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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 版）

电影《金刚川》剧组走进清华大学

◎ 回应时代关切，现实题材渐成创作
“主旋律”
现实题材影片及其包涵的现实主义

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又不回避矛

精神，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是百年中

盾，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

国电影的“传家宝”。新中国成立以来，

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

中国电影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

向，时刻注重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

到梦想就在前方。

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
作品。
“十三五”时期，现实题材影片的数
量和票房占比都在稳步提升，创作出了
代同呼吸的精品力作《我和我的家乡》、
国》、
《战狼 2》、
《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

类影片的市场天花板，引发全社会讨论；
同年 11 月，以小人物生活映射社会现实

的《无名之辈》成为票房黑马；而在 2018
年尾声上映的《来电狂响》也讲述了都市

（含进口片）前十名中，2016 年-2018 年

人群中无处不在的信任危机等。关注校

都有 5 部是现实题材影片，2019 年有 6

园霸凌题材的《悲伤逆流成河》、关注女

《一点就到家》等现实题材力作也都取得

影《一出好戏》、
《暴裂无声》等影片亦表

部，2020 年截至目前，
《我和我的家乡》、

性境遇的《找到你》、折射社会现象的电

了很好的市场成绩。

现不俗。

现实题材电影关注社会现实，以真

此外，
《我 不 是 潘 金 莲》、
《追 凶 者

诚的书写与观众形成情感共鸣、讲述新

也》、
《嘉年华》、
《相爱相亲》等影片都受

时代社会百态，勾勒出新时代的众生世

到了观众的喜爱。

一批表现现实生活，与人民共命运、与时
《攀登者》、
《中国机长》、
《我和我的祖

创造了超 30 亿的市场成绩，一举打破此

数据显示，2016-2019 年电影票房

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创作
出一大批观照现实生活、表达人民心声

高达 9.0 分，影片凭借超高的品质和口碑

相。

而另外一批新的现实题材影片如

动》、
《我不是药神》、
《空天猎》、
《守边

《美人鱼》、
《我不是药神》、
《飞驰人

人》、
《美人鱼》、
《找到你》、
《幸福马上

生》等现实题材电影更是创造了票房奇

来》、
《老师·好》、
《烈火英雄》等一大批电

迹的“爆款”。这几年现实题材电影获得

影作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了市场的认可，说明观众对于电影有了

生活，表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赢得广泛

观照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

新的、更广泛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评判标

关注。

化发展的火热现实，以及各行各业的先

准。2018 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逆流

可以说，类型多样的现实主义影片

进模范故事，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生活，

而上成为年度冠军；
《我不是药神》深层

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旋律”。这些影片类

获得了业界口碑与市场成绩的双赢。

次反映医患矛盾以及医药改革对于民生

型各异，却都以不俗的影片质量和颇具

影响等问题引发全民观影潮，豆瓣评分

话题性的内容，引发观影人群的共鸣和

这些作品既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

《十八洞村》、
《老阿姨》、
《旋风女队》、
《学区房 72 小时》等，紧扣时代主题和经
济社会发展脉博，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

追捧。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
为，从创作角度看，现实主义的道路要越
走越宽。银幕上不仅有《我不是药神》这
类悲情式的现实主义，也有像《一出好
戏》这样的荒诞假定的现实主义，也有

本报讯 日前，电影《金刚川》举
办清华大学特别放映，总制片人梁

的剧本创作，22 天的紧张筹备，33
天的投入拍摄，期间经历过台风洪

静、领衔主演李九霄惊喜亮相清华

水种种困难。剧组兄弟姐妹们突然

大学，与师生互动。

觉得真的穿越到了那个年代，真正

《金刚川》总制片人，梁静在映

感受到了战士们心中的信念，也让

后对谈中表示：
“ 我们想借这部电

我们油然而生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

影 ，创 造 一 次 与 当 今 年 轻 人 的 对

感。
”
谈及如何跨越 70 年历史，诠释

话。当时的战士也是十七八岁的年
轻人，他们一睁眼就要面对生死。

志愿军战士“刘浩”的不屈韧劲，青

而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要缅怀

年演员李九霄表示：
“其实刚接到角

和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希望让大

色，得知要演战士的时候就深感压

家看到牺牲背后对战争的反思，更

力和责任重大。为了更好地诠释角

好地珍惜当下和平。”

色，我们在剧组特地接受了军训，学

影片结尾多达 5000 余人的超

习军姿、隐蔽、使用枪械等。而且当

长字幕，也让梁静动情回忆起拍摄

时拍摄的地面非常泥泞难走，也让

历程：
“见证从筹备到真正与全国观

我更深地理解了这一角色，更加感

众见面的过程，我百感交集。10 天

受到当年先辈们的艰苦。” （影子）

《无名之辈》这样黑色幽默风格的现实主
义。因此，没有统一的现实主义，现实主
义的道路是非常宽广的。我们在欣喜于
现实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实
主义的多样性问题。

金鸡国际影展发布首批片单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公布 30 强名单

有专家指出，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
勃兴要靠科幻、奇幻、动作等高工业规格
大制作影片拉动，但真正衡量电影是否

本报讯 11 月 18 日，金鸡国际

同理心。
2020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目前

繁荣发展，要看现实题材创作。中国特

影展在厦门拉开帷幕，期间将有来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部国

已经完成复评程序，并于 11 月 13 日

新时代提出新要求，中国电影人坚持以

正式发布金鸡国际影展首批片单，

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三大主评审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

共有《盲琴师》、
《元首偷走了粉兔

正式公布。黄建新、刘德华、徐峥担

领新时代文艺工作，自觉承担起时代赋

子》、
《最好的还未到来》等 12 部影

任本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评审委员

片，分别来自巴勒斯坦、保加利亚、

会的主评审，唐科、王红卫、杜庆春、

菲律宾、波兰等多个国家。

梁静、杜扬等 22 位业内的专家和知

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新时代赋予新使命，

予的崇高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创作出《我和我的家
乡》、
《守边人》、
《飞驰人生》、
《银河补习

际影片精彩展映。近日，金鸡影展

这 12 部影片同时也是参与最

公布了 TOP30 入围项目名单。本

名创作人组成了实力强大的金牌制

班》、
《
“大”人物》、
《厉害了，我的国》、
《找

受厦门观众喜爱外国影片评选单元

片人评审团，为优质电影项目保驾

到你》、
《幸福马上来》、
《老师·好》、
《地久

的影片。据介绍，这一单元是独立

护航。届时，大家将对入围项目进

天长》、
《雪暴》等一批现实题材力作。

于金鸡奖的评选单元，以“观众票

行最终评选。

“这些影片的出现，尤其是积极现实

选+专业评委选评”的模式进行，7

在金鸡电影创投大会 30 强入

位专家评审和 32 名大众评审将在

围项目名单中，可以看到由宁浩监

审看后，投票选出最受观众喜爱影

制的《小混蛋》、姚晨监制的《脐带》、

展，构建了现实题材影片的新格局、新境

片、导演、男女主角等荣誉。值得一

翁子光监制的《不过是来去此间》、

界。
”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提的是，金鸡国际影展的评选条件，

陆川监制的《我们的秘密》等新片的

除了影片的艺术成就、思想、手法和

海报，最终的评选结果令人期待，终

技术质量外，评分标准之一是，影片

评路演时间定于 11 月 26 日在厦门

主义和温暖现实主义的新内涵的注入，
实现了现实影材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

命题是否符合本届国际影展的主

举行。

（姬政鹏）

题。今年金鸡国际影展的主题是 ：

◎ 创作繁荣，类型突破形成多样化局面
“十三五”时期，聚焦中国社会现实、
展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电影探索出

影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从小数量到大数
量的根本变化过程。

《盗墓笔记》、
“鬼吹灯”系列等影片纷纷出
现，甚至也出现了不少如《欢乐喜剧人》、

表达，收获了观众的喜爱。
动画电影出现了低幼合家欢动画与
成 人 向 动 画 的 共 荣 局 面 。 继 2009 年 的

女队》等影片以高“燃”的竞技感赢得了市
场与观众。

一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商业

“ 突 破 ”成 为 当 前 中 国 电 影 的 关 键

《极限挑战》等综艺大电影和《相声大电影

化道路，从影像语言和拍摄手法上进行了

词。随着电影工业迅猛发展，产业体系不

之我要幸福》这样的相声大电影。这些电

全方位的升级，走出一条新主流大片之

断完善，电影类型愈加丰富，主旋律电影

影品质良莠不齐，褒贬不一。在探寻电影

列、
“ 神秘历险记”系列、
“ 赛尔号大电影”

化。尤其是在电影市场上，大量新导演更

路，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也出现了突破性

与商业类型结合日臻完美，走出一条具有

发展的路上，难免会有曲折，但产业繁荣

系列等表现不俗。2014 年“熊出没”成为

了解当下观众的需求，更能摸准时代脉

的进展。中国电影正向着类型不断健全、

思想凝聚力和市场号召力的新主流大片

发展过程首先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低幼合家欢动画的又一块金字招牌，以每

搏。无论是以郭帆、文牧野、苏伦、忻钰坤

产业全面发展、技术不断与国际接轨的方

之路；青春片、爱情片等商业类型片焕发

科幻电影的发展依赖于完善的电影

为代表的新锐导演，还是以黄渤、刘若英

向稳步前进。

出蓬勃生机；中国电影在科幻类型和原创

工业体系。此前的中国式大片、魔幻电影

年一部的速度持续上映了 6 部，在小朋友
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将本土合家欢动画的

为代表的转型导演，他们拍摄的电影都取

动画等多种题材样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锻炼了一批本土电影工业人才，为国产科

票房拉升到 7 亿量级。

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风格、类型都不一

“十三五”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喜羊羊”之后，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

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

爱情电影出现了“前任”系列、
“ 北京

幻电影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建立了工业基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遇上西雅图”系列等典型代表，这些影片

础。2019 年，
《流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

的进展，
《小 门 神》、
《大 护 法》、
《阿 唐 奇

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电影主管部门紧密

切中当下年轻人的情感需求，调动观影情

人》、
《上海堡垒》等科幻电影接连上映，这

遇》、
《大鱼海棠》、
《罗小黑战记》、
《风雨

饶曙光说。

联系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主题，根据中国

绪，引发大量关注。

些影片续接了上世纪 80 年代曾经出现过

咒》、
《白蛇：缘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展望未来，在“十四五”期间，随着中

的科幻元素探索，将新世纪最初十年《长

重新唤起了观众的国漫热情。2019 年上

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中国电影工业

江 7 号》式的软科幻电影拓展到了具有完

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将动画电影

的不断完善，必将托举出更多像《流浪地

推升至 50 亿高位。

球》这 样 ，具 有 类 型 开 拓 意 义 的 新 类 型

的硬科幻电影的范畴，以中国故事、国际

在体育题材的开拓上，
《夺冠》、
《旋风

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大节奏，推出了相应的

青年演员出演、IP 改编、粉丝消费不

制度设计，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布

仅是大部分青春爱情片的“套路”，古装、

局，形成了文化自主的创作格局，打造出

网文改编等几乎都复刻了青春片的这“三

了中国特色的新型电影发展模式，中国电

大法宝”。一批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整未来世界观、更高工业水准和美学追求

成人向的国漫电影也取得了突破性

类型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
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

样。
“这些新力量、新导演的不断出现为中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