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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2016年：
以多样视角艺术呈现立体化的长征

◎ 2017年至今：深入挖掘红色历史，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6 年 10 月 2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回顾

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

举，并强调：“伟大长征精神，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

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

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

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

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强大精神动力。”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电影

人对长征进行深入挖掘，创作了数

十部题材不同、风格多样的电影作

品，全方位、全景化地回顾了历史，

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

全国亿万观众继续把革命前辈开

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而不懈奋

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也奋力从电影大国

向电影强国迈进。站在新时代的

起点上，电影创作对长征的展现也

更加多元，使对长征的呈现更加全

景化、立体化。

《湘江1934·向死而生》首次采

用动画形式表现“湘江战役”重大

题材；《红色土司》通过红军长征途

经羌区时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再现

了羌族革命英雄安登榜的一生；

《极度危机》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

建立“黔大毕”根据地时发生的故

事，塑造了战争英雄的群像；《半条

棉被》通过三个女红军和群众的故

事入手，充分显示了“半条棉被”的

情感线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使命；《赤焰》讲述了四位来自不

同家庭背景的普通女孩成长为红

军战士的故事，体现了红军的坚定

信念。

此外，表现首部反映纳西族人

民支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电影

《红麦》也已杀青，预计将于 2021
年上映。还有多部展现长征精神、

再现长征历史的电影项目正在推

进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中国电影迎来了“黄金机遇

期”，创作活力持续迸发，市场规模

迅速扩大，电影生产力空前提高，

呈现健康发展、欣欣向荣的良好局

面。相信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会发

挥好电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基本功能，坚守电影工作的

文艺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服务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推出更多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推动电影创作从“高

原”向“高峰”迈进。

这一时期，国家对于电影尤

其 是 主 旋 律 电 影 创 作 更 加 重

视。 1987 年，党中央批准成立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

领导小组”，负责我国重大革命

和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组织

指导、剧本立项把关和完成片审

查。 1996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

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

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弘扬主

旋律的影片，不仅思想内容要

好，而且艺术水准要高”，并正

式推动和启动了电影精品“九五

五○”工程。

在具体实践上，政府主管部

门综合运用了包括行政、市场在

内的各种手段来促进电影精品工

程的实施，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

关怀下，《金沙水拍》、《长征》、《彝

海结盟》等长征题材电影陆续与

观众见面。

1996 年，为庆祝长征胜利 60
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长

征》和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彝海结盟》，都是通过宏大叙

事回望历史、表现伟人内心世界

的作品。

影片《长征》是一部真正意义

上全景式表现长征全过程的影

片，也是当时规模最大、表现内容

最为完整的一部长征题材影片。

不仅还原了红军面临的严峻形

势，还直面了党内的分歧和斗争，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血的教训

认识到毛泽东的作用并将红军的

领导权交还于他，而后取得一系

列军事胜利的过程。

而《彝海结盟》讲述了长征路

上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头人

果基小叶丹结盟的故事，真实生

动地再现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

义事业必然胜利的长征精神。

影片围绕“结盟”这个中心，以平

行对比的总体构思揭示了民族

团结的底蕴。

2003 年，中国电影开始全面向产

业化转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

拍摄主要围绕配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及重大节庆活动献礼放映进行。长征

题材电影也出现在各大重要时间节

点，成为献礼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至 2006年，为庆祝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心动岁月》、

《我的长征》、《扎喜的长征》、《青青的

长征》等 4 部故事片陆续上映，4 部影

片均采用普通人视角，从多个层面展

现了个体在长征中的特殊经历，有效

开拓了叙事的空间和视野，使对长征

的呈现更加立体化。

其中，《心动岁月》描述了红军女

战士英子在长征途中的坎坷经历，展

现了红军忠于党、忠于信念的高贵品

质；《我的长征》是翟俊杰第三次执导

长征题材电影，影片以红军小战士王

瑞的命运为主线，前后贯穿了长征过

程中的各个重大事件；《扎喜的长征》

讲述藏族红军战士扎喜旺徐在长征中

不畏艰险，为大部队筹措粮食的故事，

体现了红军战士与藏族同胞的深厚情

谊；《青青的长征》通过坚信红军能够

拯救穷苦百姓的少年青青历尽艰辛追

寻红军大部队的故事，表现了红军长

征不畏艰苦的伟大革命精神。

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大

型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长征》，通

过抽取长征历程中一些鲜活生动的人

物和事件，对红军万里长征的战略意

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艺术

思考和探索。

2007年，为了向党的十七大献礼，

也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

年，影片《革命到底》于当年10月12日

与观众见面。该片从广昌战役、“扩

红”运动、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直至

渡江战役，通过三个小人物在 15年的

人生经历，展现了他们从普通农民到

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

201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影片《通道转兵》于当年 8 月

30日上映。据《红军长征史》中记载：

“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

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

志的赞同。”《通道转兵》就记载了这段

历史，体现了红军长征转折过程中，坚

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

主集中、勇于担当的精神。

2012年，为了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走过雪山草地》于当年 11 月 18 日上

映。影片讲述了长征时期一支红军剧

团克服种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

事，展现了红军战士对革命胜利的坚

定信念，以及大无畏的革命情怀。

2016年，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 80周年，中国电影人陆续推出了

《太阳河》、《勇士》、《遵义会议》、《大会

师》、《信仰者》、《生死96小时》、《勃沙特

的长征》、《四渡赤水》（动画片）、《红旗

漫卷西风》、《领袖1935》、《血战湘江》等

多部长征题材影片，向伟大的长征精神

致敬。

《勇士》、《血战湘江》、《生死 96小

时》以经典战役为蓝本，将镜头对准长

征中红军的某个群体，通过对特定历

史横断面的记叙，集中刻画红军的高

大形象；《大会师》、《领袖1935》、《遵义

会议》既再现了领袖指挥时的运筹帷

幄和会议上的精彩博弈，又凸显一线

战斗部队在枪林弹雨中的勇敢无畏；

《太阳河》、《勃沙特的长征》、《信仰者》

以不同长征参与者的独特视角讲述长

征故事；国产动画片《四渡赤水》和文

献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则将不同的

电影风格和类型运用到长征题材中。

（上接第2版）

◎1987年-2003年：
宏大叙事回望历史，表现伟人内心世界

1987年至2003年间部分长征题材影片信息

排序

1
2
3

上映年份

1994
1996
1996

影片名

金沙水拍

彝海结盟

长征

导演

翟俊杰

郝光/伍匡文

翟俊杰

备注

少数民族题材（苗族、彝族、回族）

少数民族题材（彝族）

2017年至今部分长征题材影片信息

排序

1
2
3
4
5

上映年份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影片名

湘江1934·向死而生

红色土司

极度危机

半条棉被

赤焰

导演

梁伟基 / 陆竑明

艺兮

欧阳黔森

孟奇

吕军

备注

动画片

少数民族题材（羌族）

少数民族题材（瑶族）

2003年至2016年间部分长征题材影片信息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上映年份

2004
2006
2006
2006
2006
2007
2011
2012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影片名

心动岁月

我的长征

扎喜的长征

青青的长征

不能忘却的长征

革命到底

通道转兵

走过雪山草地

太阳河

勇士

遵义会议

大会师

勃沙特的长征

四渡赤水

红旗漫卷西风

领袖1935
信仰者

生死96小时

血战湘江

导演

广春兰

翟俊杰/王珈/杨军

高力强

刘跃飞

颜品/栾宝玉

陈健

周琦/马德林

王才涛

陈逸恒

宁海强

刘星/胡明刚/于兰

安澜

孟奇

鲁艺

钱路劼

周琦

杨虎

苑本立

陈力

备注

少数民族题材（藏族）

少数民族题材（藏族）

文献纪录片

少数民族题材（侗族）

动画片

文献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