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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 政

历尽千帆，初心仍是少年
——红色青春影片《永远是少年》的精神主旨

■文/郭发仔

《永远是少年》是导演冯小宁根据

真实事件精心创作的电影，影片以中

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时代背景，通过

五个青年学生的鲜活形象，展现了青

年志士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果敢选

择，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并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牺牲

的故事。

影片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过

多拍摄技术上的渲染，而是采用一种

平静而素朴的方式叙述，由一群新时

代植树的少年入手，回溯一群把自己

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起来的红色少

年，与壮怀激烈的红色少年一起点燃

心中的燎原之火。

青春，是用精神点燃的火把

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光辉历程

中，曾涌现出无数英烈，他们坚贞不

屈、视死如归、舍小家为大家……这些

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

历练并升华出来的。片中的主人公是

一群大学生，他们青春勃发，他们的青

春连着时代的脉搏，在旧制度下，他们

一个个挥舞起稚嫩的拳头，发出“天下

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

家。这个国家的命运，应该由我们来

改变”的誓言。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振聋发

聩的表达言犹在耳：“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

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

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

球。”影片中的老武、文婷、冯健行、豹

子等，正是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怀揣

一颗少年中国心，为了打破旧社会的

藩篱、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或抛弃富

足的生活，或与妻子家庭阔别，远离故

土，四处求真，在坎坷的革命路上奋斗

不止，最终血洒疆场。

青春，是默默奉献的铺路石

甘做千千万万奠基大厦的铺路石，

这是影片中几个青年学生反复喊出的

心声。鲁迅先生在黑暗的旧势力面前

“横眉冷对千夫指”，在人民面前“俯首

甘为孺子牛”，这是一种敬畏人民、愿

为民生肝脑涂地的谦卑态度。影片用

青年学生的所作所为进一步诠释了这

种精神，为了建筑新中国大厦，这些微

不足道的青年学子，不为名、不为利，

投笔从戎，在各条战线上与武装到牙

齿的敌人抗争。主人公冯健行牺牲

在战场，“青山处处埋忠骨”，他觉得

挺好；文婷被捕后放弃生的机会，从

容地走向漫山遍野的花丛赴死，她成

了大地上笑得最灿烂的花朵；豹子随

东北抗日联军辗转在白山黑水之间，

最终壮烈牺牲；老武随红军长征，在

途中不幸牺牲。中国革命的旗帜是

无数人的鲜血染红的，他们便是无数

革命先烈的缩影，为了救亡图存而不

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表现出强烈

的家国情怀。

这群学生都是交通大学学土木工

程专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更懂得修

“路”的艰辛和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在

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史上，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伟业中，很多先

辈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

的福祉，“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生命的

最后一刻，都始终保持一种令敌人胆

战心惊的微笑。他们，没有留下名字，

没能亲眼看到天安门前升起的那一缕

耀眼的曙光，只默默地做了一颗无名

的铺路石。但他们都有一个功垂千古

的名字：人民英雄！

青春，是用信仰照亮的光芒

影片中的青年都在学校里接受了

共产主义思想，在社会中践行着中国

共产党员的诺言，在战斗中坚信马克

思主义理想信念。文婷出身资本家，

上海滩繁华街道上近一半的铺面都是

她家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后，她父

亲买通了敌人，只要她在悔过书上签

字就可以走出牢房。但文婷因为信仰

拒不签字。冯健行在阵地上战斗至最

后一个人，平静地说出“此处埋骨、甚

好”后饮弹而亡……正是文婷、冯健行

这样的有志青年，用信仰的光芒照亮

了自己的青春，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富贵不能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树

立了一座光耀华夏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的青春只

有一次，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今天的

青少年，生在阳光下、长在春风里，他

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党史国史，需要了

解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史，不忘初心，坚

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在人生路

上，留下一段无怨无悔的青春。也许，

这就是影片《永远是少年》所传达的精

神主旨。

从全球角度出发，体量最大、实力

最强的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

影，但最具特色的民族电影应该是印

度电影，其最具特色的是多区域多语

种的电影生态，支撑了它独特的电影

产业，恰能对中国电影有所启示。

疫情之前，印度的电影票房处在

持续增长的状态，2019 年有 1152 亿印

度卢比，当下印度电影票房的体量相

当于 10 年前的中国票房体量。就全

球而言，能够总体统计出单部影片盈

亏情况好像只有印度和韩国。中国

和美国都很难做到，没法完全体现一

部电影的总体收入，只有票房的收

入，其他收入很少能详细列入，印度

的制片方还愿意提供这些数据，包括

投资大小。当然，印度全国票房数据

不像中国有完整的国内市场院线统

计出口，而是靠人工统计或者预测。

印度的途径也跟中国不一样，我们有

电影专资办的统一售票系统，可以得

到准确的数字。在没有统一电子售

票系统之前，我们要了解到一部电影

真实的票房也是很难的，即便现在很

多投资方也不会公布一部影片真正

的投资额。2019 年我们在印度调研

得到的信息，印度片方是主动告诉研

究专家或舆论领袖影片的投资额和

票房收入，这一方面有利于对本公司

有到位的研究和经验总结，另一方面

也能为印度整体电影业提供参照。

虽然印度不是在线的实时统计

数据库，但印度工业联合会和会计公

司会发布一个基本准确的数据。这

些年电影票房基本是增长的，海外票

房有所起伏，因为在中国的收入占最

大比重，2019 年在中国有所回落。印

度电影还有 DVD 的版权收入，但一直

在降低。印度的银幕数在往下降，总

体在 9000 多块，降是因为大量旧有的

单厅影院关闭，或改造成多厅银幕，

多厅银幕只有 3000 多块，但占总体票

房的 50%左右。观影人次在下降，峰

值的时候每年有 30 多亿人次，现在

只有 14 亿多，但没有影响总体票房

往上走，因为票价在提升。印度是世

界电影产量第一大国，2018 年有 2446
部影片。银幕数有极大的增长潜力，

观影人次世界第二（中国第一，美国

第三）。所以它的电影产业规模相当

可观，总体票房处在世界第七左右，

一直比较稳，没有大变。中国大概在

2007 年进入全球第十，然后逐步攀

升，2012 年到第二，2020 年第一。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20 多个邦以

及几个中央直辖区，每个邦都有自己

的语言，因而有自己地方邦语言的电

影，宪法承认有 22 种语言。 2019 年

放映了一千多部电影，有 50 多种语

言，不像世界大部分国家只有官方通

行的一种文字。在全世界开放市场

中，本土票房超过 50%的只有六个国

家，美国、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土

耳其，其他的都是被好莱坞电影占

领，土耳其是欧洲国家，但位处亚洲，

所以整个欧洲都被好莱坞占领。而

印度的本土票房是美国之后占比最

高的。在这些语种当中，宝莱坞电影

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每年票房收入

占印度票房四成左右，其次是地方电

影，票房也占四成左右，最后是进口

电影，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占一成左

右，近些年好莱坞电影的占比逐渐在

提升。但本土电影一直占到 80%以

上，此前更是高达 90%以上。

印度电影从语种数量而言，因为

在默片时已有文字进入字幕了，开始

有 6 种语言，1931 年有声电影有 3 种

语言，20 世纪 50 年代有 14 个语种，80
年代有 8 个主要语种、5 个电影中心，

胶片末期到 20 多个语种种，数字时

代有 30 多个语种，到 2019 年有 55 个

语种。因此印度除了有宝莱坞（印地

语电影）之外，还有考莱坞（泰米尔语

电影）、托莱坞（泰卢固语电影、孟加

拉语电影）、桑德坞（埃纳德语电影）、

马莱坞（马拉雅拉姆语语电影）、导莱

坞/高莱坞（古吉拉特语电影）、奥莱

坞（奥迪亚语电影）、波莱坞（旁遮普

语电影）、切莱坞（切蒂斯格尔语电

影）……这种多语种电影生态分别以

孟买、金奈、海得拉巴、加尔各答等城

市为中心。胶片的数字化让电影生

态多元体系越发得到发展，印度电影

的总产量从本世纪初的 1000 多部到

2018 年达到 2446 部。

地方电影在全国分成很多区域，

一般本地方的电影在本邦票房占优，

其次才是宝莱坞电影，当然从全国来

讲，肯定是宝莱坞电影占优，而其所在

的城市孟买，其影院密布程度也超过

首都。宝莱坞代表了印度电影走向全

球，是印度电影的中流砥柱，但并不是

一直占据年度榜首，有些年份也是地

方电影排名第一，比如 2017 年是泰卢

固语和泰米尔语的《巴霍巴利王》。

印度电影是全球最具特色的电

影生态系统，有效支撑了印度电影的

民族特色。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在印

度那么低，因为进去之后要翻译，翻

译成印地语也只是被一部分人接受，

就像好莱坞电影在欧洲发行要翻译

成很多语言才能够得到比较高的票

房，所以印度多语种生态很成功地抵

御了好莱坞电影的进入。而且多语

种电影之间能够互为补充、协调发

展，包括资本、技术、创作人才都能得

到很好流通，共同促进印度电影百余

年的持续向上发展。从电影诞生开

始一直到现在，有可能除了美国电

影，就是印度电影一直在没有停歇地

壮大。此外，印度多语种电影生态业

为多民族印度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

挥着重要作用。

回过头看中国电影。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电影的生产任务主要由

几大国营电影制片厂负责，但受到市

场化的各种冲击，电影生产力已不理

想。 1986 年全国电影产量 134 部，

1999 年 已 经 到 低 谷 ，全 国 99 部 电

影。但各厂的力量比较均衡，不像现

在各地失衡严重。所以虽然是计划

经济，但是能保证中国电影一个基本

平衡的生态系统，保证地方文化在中

国影像世界中存在，在视听文化的系

统中传承延展。在产业化改革之后，

虽然已经拥有庞大的市场，居于世界

前列，故事片加上其他片种 1000 多

部，但各地的生产力很不平衡。2019
年北京占了两百多部，即约 1/4 在北

京生产，生产力严重倾斜在这一文化

中心。这对一个大国来讲，那么大的

市场规模，这种严重不均衡的生产力

布局，是不够理想和健康的。

基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呼吁，应该

强力推进培植中国多地域电影生产

中心的战略性布局，虽然不能像印度

一样有多语种的电影生态结构，但可

以建立像印度一样多地域的电影生

产中心。因为有其可行性。第一，因

为市场够大，需要大容量优质内容的

生产。第二，有持续增长的经济基础

和地方电影扶持政策的支持。现在

电影的行政管理已划归宣传部，地方

政策对电影的支持有很多优惠政策，

各地也有很多电影拍摄基地。第三，

多元多地的生产模式可解决同质化

的问题，因为各地的文化有自己的特

色，能够丰富中国电影的大生态。

另外，也存在建立多地域电影生

产中心的必要性。第一，有利于保护

和传承地方文化。第二，有利于新生

力量成长，有利于解决当地人才就

业。第三，让中国电影的生态更为健

康，更为可持续性。这几年几个关键

的重要档期中，几部重要影片都是政

府推动的作品，弘扬主流价值观，也

受到观众欢迎，但中国电影要长远发

展，离不开电影内容的多样性发展。

这个市场需要更多的制片商家根据

市场规则生产发行影片，才能建构更

为良性的电影生态。第四，有利于呈

现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提高建构世

界秩序话语的能力，提升中国文化软

实力。我们需要向世界展现我们自

信的中华文化，应该有多姿多彩的民

族文化呈现，我们有 56 个民族，有广

袤而多彩的西部，我们的国土上还有

很多可供挖掘的东西。现在西方对

我们新疆问题的干涉，我们可以通过

繁荣新疆电影来展示充满活力的现

代新疆。包括万玛才旦对藏族文化

的呈现，尤其他还扶植了很多藏族的

年轻导演，这些都是中国文化软实力

的依存，应该大力扶持。

关于中国多地域生产中心的构

成，可有如下几个中心：1.以北京为

核心的京津冀中心，这里公司众多，

创作实力雄厚。2.以广州、香港为核

心的大湾区中心，这里是粤语电影

圈，经济发达，尤其有香港电影为基

础。3.以上海、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

角洲中心，这里经济发达，同时拥有

众多的电影基地。4.以福州、厦门为

核心的海峡西岸中心，闽南语电影圈，

未来可以吸纳台湾电影人才。5.以西

安、银川、乌鲁木齐为核心的西部电影

中心，西部电影有深厚的底蕴，已经成

为中国电影中醒目的学术话语，应该

依靠以前的基础获得更大更快的发

展，同时这里拥有出色的少数民族电

影，其中尤以藏族、维吾尔族电影为代

表。这里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

化交流的重要阵地。6.以成都、重庆、

昆明、南宁为核心的西南电影中心，

这里也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宝库，也是

面向东南亚交流的重要地区。

中国要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

坚实迈进，要有战略高度和长远规

划，不仅仅是影院和银幕数的扩容，

更何况影院和银幕规模已经世界第

一，现在重点是优化院线生态的问

题。当下应该投入精力和物力去培

植多地域的电影生产中心，从国家层

面、地方层面全盘协调考虑，利用政

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利用市场力量，

发挥头部企业的带头作用，多方面助

推电影生产力量的深层次优化。如

果各地都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的电

影生产力，假以时日，多地域的电影

生产中心将让中国电影的内容生产

更为优质而繁荣，定能助力中国更早

迈入电影强国。

（作者为《电影艺术》主编、研究员）

本报讯 历时五年制作的奇幻

电影《俑之城》将于暑期与观众见

面。作为一部根植和传播中华传

统文化的动画电影，《俑之城》将呈

现出一个发生在全新地下世界的

动人传奇。近日，影片发布超燃海

报与预告片，揭开神秘面纱。

众所周知，中国历朝历代都有

俑，只是秦朝的兵马俑更为大家所

熟知。这些俑深埋地下构成了一

个个庞大的地下俑城。你是否想

象过这些深埋地下的俑城之间会

发生怎样的故事？《俑之城》就是架

构在这样一个现实而又奇幻的地

下世界，不同的俑城之间一旦联通

就可以串联朝代，跨越时间，它便

与现实世界相平行。

全新发布的《俑之城》预告，开

篇就把上述背景作出交待，令人心

生好奇。随即，一个少年登场，在

接收到一个神秘任务后，他开启了

一段未知的冒险之旅。路途中迷

雾重重，神秘少女、地底巨兽、神秘

道长等纷至沓来，让人在感叹故事

铺陈的丰富的同时又对剧情的发

展脑洞大开。少年背后隐藏着一

段怎样的故事？如此千奇百怪的

角色中，又交织成一个怎样的谜

题，有待影片上映揭秘。

电影《俑之城》由华强方特（深

圳）、天津猫眼微影、方特影业、浙

江横店影业、北京金逸嘉逸、湖南

快乐阳光、抖音文化（厦门）等联合

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出品的

惊悚悬疑电影《寂静之地 2》正在

国内各大院线热映，不仅连读多

日拿下同档期新片上座率第一，#
寂静之地 2#的话题还登上微博热

搜。影片在北美上映后，首日狂

揽 1930 万美元，首周末票房预计

将达到 5741 万美元，两项成绩不

仅超越前作，也均创下疫情后北

美市场票房新高。此外，影片在

烂番茄的新鲜度 91%，观众爆米

花指数 94%，票房口碑双丰收。

近日影片发布的特辑中，影

片主创齐现身，解读艾莫特这一

角色的特质，以及他为故事带来

的全新变化。导演约翰·卡拉辛

斯基曾直言，艾莫特是他最喜欢

的角色之一：“艾莫特身上有一种

阴暗气质，让人感到一丝恐惧，使

他具有神秘吸引力的同时，也非

常不可预测。”艾米莉·布朗特则

在特辑中表示：“他就活在自己的

世界里，很害怕，不愿意帮助别

人。”基里安·墨菲也谈到了艾莫

特这一角色与伊芙琳一家人相遇

后产生的化学反应：“跌宕起伏，

使人紧张。”

艾 莫 特 这 一 复 杂 角 色 的 出

现，不仅掀动起了更加紧张的悬

疑氛围，也为观众带来了一些思

考空间，正如基里安·墨菲在特辑

中所说：“假如我进入了《寂静之

地》的世界，我该怎么做？”在影片

上映后，观众对于出色的悬疑惊

悚体验赞叹不已，有网友直呼：

“节奏真好，那种紧张压迫感只有

电影院才能体会得到。”

电影《寂静之地 2》由约翰·卡

拉辛斯基执导，艾米莉·布朗特、

希里安·墨菲、米莉森·西蒙斯、诺

亚·尤佩、杰曼·翰苏、约翰·卡拉

辛斯基等主演。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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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惊悚电影《寂静之地

2》首周票房接近亿元。 IMAX 版

《寂静之地 2》的视听体验更是赢

得观众赞许，其沉浸式的视听震

撼将观众拉入电影中的“无声”绝

境，与主角一同踏入未知险境的

刺激快感，静默氛围下被无限放

大的惊悚感受，带给现场观众们

后颈生风、不禁战栗的极致观影

体验。

人最大的恐惧，永远来自未

知，《寂静之地 2》延续前作故事，

失去了避难所和丈夫的女主角伊

芙琳，为了活下去带着三个孩子

不得不踏足更庞大更凶险的世

界，一面躲避怪兽的袭击，一面遭

遇人性的对峙考验。 IMAX 大银

幕将无声世界全景呈现，纤毫毕

现的画质细节让人不错过任一细

微处的危机伏笔，出色的音响系

统还原放大惊悚音效的听觉震

撼，让人全方位立体感知无声绝

境的极致战栗，因而带来了绝佳

的观影体验。现场有观众表示：

“全程汗毛竖起，都不敢大口呼

吸，大部分时间腿都是软的，特别

是在 IMAX 影厅看，整个代入感、

沉浸感加倍了”，更有平时就爱好

惊悚片的观众，出场后直呼：“看

得太爽了，全程神经紧绷，心脏扑

通扑通跳得厉害，怪兽猎杀时刻

最为刺激过瘾。” （林琳）

印度多语种电影生态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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