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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档，《你好，李焕英》横空出

世，从强势逆袭到超越《唐人街探案 3》，再

到票房超过 50 亿元，每一次票房新高，都

给中国电影甚至世界电影留下了一个个惊

叹号。

到了清明节小长假，电影市场再次迎

来观影热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

2021年清明档累计票房 8.2亿元，创造了国

内同档期票房纪录。位列票房前三的影片

是《我的姐姐》、《哥斯拉大战金刚》、《西游

记之再世妖王》，前两部斩获了档期内八成

票房。其中《我的姐姐》排片占比从上映首

日的 16.66%飙升至 35.5%，是清明档的最

大赢家，最终斩获 8.6亿票房。

2021 年春节档和清明档，《你好，李焕

英》和《我的姐姐》的成功，证明了女性导演

在创作优质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产生较大

的票房号召力。

作为女性创作者讲述女性的故事有哪

些优势？《我的姐姐》的导演殷若昕说：“女

性身份和共情能力，女性对女性天然的感

知，我觉得这是我们去创作以女性为主角

的电影的优势。”

近年来，不少女性导演的作品都获得

了观众的认可。2018 年 4 月 28 日，刘若英

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上映，力压同

期的《幕后玩家》、《战神纪》等影片，拿下五

一档票房冠军，并以 13.61亿的最终票房成

为当年女性导演作品的冠军。就在《后来

的我们》上映后 20 天，苏伦执导的《超时空

同居》“接棒”上映，最终实现票房约 9亿。

薛晓路导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系

列，两部作品先后在 2013 年和 2016 年上

映，票房分别为 5.19 亿、7.85 亿，2019 年与

陈凯歌等多位导演联合执导的《我和我的

祖国》拿下 31 亿多元的票房；李芳芳的《无

问西东》于 2018 年 1 月公映，实现票房 7.54
亿；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2013 年上映，斩获票房 7.19 亿，掀起

大银幕的“青春风暴”；去年，姚婷婷的《我

在时间尽头等你》拿下 5.05亿票房，为疫情

后的市场恢复有效助力。

陈玉珊的《我的少女时代》（2015 年上

映，3.58 亿）、郑芬芬的《快把我哥带走》

（2018年上映，3.75亿）、吴君如的《妖铃铃》

（2017 年上映，3.63 亿）、落落的《悲伤逆流

成河》（2018年上映，票房 3.56亿）等影片票

房都超过 3亿元。

此外，还有《一吻定情》、《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亲密敌人》、《杜拉拉升职

记》、《一生一世》、《失孤》、《被偷走的那五

年》、《闺蜜》、《谁的青春不迷茫》、《一夜惊

喜》、《非常完美》、《万物生长》、《二次曝

光》、《28 岁未成年》、《傲娇与偏见》、《十八

洞村》、《半个喜剧》（刘露与周申联合执

导）、《临时同居》、《喜宝》等女导演的作品

票房均超过 1亿元。

梳理近年来女性导演的作品可发现，

据不完全统计，27 位女性导演的 40 余部作

品取得过亿的票房成绩。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第一次出现女性

导演群体，其中比较活跃的女性导演有十

多位，包括张暖忻、黄蜀芹、史蜀君、石晓

华、王君正、陆小雅、鲍芝芳、王好为等。现

在活跃的女导演，都在创作上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她们对社会现实保持着很高的关

注度，女性视角让她们的表达更能呈现出

温馨和温情，“当她们以女性导演的身份去

执导作品，进行影像化表达时，显示出了不

同于以往、不同于男性的较为独特的女性

视角。”

不仅在市场层面表现出色，女导演的作

品在各大电影节展也大放异彩，或赢得专业

肯定。《十八洞村》获得了第 17 届中国电影

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女主角奖和优秀

编剧奖，《超时空同居》获得优秀青年电影创

作奖。同时，杨蕊的《金珠玛米》、张艾嘉的

《相爱相亲》、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等进入

本届提名或获奖。李芳芳则凭借《80’后》提

名了第 14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影片、优

秀新人导演等 4 个奖项。在纪录电影领

域，也有女性电影人的身影。2009年，郝蕴

凭《决战太原》荣获第 27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纪录片奖；在第十四届中国长春电

影节上，她的纪录电影《寻访马克思》亮相

第四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去年纪念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导演了纪录电影

《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

在第 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获得

最佳剧本奖、第 55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获得

“最佳原著剧本奖”的《我不是药神》的编剧

韩家女认为，“女性导演的作品屡屡拿下中

外电影节大奖，这与全球范围内女性自我

意识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升都有关系。”

知名导演许鞍华，早已年过七旬，但她

依然奋战在导演第一线，而她的战绩也是

有目共睹：13 次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6 次

夺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她的作品《明月

几时有》是第 37 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大赢

家，共拿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美术

指导、最佳原创音乐等 5 项大奖。去年，她

更是获得第 77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

成就金狮奖。第 54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入

围最佳影片的 5部电影中，有 3部是讲述女

人的故事；而在入围最佳导演的 5 位导演

中，有 3 位是女性导演。张艾嘉执导的《相

爱相亲》获得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在内的七项提名。而文晏执导

的《嘉年华》不仅获得了第 54 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还入围了第 74 届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薛晓路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在第

32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第 21 届北京大学生

电影节、第 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第 9届中

美电影节、第 4 届中国影协杯、第 5 届英国

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等电影节展上，提名

并斩获奖项 30 余个。而李玉执导的《观音

山》拿下了第 23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

主角、最佳艺术贡献奖。

“我敬你是条汉子”，这个调侃女性的

段子用来形容女导演再贴切不过。这一称

呼同时体现了女性导演对于作品整体性的

把握，也体现出一定的阳刚气质。

饶曙光认为，中国女性的解放走在世

界前列。很多女性导演想在男性处在主导

地位的社会上突出重围，获得自己表达的

空间。而在某些方面，女性导演也呈现出

“女汉子”的特点，很多女性导演在作品中

不仅仅体现出女性的特点，也有粗犷的气

质。韩家女表示，从事影视业的女性有很

多性格都比较强势，但又不失细致与耐心，

在创作和制片的过程中比较能处理好和各

方的关系。就她认识的编剧来说，对题材

的选择以及创作习惯上并无十分明显的性

别差异，女编剧甚至更容易沟通，更能听取

他人的意见。

在片场，导演像是打仗的士兵，女性在

现场的力量感不如男人强大。苗月内心也

曾认为导演是男人的事情，但现在的时代，

性别的东西逐渐被虚化掉，减少了自然属

性的表达，这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她表

示，在社会层面，男人和女人经历和感受到

的是一样的，在创作上，男导演能想到的，

女导演也一样可以。

《你好，李焕英》的导演贾玲曾说：“我

对电影的理解实在是太浅薄了，只能靠真

情实感去打动观众。”可真诚自有千钧之

力。观众乐于见到贾玲这样的女导演，在

导演世界中出类拔萃，占据一席之地。

除贾玲之外，这两年电影界也涌现不

少女导演新力量，比如《我在时间尽头等

你》的导演姚婷婷、《喜宝》的导演王丹阳、

《第一次的离别》的导演王丽娜、《少女佳

禾》的导演周笋、《明天会好的》的导演袁媛

等。李道新认为，女性导演大量涌现也是

正常现象，“女性在精神、投资等方面准备

好之后，她们对电影的理解会为这一行业

带来新鲜的气息，这也是女性导演崛起的

原因。当然，中国电影的投资创作体系对

于女性创作者的包容、信任和支持，在全球

范围都是不多见的。”

细数近来女性导演的电影作品，其实大

多都是观照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影片，既有

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宏观展现，也有对

当下职场女性、情感生活的微观表达。

例如苗月执导的《十八洞村》、《大路朝

天》，展现了湘西精准扶贫和四川公路建设

的伟大成就，折射出时代发展与变迁，而其

执导的《秀美人生》则撷取了黄文秀人生片

段中的点滴细琐，记录了其甘于奉献、勤于

努力、勇于拼搏、敢于投入的青春岁月。徐

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聚焦

当代职场女性的独立与自信，传递出积极的

人生观；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

直击移民、代孕等社会热门话题，诠释了生

活最本真的美好；李玉的《观音山》，真实地

描述了小人物的生活百态，散发着独有的味

道。此外赵薇的《致青春》、刘若英的《后来

的我们》、姚婷婷的《谁的青春不迷茫》等，则

通过一段段回忆，带领观众重温青春岁月的

残酷与美好。

饶曙光认为，这些女性导演的作品展

现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有女性独特

的气质和表达，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女

性导演的细腻和柔性，特别是细节的表

达能够温暖人心。

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导演在题材、类型

上做出了新的尝试。例如李少红拍摄的战

争题材影片《解放·终局营救》、陈力导演的

《血战湘江》、李芳芳的年代史诗片《无问西

东》、胡玫导演的历史传记片《孔子》、徐静蕾

的悬疑片《绑架者》、吴君如的喜剧片《妖铃

铃》、速达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等。

在李道新看来，武打片、战争片、悬疑片

等各种类型片的创作，不应该缺乏女性视

角。比如，陈力导演的《血战湘江》、《古田军

号》，就为传统战争片“输入了新鲜血

液”——相较传统战争片，《血战湘江》、《古

田军号》在表达情感和人物内心世界理解方

面，女性气质还是隐约可辨。

在题材选择上没有界限的女性电影人，

既可以拍“大江东去”，也可以拍“小桥流

水”。但相对于男性导演，女性的视角更为

独特、手法更为细腻。

比如，赵薇在《致青春》片头运用了公主

与水晶鞋的元素，薛晓路在《北京遇上西雅

图》片尾设置了帝国大厦邂逅重逢的桥段，

这种带有浪漫、梦幻色彩的剧情，是女性电

影创作者的特点。即便是陈力的历史战争

题材《血战湘江》，片中“将来活着要娶个漂

亮媳妇儿”的表达，也带有女性导演的特

征。“这种细腻情感的表达以及梦幻结局的

设置，都是在男性导演作品中较难看到的。”

《洋妞来我家》编剧、《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

任李春利说。

苗月则认为，女性导演的优势在于思考

问题的特殊角度，她回顾了自己在创作《十

八洞村》的过程时，如何从一个女性导演的

角度来诠释宏大的社会命题。

她说，女性导演好比一个母亲，经常

会问一些“琐碎”的问题，她在采访中一直

在研究到底谁在贫困、为什么贫困、贫困

到什么程度、现有的政策如何帮助他们脱

贫。在花垣县最贫困的一户家庭中，苗月

深切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徒四壁”，

但她也看到了可能是这世界上最清凉的

泉水，呼吸到了最纯净的空气。她认为，

“主旋律电影进入到情感层面创作，那就

好办多了”。她说：“《十八洞村》取得的成

绩，得益于自己是一名女性导演，因为自

然属性不会被社会属性‘屏蔽’，进入到情

感层面去创作，需要细腻的心思，而这恰

好是女性导演的自然属性。”

◎ 27位女导演贡献40余部过亿票房影片

◎观照现实，积极探索新类型

◎女导演为行业带来新鲜气息

8台8K摄影机同时拍摄

四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首部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东方红》登陆

银幕，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此后的岁月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相继被

拍成电影。

相较前几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

影，《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拍摄颇具创

新精神。拍摄现场，共有 8 台 8K 摄影

机同时工作，即使在电影史上，这种拍

摄方式也十分少见。而上马如此“隆

重”的拍摄技术，其实是为了短时间内

从多机位、多角度保质保量完整记录

演出现场。

侯克明回忆，约有数千位演员参

与了《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舞台演出，

排演时间太紧，没有给电影拍摄留出

充裕的时间，摄制组必须要在排练和

预演的过程中将演出拍摄下来，对他

而言，这是个极大的挑战。“几乎就是，

演员们排练好一部分，我们就马上拍

一部分”，用侯克明的话说，“电影的拍

摄几乎是插在演出的空当完成的”。

8 台 8K 摄影机超大规模的拍摄，

为影片获得丰富的素材，光是拍摄素

材量，就有约 100T 的数据量，从这海

量的素材中挑选出的镜头，可谓万里

挑一。

除了采用最新的拍摄技术，为了

提升影片的音乐表现力，摄制组在声

音制作时，特意采用了 5.1 环绕声以

还原交响乐队伴奏和演员演唱的现

场效果。

通过专业的声音处理，最终观众

在影院中观影时，能够体会到像在人

民大会堂观看现场演出时的震撼。这

也正是侯克明的拍摄初衷，“我们想通

过这种方式把观众带进人民大会堂的

现场，让观众身临其境，观看这台演

出，感受到演出现场的震撼”。

舞台演出与纪录片的交响诗

除了先进的拍摄技术支持，电影

《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艺术创作上也

在寻求创新。

电影中，不仅记录了整场音乐舞

蹈史诗的演出，还加入了不少纪实的

历史影像资料，其中许多是首次在大

银幕上公开放映。

侯克明透露，这些珍贵的历史影

像有的来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的片库，有的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资料库。电影《奋斗吧 中华儿女》将

历史瞬间与舞台表演融合，让舞台表

演与歌唱、舞蹈、纪录片在电影中交

织，最终为观众呈现出了一部舞台演

出与纪录片的交响诗。

在这些影像中，观众能够看到诸

如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中，战地

摄影师扛着摄影机，冲到前线拍回来

的真实影像；也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后等各

时期的影像资料。为了让这些历史影

像与观众见面，五名资料员加入到了

对历史资料的遴选、修改，近千人次的

特效修复团队进行修复和特效处理。

在侯克明看来，历史影像丰富了

音乐舞蹈史诗的叙事，增加影片表现

力的同时，也让观众对党的百年历史

有了深入而形象的认识，“《奋斗吧 中

华儿女》不仅仅是一台音乐舞蹈表演

的记录，也是对中国革命史的一次回

顾，对党的百年辉煌的一次回顾。希

望大家通过影片更加了解历史，也更

加热爱今天的生活。”

专
访
《
奋
斗
吧
中
华
儿
女
》
导
演
侯
克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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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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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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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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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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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唐国强、刘

劲、张国立、雷佳、胡歌、

郎朗、佟丽娅、朱亚文、姚

晨、黄轩、张杰、阿云嘎等

数百位来自影视、音乐、

舞蹈领域的艺术家与数

千名演员共同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献上了一场

表现各族中华儿女团结

一心、披荆斩棘、奋勇前

进的大型舞蹈史诗《奋斗

吧中华儿女》。

2021年，在党的百年

华诞之际，中国的电影工

作者以舞台表演与历史

影像资料、电影特效相融

合的形式，首次以4K形式

将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搬上电影银幕。

6 月 7 日，电影版《奋

斗吧 中华儿女》正式上

映。首映之际，影片导演

侯克明接受本报专访，揭

秘这部 4K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电影的拍摄始末。

侯克明介绍，影片拍

摄时，力求在技术与艺术

上谋求创新，采用了中国

影史上少见的 8 台 8K 摄

影机同时拍摄，启动了近

千人的特效修复团队，同

时针对舞蹈史诗的特殊

性，在声音技术上采用5.1
环绕声制作，观众在影厅

观影时仿佛置身于当年

《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人

民大会堂的演出现场，而

片中的一些首次银幕公

开的历史纪实影像，又会

将观众带进历史长河，令

人感受到中华崛起之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