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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歌舞类型片闯出一条新路
——访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歌声的翅膀》总导演高黄刚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歌声的翅膀》从新疆产生，

有一种必然性

《中国电影报》：我国电影史上，歌

舞片并不多见。此次天山厂推出歌舞

片《歌声的翅膀》，引发了业界和观众的

关注和好奇。那么，天山厂为何选择推

出一部歌舞类型的作品，初衷是什么？

高黄刚：大家的好奇，从侧面反映

出我国歌舞片的缺乏。所谓歌舞电影

是指用大量的歌唱和舞蹈讲述故事、刻

画人物、组成情节的影片。 歌舞片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三四十年代流行起

来，五六十年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产生了一批经典之作，如《一个美国人

在巴黎》、《西区故事》、《音乐之声》，70
年代便开始萎缩，90 年代后，开始以另

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在现代电影

工业的主推下，以商业大片的面貌出

现。目前，在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和

地区，歌舞片已经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的

阶段，成为重要的电影类型。

我国歌舞片的雏形早已有之，但早

期形式比较单一，后来数量也没跟上。

发展到今天，在我们每年七八百部的国

产电影中，歌舞类型片依然凤毛麟角。

与国外相比，我们既没有美国歌舞片的

那种成熟的工业流程和工业体系，也缺

乏印度歌舞片的观众基础，更没有巴西

电影“无歌舞不成片”的传统。因此，在

当下的中国，创作歌舞片尤其是真正意

义上的歌舞片（而非把音乐剧、歌舞直

接搬上银幕），难度极大，风险极大。

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势下，我们还是

克服种种困难，拍摄出了当代中国现实

题材的歌舞电影《歌声的翅膀》。也许

有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来，

《歌声的翅膀》从新疆产生，冥冥中又有

一种必然性。

《中国电影报》：新疆是祖国西部的

美丽沃土，自古以来就有“歌舞之乡”的

盛誉。在电影《歌声的翅膀》中，如何展

现不同民族的歌舞特色？

高黄刚：新疆多民族且各具特色优

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反映了西

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而各民族

的歌舞艺术则都具有本民族极鲜明的

特性。比如，维吾尔族，几乎人人能歌

善舞，女性舞蹈姿态优美、舒展大方，男

性舞蹈则刚健奔放。哈萨克族也是一

个酷爱歌唱的民族，哈萨克谚语说，“歌

和马是哈萨克的翅膀”。哈萨克族民歌

悠扬，高亢，在冬不拉乐器的伴奏下，草

原气息分外浓厚。柯尔克孜民歌节奏

明快，热情活泼，舞蹈中以“挑肩”最富

特色。

而作为植根于新疆这片沃土的天山

厂，新疆的歌舞文化已经深深融入我们

所有创作者的血脉。创作歌舞片的才

情、激情、热情，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内心

深处，最终借着《歌声的翅膀》喷薄而出。

让歌舞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

叙事的动力

《中国电影报》：歌舞片作为一种特

色鲜明的类型片，在叙事上比较特殊。

在《歌声的翅膀》的创作过程中，歌舞的

编排、故事的叙述、人物的特色如何融

为一体？

高黄刚：歌舞片不仅对演员的要求

专业，更关键的是对歌舞编导的要求更

加高。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歌舞成为叙

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歌舞才能情节化、

叙事化，才不突兀、不生硬。因此，创作

一部好的歌舞电影，需要电影界与音乐

界、舞蹈界之间达到高度融合的程度才

可以完成。此次，我们创作的纯本土歌

舞片《歌声的翅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就拿叙事方面来说，如何在歌舞的

串联中保持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和艺

术逻辑，对创作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而《歌声的翅膀》实则构建

起了“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链条，使全

片既可进行自由的闪转腾挪，让“歌声

的翅膀”可以自由“飞翔”；又保持了清

晰的叙事线，让“歌声的翅膀”保持着可

见可感的“飞翔”轨迹。

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看，我们在

创作上以“寻”为主线，让观众跟着江寒

和朋友们踏上采风之旅。影片中，江寒

和朋友们的采风是一次寻访、寻找之

旅，故事就依据他们寻访、寻找所涉及

的空间和时间来自由调度、灵活衔接，

凸显了重返大地、重回故乡、重归历史、

重温初心的“神”，做到了“形散而神不

散”。作品中，我们还设置了女主播晴

朗这个角色，通过当下火热的网络直播

的方式，打通了新疆地理空间与互联网

空间、外部空间的联系，从而拓展了影

片的表现空间。而江寒和他的朋友们

的寻找，暗合了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寻找

自己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从而埋下了

引发观众强烈情感共鸣的伏笔。

《中国电影报》：《歌声的翅膀》中，

音乐、歌舞并非简单的植入，而是参与

了叙事与人物的塑造，甚至起到了对白

无法起到的作用。您认为，在歌舞类型

片中，音乐、歌舞对于主题升华有哪些

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黄刚：在歌舞与叙事关系的处理

方面，《歌声的翅膀》中一共呈现了八首

歌曲、四组大歌舞、两段音乐剧，这些歌

舞都力求跟着剧情甚至直接用来推动

故事和烘托气氛、升华主题，对于人物

形象的塑造、艺术效果的增强，都起到

很好的递进作用。

在喀什高台民居的克里木饭店那

场戏，客人问老板克里木有啥好吃的？

克里木直接来了一段即兴说唱：我推荐

拉条子，还有烤包子，你听过马奶子，还

有羊蹄子，甜甜的皮芽子，无花果子，还

有美美的石榴汁子，来撒，来撒，朋友来

撒……这段歌用得恰到好处，巧妙无

比，既发挥了台词的作用，又塑造了人

物克里木热情奔放的性格，还起到了向

观众宣传展示当下新疆新面貌的作用。

在晴朗和迪里一起安慰江寒的那

场戏中，也巧妙地使用歌唱作为叙事的

形式，用歌声安慰江寒：坚持梦想有多

难，没有人去问吗，这背后的痛苦一个

人承担，你要好好地过这生活，生活总

有一天会对你微笑，你要好好地过这生

活，生活从来不放弃对每个人的承诺，

你要好好地过这生活，生活总有一天会

打破沉默……两位演员歌唱的同时，还

跳起了双人舞，歌舞共同解决了戏剧冲

突，推动着剧情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

生动地为观众展示了人物当时的内心

世界，这样的作用和效果是台词对白很

难达到的。

《歌声的翅膀》中，舞蹈的使用没有

歌唱多。虽然在歌舞电影中，把舞蹈使

用好的难度更大，但我们仍然尽最大努

力将舞蹈融入剧情。除了哈萨克族的

“骑马舞”、塔吉克族的鹰舞等民族舞

蹈，我们更大胆地使用了街舞等现代舞

蹈元素。比如，在喀什高台民居外的那

场戏，各族群众，不分年龄大小，不分男

女老幼，一起跳起了一场颇有世界风、

现代风、时尚风的街舞。滑板、自行车

特技等纷纷融入影片中的呈现。应该

说，我们在这里大段使用街舞比重，是

有深刻寓意的——街舞代表着现代、青

春、活力，是想向外界展示各族人民崭

新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活力。

用歌舞电影为当代新疆画像

《中国电影报》：《歌声的翅膀》既有

歌舞、音乐的元素，更是一部励志片。

在您看来，影片传递了怎样的主题？对

当下的年轻人有哪些启迪作用？

高黄刚：影片中，三位年轻人，怀揣

音乐的梦想，“乘着歌声的翅膀”，从新

疆塔城到喀什，从伊犁草原到帕米尔高

原，最终到达慕士塔格冰峰。他们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思考，一路从生活和群

众中汲取着营养，最终迸发出创作的灵

感，在慕士塔格冰峰放飞了他们心中的

歌，也放飞了他们青春的梦想。

时代的脉搏都在影片中激情跳跃，

包含深情的音乐梦想在作品中放飞翱

翔。跟随影片的节奏，观众最终抵达的

不仅是艺术的彼岸，还有精神的高地。

在创作中，我们设计了在两个时空中来

回穿插的叙事结构线——一个讲述的

是江寒等三个年轻人在现实中对艺术

理想的追寻，另一个讲述的是江寒的老

师及其爱人在岁月的长河中守边戍边

的无私奉献。这两条线索交叉，最终在

影片结尾中，两条线的完美交汇——既

阐明“老师”那一辈人的奉献和对主人

公的熏陶，为江寒他们攀登文艺高峰打

下了坚实基础，又通过江寒等人将艺术

之根扎在了新疆大地来表现守边戍边、

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当下的美好传承。

最终两代人一起站在了慕士塔格冰峰

前，共同放飞着他们心中的歌。雄浑的

慕士塔格冰峰不仅是一座地理意义上

的高峰，更寓意着两代人一直在攀登的

艺术高峰。优美的雪莲歌，则是对两代

人纯洁的心灵、坚韧的精神的吟唱。

《中国电影报》：一直以来，天山电

影制片厂的作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展示出新时代新疆的大美风

貌。在这方面，《歌声的翅膀》具有怎样

的意义？

高黄刚：三位剧中人的行走和追

寻，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文艺

创作，要想从“高原”迈向“高峰”，怎能

不经过一番的追寻，怎能不从生活和群

众中吸收养分？事实上，《歌声的翅膀》

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部电影于

2019年5月28日开机，摄制组从新疆西

北角的塔城一路南下，跨越五个地州，

行程万余公里，最终抵达帕米尔高原。

摄制人员克服了草原雨季、戈壁干旱、

高山缺氧等诸多困难，宵衣旰食，最终

在海拔4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冰峰下，将

影片推向了高潮。

“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很自

然，用歌舞电影为当代画像是最合适的

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困难重重之

下，我们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一

次，为中国的歌舞电影探索着一条新

路，皆是由于我们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聆听到了时代声音,并坚持做到了与时

代同步伐。

本报讯 3 月 25 日，“新时代文

明实践·电影党史课”启动仪式在

苏州高新区狮山横塘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举行。该活动由中共苏州

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文明办主办，

各县级市（区）委宣传部、苏州市

广播电视总台、苏州干部学院承

办，苏州广电农村数字院线有限

公司协办。苏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金洁参加了活动。

该活动以党史电影展映为载

体，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为平台，以志愿讲课服务为方

式，把讲故事和讲道理结合起来，

入情入景，入脑入心，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光影中学

习党的历史，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苏州干部学院精心安排了骨干

教师组成强大的讲师团，为每部

影片制作专题课程。本次活动

将贯穿全年，基本覆盖全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

“百所千场”，为建党百年营造浓

厚的氛围。

电影公益放映是国家的一项

惠民工程，是丰富广大人民群众

精神生活的重要举措。本次“新

时代文明实践·电影党史课”正是

电影公益放映的一次新实践，共

遴选 20 部党史主题影片，首批推

出《野火春风斗古城》、《上甘岭》、

《十八洞村》等 10 部党史主题的

经典影片。同时，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开展电影公益

放映，有助于推进我市电影公益

放映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的结合，有助于促进全市电影

公益放映由室外转向室内，进一

步增强电影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同时，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以电影为载体学习党史，

形式新颖、生动形象，能够使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是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打造成党史学习阵地

的重要措施。

据了解，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是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

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守正创新、开

创新局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新形

势下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凝聚民

心汇聚力量的创新之举、战略之

举。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域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实现

全覆盖，目前共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 104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105 个。 （影子）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江西于都县

文广新旅局日前组织开展了学习

党史教育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要

求全县电影放映人员充分利用电

影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及宣

传形式，尤其是公益电影放映的广

泛性和群众性，扎实落实好此次放

映活动，全力服务与推进全县党史

学习教育务求实效、走在前列，扩

大党史学习教育的影响力。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集

结地和长征精神发源地，当年于都

人民为红军长征出发渡过于都河、

实现战略转移，倾其所有，献物献

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为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近

年来，节假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园广场放映红色电影已是常

态，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此次展映活动电影公司精选

了《建党伟业》、《诱狼》、《大火种》、

《古田军号》、《巴山女红军》、《捍卫

者》、《黄花塘往事》等一批优秀影

片深入到全县农村、学校、社区、广

场放映。

（张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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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于都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红色电影展映活动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天山电影制片厂创

作拍摄的青春励志歌舞电影《歌声的翅膀》已于3月28日在全国各地上映，并收获众多观众好评。

在华语电影中，歌舞片并不多见。许多观众包括业内人士，一下子被电影名称前面的定语

“歌舞”二字吸引，他们可能会想：歌舞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电影？《歌声的翅膀》又是怎样的一部

歌舞片？

在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歌声的翅膀》总导演高黄刚看来，创作一部好的歌舞电影，需

要电影界与音乐界、舞蹈界之间达到非常好的合作程度才可以完成。此次，天山厂创作的纯本土

歌舞片《歌声的翅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主创团队坚持守正创新，在故事讲述的层层递进中音乐

歌舞参与叙事方面，进行了积极开拓，并大胆加入了现代的、时尚的、融合的音乐舞蹈语汇。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这一次，天山厂全新力作《歌声的翅膀》

为中国的歌舞电影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稳定、和谐的美丽的新疆，为当代新疆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