、过目不忘。

▶《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

李默然的表演炽热浓烈，沉着热切，

使这位爱国志士的形象跻身银幕艺术典

型的行列。

▶《李双双》中的李双双

张瑞芳把人物强悍泼辣和温情脉脉

的性格融合得浑然一体，个性极为鲜明。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银环

王晓棠因成功塑造了性格迥异的金

环、银环两姐妹而享誉影坛。

▶《小兵张嘎》中的张嘎

扮演张嘎的小演员安吉斯把“嘎劲

儿”表现得淋漓尽致，创造了一个儿童观

众心目中永远的小英雄。

▶《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

孙道临出色地演绎出人物苦闷复杂

的内心世界，使之成为一个颇具深度和

内涵的银幕人物。

▶《阿诗玛》中的阿诗玛

杨丽坤通过自己细腻传神的表演成

功塑造了这个传说中的美丽形象，成为

人们心中永远的阿诗玛。

▶《英雄儿女》中的王文清

田方精湛的表演功力使军队将领王

文清有血有肉，令人钦佩。

▶《英雄儿女》中的王成

王成在最后关头怒吼一声“向我开

炮”震天动地，已成为英雄舍身的经典台

词。

▶《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

于蓝的表演真实有力，使观众震撼

中涌起无限钦佩之情。

▶《创业》中的周挺杉

张连文把握住角色“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品质，将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令

人为之喝彩。

▶《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

祝新运生动地演绎出潘冬子在经

历革命斗争洗礼的过程中，逐步成长

为一个英勇机智的革命战士的心路

历程。

▶《小花》中的小花

小花是一位饱经忧患但不屈服于命

运的农村少女形象。

▶《庐山恋》中的周筠

张瑜的表演吻合了人物“守得云开

见月明”的心态，塑造了一个执著爱情和

热爱祖国的华侨形象。

▶《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

王馥荔细腻地展现了人物的矛盾心

理和内心矛盾，使这一形象以现实主义

的力量征服了观众。

▶《牧马人》中的许灵均

朱时茂精确到位的演出体现了一个

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的一

片深情，也激发了观众的爱国之情。

▶《牧马人》中的郭pia子

牛犇以真实自然、丰富多变的表情

和眼神演活了郭pia子，使这一形象在观

众心中扎下了根。

▶《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

潘虹把陆文婷崇高的人格力量准确

传神地表现出来，使这一形象在银幕上

始终焕发着光彩和魅力。

▶《骆驼祥子》中的虎妞

斯琴高娃的表演收放自如，将虎妞

泼辣强悍的特质以形体动作、表情眼神

等传神地演绎出来，使其成为银幕形象

中色极富个性的一位。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

张丰毅以生活化的表演，把一个只

图平稳生活却至死都不能实现这一愿望

的普通劳动者描摹得生动传神，对旧社

会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人生》中的高加林

周里京将人物多变的心态演绎得恰

到好处，呈现出他灵魂深处的矛盾冲突，

引发观众对生活的严肃思考。

▶《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

靳开来是一位“特殊”的战斗英雄。

这个人物塑造的成功，使电影中的英雄

形象有了别样的写法。

◎改革开放实践孕育新时期经典人物形象

◎追求理想、创造幸福的人物形象成时代主流

◎链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银幕经典人物形象
（不完全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