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唐探3》春节档市场轨迹

《唐人街探案3》之前，没有为一部电影等

待一年的先例。市场的期待和片方的信心可

见一斑。

《唐人街探案 3》由陈思诚执导，王宝强、

刘昊然领衔主演，妻夫木聪、托尼·贾、长泽雅

美等人主演，继“曼谷夺金杀人案”、“纽约五

行连环杀人案”后，“唐人街神探组合”唐仁、

秦风受日本名侦探野田昊之邀到东京调查离

奇密室谋杀案。

《唐人街探案 3》原定 2020 年春节档上

映，映前曾创下预售 23 小时过亿的纪录。

2020年10月9日，影片宣布重回春节档，定档

2021大年初一。“唐探3”和“熊出没”是唯二两

部重返春节档的电影作品。从市场反馈看，

一年的等待虽然影响了原定的宣发节奏，但

并没有消耗观众的热情。2月11日影片上映

前一天，预售总票房破 9亿，并一举拿下上座

率冠军、综合票房冠军、场均人次冠军和总人

次冠军等成绩。

2月12日影片上映首日破纪录拿下10亿

票房，此后连续8天票房过亿，并最终以35.62
亿票房问鼎春节档电影票房冠军，以其强大

的品牌号召力，拉动春节档大盘新高。在《唐

探3》的带动下，2月12日(大年初一)当天单日

票房 16.9 亿，打破中国市场单日票房纪录。

2021 年春节档总票房累计超 78.22 亿元，较

2019年春节档的59.05亿增长32%，刷新春节

档票房影史纪录。

2“唐探”品牌养成记

陈思诚的商业直觉和中国顶级电影资源

深度融合，成就了“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品牌。

2015年至 2021年七年间，《唐人街探案》系列

从无到有共产出三部电影和一部网剧，初步形

成了“喜剧+推理”的“唐探”系列品牌。

2015年横空出世的《唐人街探案》从泰国

出发，陈思诚出于导演的商业敏感，规划了这

个唐人街背景下的“侦探+喜剧”故事。

彼时还没有清晰的品牌和宇宙概念，但

“唐人街”和陈赫饰演的黄兰登的角色造型让

人很容易联想到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主人公唐

仁和秦风分别以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为

姓氏，从中不难看出创作者对影片的期待值。

选择“唐人街”这样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文

化空间展开故事，既能规避探案题材创作的各

种掣肘，也提供了丰富的影像呈现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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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区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我们

党和人民以生命谱写了伟大壮举。其中

很多人物都成了后来文学作品、艺术作品

表现的主要对象，经过时间的磨砺，这些

人物或从文学作品走进银幕，或从实际生

活走进银幕，至今都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

熠熠生辉。

表现革命斗争影片很多都是以男性

视角为主导的残酷战争场面。但中国电

影人将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投射到

影片创作中，摄制了一批以孩童视角为切

口的、真诚质朴地描绘“苏区精神”的内涵

的影片。如：1958 年苏里执导的《红孩

子》、1974年李俊及李昂执导的《闪闪的红

星》等影片，都以孩子的目光记录着苏区

军民的艰苦革命斗争以及昂扬斗志精神

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

影片《红孩子》由苏里执导，乔羽、时

佑平编剧，王建华、李孟尧、张延等主演，

讲述了 1934 年红军北上抗日后，留在苏

区的红军子弟苏保和小伙伴们与“白匪

军”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苏里

找到了剧作家、作曲家乔羽，希望乔羽能

够写一个关于“红小鬼”的戏，乔羽欣然接

受。乔羽为了写好这部戏没有选择把自

己关在家里搞创作，他南下走进苏区体验

生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了解当年“红小

鬼”们的故事。在深刻了解到当年苏区困

难重重的斗争故事之后，乔羽创作出了

《红小鬼》这部戏，随后乔羽还为影片写了

主题曲《共产儿童团歌》，这首歌在影片播

出后一时间传唱祖国的大江南北。

《红孩子》在拍摄期间，毛主席到长春

电影制片厂视察工作，当时正在第六摄影

棚拍摄的《红孩子》创作人员见到毛主席

后非常激动，后来毛主席与饰演细妹的小

演员宁和的合影还上了《大众电影》的封

面。与《红孩子》一样家喻户晓的影片《闪

闪的红星》也以孩童视角为切口，为观众

们讲述着苏区的故事。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句经典台词

出自影片《闪闪的红星》，已经成为一代又

一代人的记忆。《闪闪的红星》讲述了20世

纪 30年代在艰难困苦的江西苏区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冬子的故事。在父

亲参加红军抗击敌人的影响下、目睹母亲

被敌人杀害的惨况下，冬子用自己的智慧

和勇敢与敌人周旋，暗中帮当地的游击队

送盐送信，冬子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

士。

除上述以孩童为切口讲述苏区精神

的影片，中国电影人还以女性为主要表现

人物讲述苏区故事、展现苏区精神。如：

1951年张骏祥执导的战争剧情片《翠岗红

旗》，1958 年林农执导革命历史题材剧情

片《党的女儿》，1958年冯毅夫、华纯、李育

五共同执导剧情片《红霞》，1961年谢晋执

导的战争剧情片《红色娘子军》，1961年谢

添执导的革命战争题材歌剧片《洪湖赤卫

队》等。

电影《翠岗红旗》讲述了 1934年红军

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宁都的红军家属向

五儿坚贞不屈，历经磨难，终于与丈夫团

圆的故事。与其它正面展现与敌人斗争

的影片不同，《翠岗红旗》展现了解放军家

属的女性形象，以展现向五儿在革命低潮

期坚定地相信革命、相信党，等待丈夫的

归来、抚养幼子的生活画面为主。

电影《党的女儿》讲述了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根据地在“白色恐怖”

之下，共产党人李玉梅带领人民群众坚持

斗争，最后为了掩护游击队员英勇牺牲的

故事。影片中有一场玉梅、马家辉以及桂

英的对手戏极为精彩，那一场戏是玉梅死

里逃生去传递情报给区委书记马家辉时，

马家辉的妻子桂英揭露了马家辉叛变革

命的丑恶嘴脸，在桂英的帮助下，玉梅从

马家辉家中逃出，桂英却死在了马家辉的

手下。玉梅的扮演者田华感概地说：“那

一场戏是真打，我和李林（马家辉饰演者）

互相推搡，拍完之后我出了一身的汗。那

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我出不

去，没办法及时传递消息，党就完了。”

电影《红霞》与上述两部影片有所不

同，其根据同名歌剧改编而来，讲述了农

村姑娘红霞帮助、支援红军，并用自己的

生命掩护红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

影片将红霞塑造为一个坚强且坚定的革

命者形象，红霞的父母被地主少爷逼死、

自己还被地主少爷强卖做过丫头，这些都

没能打倒红霞，生活的苦难反而让红霞成

长为一名正义善良、机智勇敢、献身革命

的战士。

与《翠岗红旗》一样，电影《红色娘子

军》也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该片由

谢晋执导，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

经历和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

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的是 1930年

红军因战略转移离开洪湖，国民党保安团

与当地恶霸趁此机会卷土重来，洪湖赤卫

队在支部书记韩英和队长刘闯的带领下，

与敌人展开了艰苦曲折的斗争。本片改

编于家喻户晓的同名歌剧，电影中的主要

演员和主要唱段都是从歌剧而来。

电影中的韩英有勇有谋，她既能带队

冲锋又懂得巧用谋略。同时，影片还着重

塑造了韩英的英勇气概。赤卫队抓住了

白极会的暗探但刘闯冲动的行动暴露了

赤卫队，当白匪准备射杀百姓时，韩英站

了出来，她做出了英雄的选择——保护百

姓，牺牲自己。

当谈到为什么中国电影人创作了一

批以孩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

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副

主任左衡认为，“首先，在苏区的革命斗争

中，不仅男性走上了战场，连女性和孩子

都走上了战斗的道路，这一方面证明了当

时苏区斗争的残酷性和彻底性，深刻阐释

了苏区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女

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在战争中的重要

地位。其次，中国人酷爱看传奇故事，不

同于以男性为叙事视角的影片，这一批反

映苏区精神的影片以孩童、女性为叙事视

角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要。从今天的角

度看，早期拍摄以女性在苏区参与斗争为

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都有一种现代性。”

◎以孩童、女性的叙事视角
传奇式讲述昂扬向上的苏区故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宣告成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

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

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有13个苏区, 主要以当时的江西南部和福

建西部地区为中央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湘鄂川黔苏区、鄂豫陕苏区、陕甘苏区等。

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铿锵，苏区精神依然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仍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

回顾中国电影的历史长河，反映苏区精神的影片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并以丰富的类型题材、传

奇式的奋斗故事讲述着中国共产党人那段挥洒热血的时代故事，比如：《红霞》、《党的女儿》、《红孩子》、《洪

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等影片。在新时代，苏区精神也在不停地激励着中国电影人拍摄出更多高质量、

高品质的影片，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银幕上的“苏区精神”：

探索革命道路砥砺继续奋进的精神动力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在新时代，中国电影人依旧不

忘历史，以更为现代的镜头语言和

叙事方式，用镜头缅怀先烈，摄制

了以苏区斗争为背景的优秀影片，

如《浴血广昌》、《八子》等，均以真

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通过全景式

镜头和细节写实叙事，注入时代的

观照，全方位的展现了真实的革命

斗争历史和残酷的战争场景。

影片《浴血广昌》取材于 1934
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

在江西广昌浴血奋战的历史事

实。该片真实再现了当年红军们

革命斗争的史诗，通过宏大的战争

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还原了历

史图景，在新时代给人以振奋人心

的力量。

影片《八子》取材于中国工农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江西瑞

金农民杨荣显将自己的八个儿子

都送去做红军，最后全部英雄牺牲

的故事。影片主要将镜头对准了

大哥大牛和幼弟满崽，真实再现那

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往事。

“《八子》这个故事非常吸引

我，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精神。一种

默默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当时革

命老区，这样的牺牲太普遍了，普

遍到让人感到‘普通’，但就是这种

‘普通’才有着动人的力量。”《八

子》的导演高希希在谈到拍摄初衷

时动情地说，“为了能够让年轻观

众更好的了解历史，我们拍摄前期

去纪念馆细致且全面地感受细节，

拍摄时用历史真实的力量去打动

观众。”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为目

标，与人民共同创造、共同诠释出

苏区精神。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人

一方面要继续以苏区精神为指导

激励创作，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发扬

苏区精神，创作出更多无愧党的光

辉历史的精品力作，旗帜鲜明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

从1921年1月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军

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 1934年 10月红

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

苏区战斗了五年零九个月之久。当时，一

方面苏区人民要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

“围剿”；另一方面，国民党经济封锁，物质

生活极其艰难。不管多么艰难困苦，苏区

军民却时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奋勇向

前的革命精神。

为了展现苏区斗争的艰苦环境，不少

影片都采用了当地取景的拍摄方式，但中

国电影人以一种诗意的镜头语言表达对

当时苏区军民的恶劣生活环境的敬意。

如《闪闪的红星》是在江西鹅湖外景

地进行拍摄，在试图真实展示当时苏区的

生活环境时，影片的创作人员还拍出了一

场为人称道的“江排”戏。画面从多个角

度、多个景别展现冬子蹲坐在竹排上，围

绕在冬子周围的是群山、绿水、老鹰等环

境背景，用一种颇具中国山水画的方式呈

现了苏区峻险的地理环境。

《翠岗红旗》不仅从视觉上展现了具

有苏区特色的木架高桥、绿草地、水中行

船，而且还展现了当时苏区在“白色恐

怖”下对人民心灵和肉体的摧残。影片

在处理“白色恐怖”时，采用了一种更为

直观的方式，直面展示苏区坚定信念的

斗争者们的遗骸，给人以强烈的悲壮的

美感。

影片《党的女儿》用真实险恶的环境

描绘苏区斗争的困难和危险。与玉梅同

上东山寻找党的还有其它两位红军家属，

她们误把敌人当成了游击队员，危险紧咬

着她们的身影。三位女党员为了逃脱敌

人的追捕跳下深坑脱逃，而在当时拍摄的

过程中，三位女演员也是在毫无保护的情

况下，根据导演的指示跳下了下去。在真

实拍摄的环境下，再次为观众重现了当时

苏区斗争环境的险恶。

在中国电影人的镜头下，苏区精神在

一种被压抑、山水险恶的大环境下熠熠生

辉，犹如从洞穴走向光明之路，以一种诗

意的形式展现了苏区军民在艰苦险恶环

境中锻造出苏区精神的难能可贵。

◎以诗意的视觉图景
展现苏区的艰苦奋斗环境

◎注入历史的温度和时代的观照
新时代继续弘扬“苏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