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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双重传统 复兴现实天地
——《我和我的家乡》开启空间情感叙事

杨俊蕾

许 波

1950年10月，应朝鲜党和政府的

请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

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历史性决策。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

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

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

世界和平。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

品的影片《金刚川》，将志愿军战士个

体的战斗经历和英雄群像相结合，以

小见大，勾勒出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

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凸显出志愿军战

士不怕牺牲、不畏强敌、舍身为国的高

尚情操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及

对祖国、对人民的崇高责任和深厚情

感。以艺术形式，具象化地、形象地将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中国军队的

军魂，映现在银幕上，展现在观众的眼

前。

《金刚川》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彰显

出崇高之美。崇高作为一个重要的美

学范畴，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

情形态，强劲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

惊心动魄、心潮澎湃，进而受到强烈的

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

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了人的精

神境界”。《金刚川》的崇高之美是通过

一个个战士的形象完成的。这些战

士，既是普通一兵，更是英雄精神的体

现者，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英雄形象的

光辉，而这英雄精神、英雄之美凝聚成

为崇高之美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崇高之美也是文艺作品在描绘英

雄时不可或缺的美学向度。

影片以“战士”、“对手”、“高炮

排”、“桥”四个段落、四个叙事视角，从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

将一天之内敌我双方炸桥、修桥的残

酷战斗场景呈现在观众面前，并由此

将英雄的崇高之美通过一系列浓墨重

彩的视听手段呈现出来——在敌机轰

炸中身负重伤胸前鲜血流淌的“老高”

见到前来救援的战友，第一句也是临

终的话是“快去修桥！”；被敌人燃烧弹

击中，即使烧成焦炭，仍肩扛枕木屹立

不倒的闫连长；为了最有效打击敌机，

最大限度保护桥的安全而不顾自身安

危将炮位安置在显著位置，在敌机疯

狂轰炸扫射中牺牲的“老关”；为掩护

刚修好的桥免遭敌机轰炸，毅然发射

照明弹、点燃篝火，以自己为靶子把敌

机吸引过来的张飞和高炮排的战士

们；在被敌机轰炸后的阵地上，被炸断

左臂的张飞用牙齿咬住绷带的一头，

用右手勒紧绷带的另一头为自己断了

的左臂止血，然后返回炮台，面对飞回

来的敌机果断开炮，将其击落，为“老

关”报仇，自己也牺牲在炮手的位置

上，站立不倒；双眼被闪光弹灼伤，仍

一步步向前冲，嘴里不住念叨着“为了

祖国老百姓安宁”的战士“小胡”，和工

兵连的战士们毅然投入江水中，用肩

膀顶起桥板……

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志愿军战

士，在影片中以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展现出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英雄

之美。这种英雄气概、英雄之美折射

出中国军人的血性。血性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中国军人

的优秀传统。自建军以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取

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离不开血

性精神，而血性精神的根源则在于对

党忠诚听党指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集爱国主义精

神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于一身的血性

精神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

中国军人勇于面对美帝国主义并最终

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刚川》通过大量画面、情节，对

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血性进行了淋

漓尽致的表现，正是中国军队、中国军

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血

性精神震撼了全世界。在所有志愿军

战士身上，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血性

精神一览无遗，这里凝聚着他们的青

春、热血，凝聚着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

共和国的责任，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

命、热血铸造出中国军魂。影片结尾，

先是以全景、远景、俯拍的手法，展现

出在敌机轰炸后散乱漂浮着枕木、桥

板的金刚川上，横亘着一座浮桥；继而

随着镜头的拉近，观众赫然发现这座

浮桥是志愿军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搭建”、“支撑”起来的。镜头也从俯

拍调整为水平拍摄，接着改为水下仰

拍，志愿军战士的形象也随着镜头的

旋转而愈发高大起来，最终画面固定

成雄伟的浮雕构图，象征着志愿军战

士的崇高之美。伴随着画面的转换，

先是女声清唱《英雄赞歌》，随之音乐

渐强，汇成交响乐大合唱的洪流，与画

面共同烘托出崇高的美的氛围。“为什

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

花。”通过“重章迭咏”的处理手法，使

音乐与歌声浑然一体，达到一咏三叹，

荡气回肠的效果，赋予崇高之美以诗

意的风格。

影片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

将“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

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

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

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

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

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

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

义精神”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充分

映现在银幕之上，是一部“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

作品。

战争烽烟已远，英雄浩气长存。

在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之际，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居安思危，以

史为鉴。虽然和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

题，但战争的威胁却一天也没有减

少。超级大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

与实施，对我国南海与东海的虎视眈

眈，以及台独势力的愈发猖獗等问题，

都需高度警惕和重视；而在当下社会

相对浮躁、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相对缺

失、责任感相对虚弱、情感生活相对轻

率的氛围下，影片《金刚川》凸显出的

崇高之美、英雄之美无疑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体现了出品方

和创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电影人

的使命感。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电影

人“为祖国和英雄奉上属于中国电影

的一份致敬”。

从去年国庆档献礼片《我和我的

祖国》到今年正在院线热映的《我和

我的家乡》，通过走入影院看电影的

方式来欢度节日，正在重新成为千

家万户中国人首选的集体娱乐方

式。再加上今年的国庆与中秋双节

并至，阖家观影的规模与温情、快乐

指数与仪式体验更是加倍上扬。

对每个 中 国 人 来 说 ，“ 地 大 物

博，人口众多”是耳熟能详的地理

第 一 课 。 国 土 之 宽 广 ，地 域 之 多

样，以及多民族的文化构成，是共

同自豪感的来源基础。《我和我的

家乡》所采用的正是注重空间影像

表现的深度情感叙事，将人与土地

的多样关系既浓墨重彩、又细致深

情地表现出来。全片由五部短片

组成，所包含的地理空间意义却远

远不止于五个省份。作为全片开

场的《北京好人》，将国家首都与华

北平原上的衡水进行亲缘纽带连

接。继而在贵州所代表的西南，浙

江所代表的东南，以及陕西代表的

西北和辽宁代表的东北的故事单

元里，由恋人、乡党、师生、伴侣等

人物结构关系出发，各有声色地展

开了围绕家乡发展而相伴发生的

人物成长故事。有趣的是，银幕上

的思乡之情和返乡之旅既是贯穿

全片五个段落的共同动力线索，又

与团圆节日里的阖家观看模式构

成情感上的唤起和呼应。同时，影

片的叙事内部明显表现出对中国

电影风格传统的有意识继承，在娴

熟而智巧的细节互文中再次愉悦

本 土 观 众 们 所 特 有 的 影 像 记 忆 。

更值得一提是全片的空间情感建

构特点：表层是浪漫抒情的轻喜剧

样貌，人物的活动轨迹开始于动机

各异的善意谎言，制造密集笑点的

欺瞒或哄骗，深层却是频频激发泪

点的真情与眷恋密切缠绕，达成了

节庆档中全民观看的感动与欢颜。

立足电影小传统

发扬现实大传统

《我和我的家乡》出自多位导演

的集体创作。他们整体上较为年

轻，以往的作品也多以喜剧类型见

长，堪称本土电影市场的欢乐制造

者，因此早有大量观众青睐。其作

品共性在于注重故事的现实质感，

注重平民视角的真实感受，避免概

念化地塑造人物，在影片中保持中

国民间叙事所特有的“土味儿”喜感

和大众智慧。此次联手制作献礼

片，可以说是充分释放了他们作为

喜剧创作者的才华，也让节庆档的

观众在一部影片中欣赏到了形式多

变且风格多样的电影喜剧手法，其

中包含着对于电影艺术自身传统的

致敬，以及从鲜活现实中汲取创作

生命力的经验态度。

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电影经常

被理解为形式与风格的特有系统，

影片彼此之间的巧妙互文，往往能

够增加片内的叙事意义，为观众带

来视听享受的增值。这就是为什么

观众们会特别欢迎葛优扮演的张北

京，再次以熟悉的好人形象出现在

献礼片的起始位置。而且，总导演

宁浩作为新生代导演的翘楚，还成

功实践了一把特别有意义的跨类型

电影融合。与葛优搭戏的表舅张占

义是“素人出演”，也是他第二次实

名扮演自己。片中笑点叠出的衡水

方言是 2019 年小众文艺片《平原上

的夏洛克》的对白用语，而在结尾

时，农用三轮车又一次行驶在摄影

机镜头的中心位置。这个焦点稳定

的过渡画面已经不仅仅是对于电影

风格传统的互文性再现，而是指向

更加根本的价值选择，将乡野中依

旧淳朴守信的超功利美德，自然而

然地纳入历史上绵延不息的土地恩

情当中。另一处让人感到惊艳的笔

墨运用是徐峥导演的《最后一课》。

片名对于语文课本“最后一课”的戏

仿使无数观众会心一笑，而思乡成

疾的老人从欧洲回江浙的陆海空立

体返乡之旅，则为现代化的中国故

事提供了新的世界性语境。前一个

画面是实景中人们齐心协力、精心

复原上世纪的小学教室。紧接着，

教室中倾盆落下的精准定位雨幕又

让熟悉《泰囧》的观众重温了尴尬人

偏逢尴尬事的爆梗笑点。

其他段落里诸如外星人外形设

计对宁浩贺岁片《疯狂的外星人》的

借用，对陈思诚贺岁片“唐探”系列

的升格镜头再现，以及开心麻花团

队对《西虹市首富》的语言挪用等，

都是中国电影生产从自身基础撷取

可再生资源的内容建设，是国别电

影制作的风格传统在自觉延续。继

而，《我和我的家乡》在选材方面集

中关注现实性的社会民生问题，包

括城镇乡村一体化建设下的医疗医

保（《北京好人》），科技兴农与少数

民 族 旅 游 业 振 兴（《天 上 掉 下 个

UFO》），乡村文化复兴与基层基础

教育（《最后一课》），自然环境治理

与共同致富（《回乡之路》），以及扶

贫攻坚和日常生活的美学化（《神笔

马亮》）。近年来建设小康社会的主

要工作方面在影片当中一一得到展

现。喜剧化的电影手法不仅没有减

弱重大民生问题的表现力度，而且

因为影像内容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度

关切和巧妙借鉴，摸索出了主旋律

电影制作的新艺术形式与工业化制

片道路。

根植现实精深细制

爱国爱家广阔真情

《我和我的家乡》为中国特有的

献礼片增加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并用精工细作的工业化制片流程提

升了主旋律电影的审美高度。位于

全片中段的《最后一课》，用符合电

影工业美学的高规格制作细节升华

了去国怀乡的传统主题。观众先在

瑞士的海外场景叙述中看到一张水

墨画就的朦胧草图，接下来又在老

师重返课堂的幻梦中得知了这张图

画的来源和小作者。叙事发展的线

性时间和人物互相辅助生成的因果

逻辑交织起情感愈加丰沛感人的师

生共情记忆，也为下一幕奇观画面

的高潮展现铺垫了充足的情绪基

础。影片为高潮一刻准备了细致微

妙的布光和精致配色的构图，在瞬

间亮起的小学堂新貌中实现了表意

丰富的情境建构。多彩而温暖的光

亮背景映照下，老师与学生完成了

多年离别后的相遇和彼此间的认

出。影片中他们视线交汇融合的所

在正是现实里人们共同愿景得以真

实实现的地方。现实环境也因为生

长出真实的人情和人性而实现了家

乡与祖国共在的文化意义。

对于现实的高度关注是《我和我

的家乡》的突出特点，观众特别熟悉

的视频直播与“带货”成为影片中多

次选用的素材。经常以完整画面示

人的电影大银幕也因此频频采用分

屏技术，在银幕上切分出多种媒介

的视觉界面。黄渤扮演的短视频

“UP 主”一下子就被观众认出来自手

工耿的原型，在直播“带货”中难分

伯仲的李家琦和薇娅则为闫妮饰演

的“带货女王”形象增添了不言自明

的强大气场。来自真实，关切现实，

《我和我的家乡》显然选择了回归现

实主义的美学旨向，从日常的大众

经验中萃取真切感人的情感诉说。

邓超和俞白眉合作导演的《回乡

之路》面对的是家乡环保治理和乡

亲们共同脱贫致富的现实难题，部

分外景取景的失之薄弱可以说是两

人影片中常见的软肋。但是《回乡

之路》有一段问答特别切中全片主

题，亦即我们在返回家乡、回馈家乡

时究竟能带些什么，做些什么？影

片中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爱！乍听

上去大而无当，再加上乔树林前半

段的“油滑人设”，更像是在故弄玄

虚。然而，结合前文所提到的电影

互文手法就会发现，《我和我的家

乡》在戏中戏的电影放映片段选择

了影片《庐山恋》最为深情往复的一

段，男女主人公在练习英文口语的

名义下第一次朗声说出“我爱我的

祖国”和“我爱祖国的清晨”。无独

有偶，已经看过《夺冠》的观众也会

清楚记得，郎平在激励压抑已久的

朱婷真正打出主攻手的凌厉气势

时，也是反复逼迫她在赛场上要喊

出来。电影中的声音与表达从来都

不是偶然的，正如电影本身的多重

属性决定了它之于国族文化的重大

意义。《我和我的家乡》在主旋律影

片中突出展现了个体的人所具有的

真情实感，一如励志片《夺冠》将国

家荣誉落实在运动员们意志品格的

实现上。

国家因为有了一块块风貌各异

的山水地域而组成广袤无垠的国土

空间，家乡因为一次次主动或被动

的别离而成为深情投注的永恒美好

之地。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正是紧

紧把握住空间与情感的双线，通过

人物成长成熟后的返程回乡故事，

再次用深情的双眼凝望承载记忆的

地方。诗人艾青曾经吟咏：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影片《我和我的家

乡》则为爱的表达另增一种新的可

能，因为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渴望笑

声飞扬。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

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千多年前杜甫来到夔州，那正

是个悲情的时代。安史之乱虽已息，

但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老百姓生活

仍不得安宁。一千多年后，重庆女导

演罗英来到这里，正是公元 2019 年，

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正在神州大地开

展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向贫穷开

战的最后的攻坚阶段。

罗导也看到这点，摒弃惯性思

维，有其新思路。《橙妹儿的新时代》

这部影片中的视听语言，抛却传统农

村片中多表现其生存环境的落后艰

难，展现了新的风貌。“本片顺应历史

之浩荡，就天成之文艺风范讲述今日

之扶贫故事。”这是罗导对此片风格

的确认。故她在影片中多展示奉节

苍茫、雄峻、壮阔山水中的新农村面

容。扶贫，主要是对视野与思想尚未

走出三峡关隘的村民知识层面的提

升。部分村民对现代高科技和产业

认识不甚了了，这些，影片中都有真

实呈现。出入于壮美山水间，我们为

这些无力改变自身困境的国人同胞

充满同情并着急惋惜，更思能助其一

臂之力，使之都致富幸福快乐。山美

水美人更美，才是真正和谐境界！

罗导更被当地豪气满满的致富

引路人、人称“橙保姆”的席秋华，长

期在奉节从事脐橙产业的上海某电

商平台总裁张烈，“海归”女博士彭

阳，老技术员李良蓉，返乡大学生姜

海平，香号合作社负责人余哥，传统

果农代表毕大爷等等充满乡情大爱

为实现生活幸福所奉献的务实之力

深深感动。

她一定要在大银幕上讲述一个

从夔门走出，见到了世界之大的青年

女学者，现在又满怀深情，重返三峡

务农的故事。她将豪情与高科技结

合，努力改变乡亲落后于时代的观念

与劳动方式，去寻求共同致富之路。

这个路子就是走电商扶贫和产

业提升之路。思路来自于阿里巴巴

集团首席执行官到奉节的考察交

流。这个女学者在影片中叫“橙妹

儿”。看到影片中雄峻山水之间，“橙

妹儿”运用电商在贸易中所产生的威

力，真是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

光有“海归”农业博士“橙妹儿”还

不够，还有长年研究柑橘种植技术的

原大学老师关怡、世代种植柑桔等爷

爷奶奶，这三代人搭起故事构架，讲述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向往美好生活的

不同的情感和生活故事。表现脱贫致

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

是几代人继往开来的心愿。人物构架

让影片有了历史的深邃和厚重感。

罗导在她的影片中通过女主人

公“橙妹儿”之口，多处面对长江边雄

峻的美景，也抒发着她对诗圣杜甫的

敬仰。影片中多个人物诗性化。长

年研究柑橘种植技术的原大学老师

关怡和郑教授志同道和，年轻时的郑

教授曾赠一首词给她。郑教授后来

回浙江家乡了。现在年过半百的郑

教授又来到奉节。尽管有些抒情场

面显得和主要情节似乎有些游离，让

人感觉抒情和叙事没很好融合，但我

认为罗英还是有深邃立意的。有些

场面和人物台词有文学的诗意和书

卷气，充满女性情感的柔绵细腻，放

在“诗城”奉节这个自然山水和民风

都极其独特的环境里，也许是必不可

少的吧？

“橙妹儿”这个人物还应该再丰

满。罗导拍摄期间偶遇国际登山队

攀登夔门，这是一千年后的首次徒手

攀登（据考古千年前有古人留下的攀

爬痕迹）。由此触发她灵感。她设计

了“橙妹儿”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她爱上了攀岩运动员。“攀岩运动有

着独有的会当凌绝顶般的征服感，我

觉得这种努力向上攀登的精神，应该

是当代青年的一个写照，坚韧不屈，

无论对生活还是爱情。”罗导对我说。

但她爱上了一位老外攀岩运动员

的爱情是完全暗写，仅仅让其成为让

脱贫攻坚有某种有力的形象喻意的表

现。影片中只出现了运动员在长江边

奉节绝壁上攀岩的大全景。全片从未

有外国年轻的攀岩运动员出现在橙妹

儿身边。后他在阿尔卑斯山因雪崩而

死，“橙妹儿”的悲痛无法引人有更多

共鸣。这条爱情线索或应该抓住，在

影片中应有动人的表现。可惜了。当

然，这只是我的意见。

《金刚川》：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诗情画意中的时代弄潮儿
——看电影《橙妹儿的新时代》有感

鄢光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