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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以画面与音效结合为手段，在银幕上展现感

性直观形象的艺术。电影艺术不仅具有娱乐价值、美学

体验，更具有再现历史、铭记历史、传承历史的作用。新

中国成立以来，众多电影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记录者”的

责任，通过手中的摄像机，用镜头讲述中国共产党走过

的百年辉煌征程，由此诞生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

题材——党史电影。党史电影大致可分为三类题材：一

类是以宏观视角谱写的具有史诗性历程的题材；一类是

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题材；最后一类是以百年来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为展现对象的题材。本文将以此三种类

型的党史题材为对象，分析党史题材电影这种精品艺术

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的影响力。

一、了解百年征程，增强文化自信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党

史的学习亦是新时代大学生的必修课。而电影作为

艺术的一种形式，也成为呈现党史的一种艺术媒介，

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题材电影中呈现的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让当代大学生深刻而

直观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难历史，无形

中增强了文化自信。如《建党伟业》（2011）是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制作的献礼片，影片以1911年辛

亥革命爆发为起点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十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包

括民初动乱、五四运动以及中共建党。《建国大业》

（2009）以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到对峙为序幕，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建

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我和我的祖国》（2019）则再现

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几项

重大成就，包括原子弹爆炸成功、香港回归、载人航天

飞船的成功发射、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女排夺冠以及

中国海军舰队赴亚丁湾护航等。这些电影以史诗般的

叙事方式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历尽艰难的奋战，再

到带领人民建立民主独立国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

的百年历史呈现于观众眼前。对于当代人，尤其是新时

代的大学生来说极具教育意义，既强化了大学生对于党

史、国史的了解，也使大学生能够全面地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走过的百年征程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铭记战争历史，实现精神传承

党史电影中有一类是战争题材，如反映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

此类电影让观众，尤其是当代大学生能够重归战争现

场，了解历史事件，充分感受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的毅

力与卓绝的战斗精神。《上甘岭》（1956）通过志愿军一个

连队的一场战役来映射整个朝鲜战场的惨烈与悲壮，展

现志愿军献身国防事业的艰辛与伟大。《金刚川》（2020）

是为了致敬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讲

述了志愿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对敌武装差距悬殊的境况

下，一次次对抗敌机的狂轰滥炸，以血肉之躯修补破损

木桥的事迹，展现了志愿军战士在面对强敌时不屈不

挠、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高山下的花环》则是少有的

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电影，讲述了“军二

代”赵蒙生身赴基层部队准备“曲线转正”调回北京，经历

过惨烈战争洗礼的赵蒙生幡然醒悟最终决定留下来。影

片中很大篇幅描绘了战后的安抚情况，梁三喜妻儿寡母

奔走万里用抚恤金还债。电影中展现了人性自私阴暗的

一面，但同时绽放出了人性最耀眼的光辉。这些电影将

一段段惨烈的历史再现，在对战争叙事的构建中，更让人

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不忘革命英烈，既珍惜先烈用生

命换来的和平岁月，也要铭记战争历史，坚定爱国信念、

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将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三、树立烈士丰碑，坚定理想信念

党史电影还有一种题材，是以百年来做出突出贡献

的个人为呈现对象，此类电影是以真实人物事迹为原型

改编而成。这些英烈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战争中牺

牲的英烈形象，二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烈形象。

战争中的英烈形象，如《赵一曼》（1950），以1931年

“九·一八”事变为开端，围绕赵一曼抗日活动展开，塑造

了极具人格魅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红枪白马女政委”赵

一曼的革命女战士形象；《刘胡兰》（1950）、《董存瑞》

（1955）则分别塑造了广为人知的刘胡兰和董存瑞的形

象。电影以艺术化的手法，生动呈现了这些英烈的光荣

事迹，正是因为他们牺牲自己，才换来了如今独立自主

的新中国。影片以鲜活的故事、立体的人物，让当代大

学生认识到了战争年代的英雄是如何为自己所热爱的

祖国而英勇献身的，也让大学生从这些英烈身上学会如

何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烈形象，如《雷锋》塑造了热

心帮助他人，甘愿做一颗螺丝钉的雷锋形象，电影将

雷锋精神传递给了一代代青年学子，当代大学生亦将

传承发扬雷锋精神，做一枚祖国建设历程中的螺丝

钉。《焦裕禄》（1990）讲述了焦裕禄同志调任河南省兰

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带领群众防风治沙，治理水涝灾

害和土地盐碱化等问题，殚精竭虑牺牲奉献的故事，

塑造了一位勤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同题材

的电影还有《张思德》（2004）、《邓稼先》（2009）、《杨善

洲》（2011）等，通过塑造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各行各业涌

现的这些有血有肉的英烈形象，既可以让当代大学生

深化对党员、对党的信赖，同时基于对影片中鲜活人

物的共情，更可以引导他们深度理解个人价值、社会

价值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坚定大学生爱岗敬业的

责任心，催生大学生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共同为社会

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的信心。

（王典，吉林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

教育、音乐教育；苏文，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信息化建设 【基金项

目】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精品

艺术助力党史教育创新传播路径研究》（课题编号：

2021jqy-080））

2010年，一部收获无数奖项并在票

房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电影《盗梦空间》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引发了人们对

梦境电影的热烈关注和讨论，全世界的

观众都为其高超的“造梦”技巧、令人惊

叹的梦境世界和让人欲罢不能的悬疑设

置而疯狂。其实以梦境入电影的做法早

已有之，早在20世纪初期的先锋电影运

动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表现梦境的短

片，随后的先锋派电影以及20世纪后半

叶的现代派电影都热衷于借用梦境的无

意识镜像反映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幽暗意

识。在世界电影版图中，尤以美国的梦

境电影蔚为大观。除《盗梦空间》外，美

国著名的梦境电影还有路易斯·布努埃

尔的《一条安达鲁狗》（1929）、约瑟夫·鲁

本的《梦境》（1983）、达伦·阿伦诺夫斯基

的《梦之安魂曲》（2000）、大卫·林奇的

《穆赫兰道》（2001）、塔西姆·辛的《坠入》

（2006）等，这些电影较为集中的体现了

梦境电影的精神考量和表达美学。

一、含混多义的阐释空间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读虽然为人们呈

现了一个前所未见、深不可测的幽暗精

神世界。但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质疑

也从未停止——千人千梦，梦境光怪陆

离，不可复制，如何能保证“梦的解析”的

准确性呢？的确，梦伪装自己的方式千

变万化，内心深处的愿望采用何种面目

出现从来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梦

的复杂性、神秘性不仅来自于意识与显

像之间曲折、隐秘的象征关系，而且也来

自于本能和道德之间的相互干扰和缠

绕。这就使得梦境类电影充满了无限广

阔的解读空间和丰富的语义内涵。

首先是真假难辨，观众被带入梦与

现实的混乱空间中，连真实与幻像都难

以区分。就像《盗梦空间》结尾那枚旋转

着的陀螺，让人在觉得一切都尘埃落定、

主人公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时，突然惊觉：

这或许仍然还是梦中场景，一切灾难性

的后果都未能被挽回，人被梦所吞噬，永

远被困在了梦境中。然而这只是其中一

种可能，莱昂纳多起身时随手转起的陀

螺，似乎又有些许晃动，似乎在慢慢地停

止，但这一切在导演高超的镜头把握能

力下又并不明确，导演好像有意要和我

们玩一个游戏，否定我们用视觉来判断

真假的可能。其次是多重指涉。梦境电

影的普遍特征是意象纷繁复杂，人物行

为毫无逻辑，情节突兀跳跃。因为梦作

为本能欲望的投射，本身不受理性、道德

的制约，各种原始的欲望都在梦中伺机

而动，变幻成各种形态，像是在参加一场

狂欢舞会。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有两大

基本本能：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生之本

能包含食、性和爱欲，死之本能包含冲

突、暴力和死亡。而在梦境电影中，这些

本能都可能改头换面，粉墨登场。

二、隐秘微观的意识书写

梦境电影企图通过对梦的营构来呈

现人的内在世界。内在世界通常指日常

生活中被隐藏、压抑的本能欲望。理性

可以使人成为社会中合格的一份子，甚

至是崇高的一员，但是快乐原则的缺失

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精神隐痛。总体而

言，梦境电影所呈现的心理意识包含自

我防御、多重人格、性别意识等等。

在《穆赫兰道》中，戴安在现实中饱

受挫折，经历了事业的失败和爱情的背

叛，精神面临崩溃。而梦中，她变成了事

业顺利、富有主见并且爱情坚定的贝蒂，

保护着弱小的丽塔。在这个梦中，仿佛

杀人的事实从未发生，弱者得到保护，强

者不滥用自己的权力。在精神上已然崩

溃的戴安不得已只能通过这样一个梦来

实现自我的防御。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

识难以统一，并相互矛盾，那么这个人将

会走向自我的分裂。童年遭受创伤的

人，在无法面对创伤时往往会设想出另

一个人格来代他受难，或者在没有勇气

反抗时会创造出一个残暴的人格替他复

仇，人格分裂往往便是来自这种心理补

偿或防御机制，以避免走向自我的毁

灭。在《致命ID》中，有童年创伤的主人

公一共有11种人格。在梦境里这11种

人格在一个雨夜中的旅店里一个接一个

死去，最终只剩下一个小男孩，也就是说

主人公的内心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剩

下了一个主人格即“小男孩”。这表明，

他始终困在对虐待他的父亲的仇恨，以

及作为妓女的母亲给他带来的强烈羞耻

感中。他曾经尝试着成为一个正义、宽

容的人（梦中的司机），但最终还是恶的

念头（梦中的假警察）占据了上风。此

外，俄狄浦斯情节、知识分子的自我探寻

也是梦境电影常见的表现内容。

三、非理性的叙事重构

弗洛伊德认为，梦具有减缩、移位、

润饰、象征四大功能。梦境电影基于这

四种功能，刻意违反线性叙事的规则，采

用多样的叙事技巧。大体而言，梦境电

影的叙事结构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断裂

式结构，如《穆赫兰道》，前115分钟的故

事和以后的故事毫无关联，人物的名字、

地位、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位移。第二

种是戏中戏结构，即梦境层层相套，梦里

有梦。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是诺兰

的《盗梦空间》，影片中至少设置了三重

梦境，包含现实世界一共有四重空间。

从现实中产生第一重梦境，第一重梦境

基础上产生了第二重梦境，第二重梦境

上又产生了第三重梦境，层次分明。第

三种是交错式两重结构，这类结构一般

在作者性比较强的文艺电影中运用居

多。这类导演并不特意去讲述一个故

事，也不刻意设置悬念，营造悬疑氛围，

而是在平静的叙事中用不断闪现的梦境

或回忆、想象的画面去表现人物的内在

世界。例如在《坠入》中，影片就在医院

和罗伊的故事或梦境之间来回穿插，表

现了罗伊在小女孩的感染下如何一步步

获得重生的希望。第四种结构是环形叙

事结构，这类电影以类梦境电影《源代

码》为代表，影片中上尉科尔需要在源代

码系统中用8分钟的时间找到在列车上

安放炸弹的凶手，并阻止那场导致他死

亡的恐怖爆炸事件。他一次次的失败，

然后又一次次重返 8 分钟前，终于在最

后一次阻止了爆炸的发生。

梦，看似跳跃、破碎、荒诞、不可理

解，但实际上它是人们通往意识深处的

一把钥匙，就此而言，它比我们日常所见

的现实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在这样一种

理念的鼓舞下，电影这种影像艺术走向

梦境表达似乎是一条必然之路。并且，

电影和梦都具有反映性和动态物象性特

征，可以说，梦在电影这里找到了最适合

的表现形式。

（任雪花，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副

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文学及翻译）

《寻找刘三姐》以壮族原型人物“刘三

姐”为叙事资源，主要讲述了美籍青年韦

文德因寻找音乐灵感来到祖父的故乡广

西，与壮家妹子刘甜甜相识相爱，并在壮

族民歌中获得了音乐灵感的故事。本文

陈列了大量的故事民族服饰、建筑、风俗、

山歌等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景观，带

给观众一幕幕文化上的视觉盛宴。同时

在影视人物塑造和影视资源的选择上，呈

现了纯朴自然的少数民族性格，唤醒了独

具民族风格的文化记忆。

一、审美视野中的民俗景观

民俗景观是各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

劳动实践与交往行为中形成的、具有鲜明

文化特色的习俗，它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

的物质习俗，也包括宗教、节庆、生活礼

仪、民间技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社会精

神习俗。民俗文化有着丰富的结构层次，

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透视一个

民族传统文化的窗口。因独特的自然景

观和少数民族艺术元素，《寻找刘三姐》呈

现出广西地区鲜明的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文化形式

和精神内涵上，都必须依托符号这个物质

载体。《寻找刘三姐》这部影片的镜头在壮

族、苗族、京族、侗族、瑶族等各个民族之

间切换，给观众带来了斑斓多姿、独具风

韵的民俗视觉体验。“甲天下”的桂林山

水、阳朔的大榕树、宜州的下枧河、北部湾

的海滩、层层叠叠的梯田等清新秀丽的自

然风光让观众享受到一场极致的视觉盛

宴。竹编芦笙、壮族山歌、民族服饰、传统

寨落、风俗风情等广西地区的传统文化符

号被巧妙地运用到电影中，与人物的生活

空间密切结合在一起，生态之美与艺术之

美相得益彰。同时，侗族大歌、瑶寨丢香

包相亲游戏、世界第一长发村、苗寨“走

寨”风俗、京族独弦琴等民俗景观在影片

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视觉表现。被重新编

排过的民俗景观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

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带给观众一种与

众不同的新鲜感，充分满足了观众对广西

壮族民间文化的想象。这些特色鲜明的民

俗景观产生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聚集了广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经验和情

感体验，承载着各个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

同时彰显了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品质。

山歌阵阵，响彻山间，悦耳的山歌始

终飘荡在影片的故事之中，成为最显著的

民俗文化景观。“歌仙”刘三姐将山歌之魂

遗留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引得青年男女

们竞相折腰。《寻找刘三姐》中即兴演唱的

山歌，涵盖了迎来送往、婚恋嫁娶、伦理道

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梳头歌“夫妻

恩爱情意长”、“父母恩情永不忘”的歌词

传达了他们对爱人、亲友的真挚情感；一

边交杯喝着糯米酿酒，一边歌唱着“我没

有什么来招待，筛杯水酒敬亲人”，质朴的

歌词中满含着对客人的热情。透过山歌

的传唱，观众得以窥见广西各民族对尊老

爱幼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守护，对个人爱情

的大胆追求，对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喜

悦。从而建构了一个温暖和谐的人性世

界。在清脆的歌声与曼妙的舞姿中，满怀

着他们对生命、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

和谐崇高的美的追求，体现了一种与自然

相融合的生命形态。

广西地区纯朴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

朴实自然的乡野之气，绚烂多姿的文化景

观等等，是它最为内在的生态审美特质。

影片在自然山水之间将原生态的壮族山歌

艺术与广西各民族的艺术技艺交互杂糅，

加之韦文德西方音乐元素的点缀，创造了

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共生的

文化景象。诸多民俗元素的整合让观众沉

浸在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享受之中，为

观众提供了一种视觉畅游的可能性。

二、民族文化的视觉想象

上个世纪末，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

流中，理论界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中国本

土文化，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

对传统资源的挖掘，守护个性化的民族文

化。讲好少数民族的故事，展现传统艺术

之美，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才能在现代性

的裹挟中确认本民族的身份，培植本民族

的文化之根。《寻找刘三姐》以广西地区深

厚的文化为底色，以少数民族的风情民俗

为主要展示内容，呈现了对民族文化在形

与神上的深刻思考，以图像的形式完成了

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寻根”。

韦金、韦文德这两代人都在“返乡”途

中。来自广西的韦金热爱刘三姐的歌声，

同时怀念着广西的水，希望自己的孙子能

够带回一个能歌善唱的广西姑娘。而韦

文德在音乐方面的技术虽然在美国能够

得到提升，但是音乐的灵魂只有在刘三姐

的故乡才能找到。两代人处于不同的地

域和文化交流之中，然而最终的归宿都在

广西这片土地上。在对苗、侗、瑶、壮、京

等广西各族歌唱文化的探访中，韦文德在

壮族女孩刘甜甜身上找到了音乐的“灵

魂”。广西传统民歌就是他音乐中的魂，

也是两代人的精神之魂。韦德的音乐之

旅更像是文化寻根之旅，在故乡的土地上

寻找身份认同，实现精神回归。

刘三姐是广西人的文化记忆，是壮族

审美符号的代表，承担着这一地域群体的

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融通了少数民族

集体性的想象。刘甜甜和无数“小刘三

姐”都能在刘三姐这个文化记忆中找到

一种共通的归属感和传承这份记忆的自

豪感。通过民歌中的生活情感将民族共

同体成员联结起来，确定了少数民族族

群认同和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所以广西

地区的民族文化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而

是在代代传承中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

源和文化归宿。“刘三姐们”的民歌既保

持着民族传统文化原生态，又在代际传

承中增添了新的活力，塑造着一代代族

人的身份认同。最后韦文德和刘甜甜穿

着壮族民族服装，在美丽的漓江上划着

竹筏，对唱《梦见刘三姐》。韦金也获得

了一个现代版的“刘三姐”作为孙媳妇，

让自己对民歌的喜爱得以延续，两代人

都实现了精神上的返乡。《寻找刘三姐》

利用视觉语言来呈现和唤醒独具民族风

格的文化记忆，将民族文化中的诗意传

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彰显了各个少数民

族独特的文明形态。

刘甜甜是一个美丽勤劳、真诚善良、

有梦想、热爱本民族文化的壮族姑娘，一

方面身体力行传唱山歌，将自己的歌声

传遍广西各个村落；另一方面开饰品店

攒钱，梦想到北京音乐学院读书，发展自

己爱唱歌的才华，把自己家乡的歌带到

北京。真诚、善良、努力，刘甜甜集传统

女性和现代女性特质于一身，是现代版

的“刘三姐”，是民族道德文化的载体。

在广西山水的滋养下，她的身上集聚了

广西地区的民族品格，一种原生态的纯

真与自然、淳朴和真挚的性格特质。韦

文德与刘甜甜在歌声中衍生的爱情故事

也正符合民族传统中古朴而浪漫的爱情

想象。

影片中优美迷人的山水风光，丰富

多彩的民俗景观，贴近广西民族文化传

统的本真，让影片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审

美意蕴。更重要的是，影片深入到地域

文化、民族性格等诸多层面，发掘出广西

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文化基因，以视觉艺

术的形式激发少数民族文化新活力，表现

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健康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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