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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作为最具

大众性的艺术类型成为表现红色文化

的重要载体，红色电影一度在银幕上

占据着统治地位。改革开放后，为满

足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电影的

政治意识形态性和教育意义有所削

弱，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朝着多样化

的方向发展，红色电影虽偶有佳作但

总体表现平平。主题先行所带来的创

作模板化、单一化成为限制其发展的

重要原因。但是，近年来随着《建党伟

业》、《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等多部红色电影在票房上

取得成功，预示着红色电影正在摆脱

老套、空洞的刻板印象，为越来越多的

受众所喜爱，正实现着文化自信与审

美教育的合一与统一。

一、红色电影的年轻化突围

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市场，是以

娱乐性取胜的商业片和以艺术性见长

的艺术片唱对台戏，以弘扬主旋律为

主的红色电影在票房上的表现一直不

温不火。但是近年来这一局面得到了

很大的改观。近几年，红色电影在票

房上迎来大爆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其主动贴合当今电影市场的观影趣

味，进行了大胆的年轻化改革和创新，

使其赢得了大量年轻观众。

首先在发行上，越来越多的民营

影视公司投入到红色电影的制作中，

一改往日红色电影只由国营企业制作

的传统。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更能够抓住观众换代后的市场调性，

其资源的调配更加灵活，创作的理念

更加新颖，在选角上大量选用对年轻

观众有号召力、兼具演技和流量的年

轻面孔。其次在故事的叙事模式上，

用小人物+大时代的模式取代以往的

宏大叙事，讲述小人物在革命年代所

迸发出的惊人勇气和能量。例如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该片摒弃了一部电

影讲述一个故事的常规叙事模式，一

共由七个小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截取

某一历史性的时刻，讲述某个渺小个

体在这一历史时刻的人生抉择。将镜

头聚焦于小人物，可以以小见大，突出

个体命运与家国命运的联系，同时将

理念具体化，摆脱了以往红色电影因

主题先行所带来的空洞、刻板的窠

臼。再次是在人物塑造上，追求丰满

生动。以往的红色电影执着于塑造高

大全的英雄人物，虽然维护了理念的

纯洁性，突出了人物的“神性”，但与此

同时也牺牲了人物的个性和情感性，

使得人物模式化，给人以高高在上的

不真切感。近年来涌现的优秀红色电

影则更加注重对人物内心的表现，真

实地再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

行，不避讳他们身上所拥有的平凡人

的弱点。

以都市白领和学生为主的青年群

体是当前电影消费市场的主力军，红

色电影已走出老套陈腐的创作模式，

以全新的面貌满足青年受众的观影需

求，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红色文化的新时代表达

经典的红色电影如《新儿女英雄

传》、《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大

多属于革命历史题材，讲述共产党人

和中国人民在恶劣的历史环境中波澜

壮阔的奋斗史，表现党和人民英勇无

畏的斗争精神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

神，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浪漫

主义气息。近些年的红色电影也继承

了这一传统，但与此同时，以《红海行

动》、《战狼 2》、《湄公河行动》等影片

为代表的新时代红色电影正在建构一

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国家形象。影片

中，中国已经从一个艰苦奋斗的追赶

者、苦难者的形象，成长为一个充满自

信、敢于担当的大国。

在《湄公河行动》中，中国军警利

剑出鞘，身赴境外打击毒贩集团，为被

残忍杀害和栽赃陷害的 13 名中国船

员讨回公道，彰显了中国政府保护境

外中国公民不受侵害的决心和能力。

林超贤执导的《红海行动》中，中国海

军因中东某国发生内乱前往撤侨，在

抵达该国后遭到恐怖分子的猛烈攻

击。中国海军果断“亮剑”，以先进的

装备和出色的战斗素养粉碎了恐怖分

子的阻击，使军威扬于海外。中国军

队和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解救每一

位公民的举动展现了国家对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重视。在营救本国公民的

同时，中国特遣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解救当地百姓，并以牺牲数名战士为

代价挫败了恐怖分子更大的图谋，展

现出一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公平

正义时的勇气和，决心，充满了人道主

义精神。如果说上述两部影片是借助

警察和军人来展现中国人的血性的

话，那么《中国机长》则是以一位特定

行业的工作者来映现中国形象的理

性。这部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

述了一个英雄机长在飞机遇险时临危

不乱，克服种种困难，将机上乘客全部

安全带回地面的故事。电影在现代化

的设备、专业性的技术操作和沉着冷

静的职业精神中表现出了一种沉稳、

理性的现代化强国气质。

三、崇高美学的价值彰显

在消费文化的刺激下，当前的电

影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过度娱乐化

弊病。部分商业电影过度追求利益，

甚至为此无底线迎合大众的低级趣

味，精神格调不高，内容毫无营养，媚

美的美学风格突出。长期沉浸在消费

文化提供的廉价快感中容易消解人的

实践意志，使人漂浮于其构筑的虚幻

世界中忘却了现实，遗忘了对于人生

和社会的理想信念。而大多数艺术片

虽然对此表现出一种抗拒的姿态，有

一定的反思的深度，但大多笼罩于一

种后现代主义的虚无情绪中，冷静而

又迷乱地表现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过早地放弃了寻求现实出路的意愿，

充满了荒诞的色彩和怀疑主义的气

质，用另一种方式消解着人作为一种

社会存在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红色电影对崇高

美学风格的坚守显得尤为可贵。崇高

是一种通过人生实践和审美活动, 在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冲突中重建起

来的具有肯定性价值内涵的审美形

态。近些年的红色电影既兼顾了电影

娱乐大众的特性，而且精神实质上仍

然坚持对经典红色电影的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精神传

承，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

勇不屈的奋斗历程。红色电影格调昂

扬，催人奋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

辉，鼓舞着每一位中国人在现实中改

造世界的意志，鼓励着每一位个体将

个人奋斗与家国理想相结合，成长为

一个不负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奋斗

者。

新时代中国红色电影已经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更加年轻化的

同时，其对于革命精神的弘扬以及思

想人格上的教育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

认，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目前，红色

电影已经达成了艺术质量和商业影响

力的良性互动，多部红色题材的电影

正在开拍或已进入筹备阶段，红色电

影的强势归来势不可挡。

（高成，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

师）【课题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美育对高职大学生文

化 自 信 促 进 研 究 》（ 编 号 ：

2018SJSZ313）、徐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教科研项目《以第二课堂成绩单

为路径的高职院校美育研究》（编号：

XGY2017B002）

《阿凡达》以白人男性在异托邦般的

外星球冒险的故事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向

往，自然资源与天然景观未经开发、原住

民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美丽星球潘多

拉星也成为观众的梦想之地。在电影技

术的进步创造出的视觉盛宴之后，支撑

着电影叙事逻辑的却是诞生于人类与地

球现实问题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作为

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思想

产物，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权主义研究与

生态哲学相结合的权力模式，将人类的

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自然环境，同时

批判男性权力模式与人对自然统治。

一、潘多拉星球上的生态系统

与生命观

卡梅隆以全球领先的计算机图形技

术创造了潘多拉星球近乎完美的生态环

境，以种种怪异而美丽的动植物和绚丽

多彩的画面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

图景。真实逼真的虚构叙事空间并没有

淹没影片本身的饱满故事结构，反而在

种种造型与动作极其特殊的动植物进行

构建的过程中突出了潘多拉星球原始自

然的和谐有序。观众以男主角杰克?萨

利的视角进入潘多拉星球，不仅看到了

这里生机盎然的原始生命力，也成为地

球生命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探索：《阿凡

达》中的外星生物都是由导演亲自设计

并呈现，漂浮的树精与蜥蜴原型来源于

卡梅隆深海潜水时所见的海洋生物，巨

大的植物与健壮而富有攻击性的动物融

合了地球现有生物与已灭迹的远古生物

的特点。

在与潘多拉星球相对的地球或者

说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再见到这样健

康而平衡的生态体系。资本主义崛起

后数百年间对地球原生态环境的破坏、

消费主义培养出的千篇一律的文化兴

趣令人、植物与动物都被规约在单一的

生存状态中。动物与植物或者成为工

业制品进入资本主义充满资源浪费的

物质循环，或者保持着“活标本”的状态

从原本的生态环境中剥离，进入人类社

会秩序下的植物园、动物园中；而人类

则被在场缺席的自然麻木地包裹着。

上世纪7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注意到了

这一现状，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

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一文

中率先呼吁女性在生态女性主义的旗

帜下参与拯救地球的工作，并在人与自

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

多元的、复杂的生态文化。《阿凡达》构

造出的丰富生态系统在表达对人类生

存方式的思索时，也以万物有灵、万物

平等的独特生命观贯穿始终。潘多拉

星球上“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

正好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下生态

系统与生命观的视觉样本。

二、两种人与自然关系带来的思考

《阿凡达》中的人类形象大体上可以

分为两类，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自然

观念与自然关系。在叙事过程中，导演

通过对两类人群与自然的关系，委婉地

提出对当前资本主义内部主流生态观的

一种对比否定，并提出了对未来人类生

存方式新理念的思考。首先是来自地球

的外星殖民者，他们在潘多拉星球上也

被称为天空人。贪婪的地球人为了解决

与日俱增的能源危机，来到潘多拉星球

掠夺与当地人精神相连的一种能量矿

石，却给这个星球带来了一场毁灭性的

灾难。赛科夫公司与美军军方合作，体

现出地球人的特征：他们在严苛的压力

下对美丽的风景熟视无睹，几乎全部板

着面孔千人一面，掠夺资源时如机器般

高效、冷酷又无情。他们对潘多拉星球

进行的开采在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殖民

资源掠夺的暴力形式，在公司经理和军

方代表上校迈尔斯逐渐丧失耐心后，立

刻决定以武力强硬驱赶纳美人，最终被

纳美人与潘多拉星球上的神秘力量打

败，被遣送回地球——这也是好莱坞电

影中极其少见的、可以说具有颠覆性的

人类一败涂的结局。

第二种是潘多拉星球上的原住民纳

美人，他们以打猎等方式适当从自然中

获取自身生存所需的必备资源，与自然

保持和谐相处的态度。纳美人与潘多拉

星球的共生共荣与地球殖民者对潘多拉

星球的肆意破坏形成鲜明对比，传达出

强烈的环保与忧患意识。纳美人代表了

生态女性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理

解，并在与地球人下场的对比中凸显出

深刻反思人类当前生存模式的必要性。

他们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存在方式与生态

女性主义一样，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挑战了人类社会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分化

的理论，并引出了生态女性主义按照女

性主义原则和生态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

的主张。对照之下，《阿凡达》可以被看

作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女性主义回应，也

提供了科技的发达和人类的进步不能以

牺牲生态和谐发展为代价，以及殖民与

武力逻辑也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的启示。

三、自然与性别议题中的精神

生态女性主义

《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之所以活

灵活现、万事万物充满自然的和谐之

美，只具有采集农业与狩猎文明的纳美

人之所以能击败手持高科技武器的地

球侵略者，普通的龙都难以征服的萨利

之所以能轻松得到最强的红龙的青睐，

都源于詹姆斯·卡梅隆为电影设置的独

特世界观：在潘多拉星球上，存在着整

个生态系统中的无形主宰——爱娃。

在纳美人的传说中，爱娃是潘多拉星球

的灵魂和创建者，她以神树为神经与星

球上的各种生物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引

领着纳美人遵循自然规律，凝聚潘多拉

星球所有生物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男

主角与女主角之间以精神连接感受到

的“我感受到你了”，正是爱娃教导纳美

人在精神层面上比语言更深刻的理解

与把握，这也正是地球人所缺失的思考

方式与交流方式。与地球上的生命被

现代文明区隔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

男性与女性、人类与动物、动物与植物

不同，潘多拉星球上的生态体系是由所

有生物精神相连形成的相互联系的网，

其中的生物统一通过爱娃进行思想的

联系，在等级上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这

样的影片设定来源于利奥波德的“大地

伦理”思想，也与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思

想相通。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就

是反对以权力秩序中的结构对生命做

等级划分，人类并不优先于自然中其他

动物或植物，女性在人类的男权秩序中

也并不亚于男性，万物众生都享有平等

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精神生态女性主

义观点以性别政治与环境议题切入对

现实的批判中，对男权社会中的性别歧

视、后工业化社会对自然的控制、物种

至上主义等种族分隔、性别分隔的人类

社会状态与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全

面的批判。《阿凡达》中的纳美人可以说

是自然地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

（张兴华，郑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

授）【基金项目】：2019年度郑州大学青

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新媒体语境下中

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019ZDGGJS026

从1981年到2019年，中国女排从首

夺世界冠军开始几经沉浮，历经沧桑磨

难，队员与教练几经变化，却始终是中国

全体国民的一面精神旗帜。到如今，中

国女排飞过山巅，也跌落过谷底，国际排

名几经变动，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女

排精神”与“中国体育精神”却持续沉淀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形成新中国的时

代精神与民族风貌。2020年的体育题材

影片《夺冠》不仅穿越时间引领观众触摸

到了真实的历史，也将中国女排与中国

体育的精神延伸到了更远的未来。

一、女排精神的视听语言表达

如同“中国女排”的意义已经远远

超出了一个排球运动球队本身一样，讲

述中国女排几十年发展与精神传承的

《夺冠》，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一部体育电

影本身。女排精神是中国女子排球队

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精神的总概括。其

具体表现为：扎扎实实，勤学苦练，无所

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

刻苦钻研，勇攀高峰。从八十年代到今

天的中国，整整四十年过去，中国女排

在多次世界比赛中的优异成绩伴随着

女排精神，依然时常在中国引发民众的

热情与支持。即使平时并不关心体育

赛事的观众，在听说《夺冠》讲述的是中

国女排的故事之后，也纷纷走进电影院

观赏这部电影。总体上看，《夺冠》采用

散点视角进行历史叙述，故事工整，叙

事流畅，专业演员与专业球员的互补也

使得影片在整体上兼具真实性与观赏

性，一些展现竞技体育现场的镜头也生

动有力，在艺术质量上交出了令观众满

意的答卷。影片从彭昱畅饰演的陪打

教练推开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大门的那

刻开始，观众通过他的视角开始认识一

名名80年代的“老女排”成员。导演陈

可辛在表现年轻女运动员聚集的漳州

训练基地时，使用了历史电影向来吝惜

的高清晰度和饱和度画面，配合精致还

原的场景与道具，使得这支经历堪称传

奇队伍及其训练场景呈现出一种情感

过分饱满、乃至超越历史叙事的梦幻质

感。事实上，80年代中国女排的训练技

术、器材、场地、运动员的营养补给训练

条件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都处于极

度落后的状态。由于当时条件太过艰

苦，女排队员们只能靠自己勤奋地加

练。她们在日常训练中把网子加高15

公分，只能把一万个扣球加练到五万

个，摔倒在地仍然拼命救球，强忍着长

期运动造成的伤病坚持训练，因为过于

辛苦嚎啕大哭，却在走到门口时又折返

回来……坚持着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的

精神试图弥补物质条件差在运动员水

平上造成的差距；其中最为突出的角色

是家喻户晓的郎平，她在这一单元中的

形象青涩稚嫩，却有着中国女排形象的

典型性。她对教练员说，“我天赋不如

别人，身体不如别人，在省运动队就是

比别人能吃苦；但到了中国女排，发现

连自己最能吃的苦，都不如别人了。”正

是靠着“能吃苦”的意志与不服输的拼

劲，郎平先是背着队友每天坚持200个

深蹲，后来又主动把重量坚持到100公

斤……当 198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女排

在日本大阪打满五局战胜日本女排夺

得世界杯时，全中国观众都在屏住呼吸

观看这场扣人心弦的比赛——这一幕

也成为许多电影争相再现的场景。

除《夺冠》外，国庆献礼片《我和我

的祖国》中也出现了这一经典情形。随

着宋世雄的激情解说，千家万户的中国

观众挤在电视前，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演

绎穿插着真实比赛的录制影像，将观众

带回那个正需要女排精神振奋和鼓舞

的历史现场中。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

正伴随着国门打开后与世界差距带来

的陡然失落，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被

困在不确定性当中；而五次蝉联世界冠

军，为国争光、为人民建功的中国女排，

就在此时靠自身的不懈努力与团结奋

斗给予了全国人民巨大的鼓舞。从

1981年开始，中国女排就不是一项单纯

的体育项目或运动员团队，而是指引中

华民族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改革进取

的一面旗帜；女排精神给予每一个中国

人精神与思想上的底气，在改革开放之

初求新求变的历史潮流中将全体国人

凝聚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从此之后，不论是哪一代队员，哪

一代观众，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

精神始终代代相传，女排的每一次胜利

更作为全中国的胜利振奋着无数中国

人的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

自尊和自信，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奋进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体育精神：历史新征

程上的力量之源

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始终

代代相传，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

自尊和自信，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奋进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时光流转，世事沧

桑，《夺冠》的故事也伴随着中国女排的起

起伏伏多次转折。在对历史与体育题材

的经典处理方式中，故事往往以热血燃烧

的青年运动员与运动精神打动观众，观众

会为主角团队最后夺取胜利而雀跃不

已。然而，《夺冠》没有真正的故事高潮，

它采用非线性叙事的手法，将郎平从青年

运动员到中年教练员变化的三个生活片

段截取出来，让观众穿越领奖台上的鲜花

与掌声，直抵一位成熟运动员的内心，感

受她肩上扛着的中国体育未来之重担。

比起最终结局的胜利荣光、充满悬念的激

烈对抗，影片更加注重表现中国女排从80

年代至今的执着与进取，以及中年郎平在

面对家庭、老友、过去的集体、国家使命的

多重选择。在退役后，郎平力邀多年好友

陈忠和指导中国女排，自己则怀揣无国界

的体育精神远赴美国执教。秉承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郎平无私地将在中国

女排的锻炼中得到的体育理想与体育信

念，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体育道德向大

洋彼岸传播。与此同时，作为中国运动员

的郎平与排球运动员之间的距离、中年时

期与青年时期的距离，过去的集体与现在

的集体的距离，都令中年郎平的身上凝聚

了极为复杂的情感与力量，她秉承职业教

练的道德帮助美国女排取胜，却在美国女

排将胜的情况下将荣誉还给了美国队本

身。尽管许多中国球迷对此不甚理解，但

郎平依然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道德

风尚推动着世界排球运动的进步。

体育精神超越了国界的阻隔，承载

了友谊与团结、和平与公平、关爱与尊

重等等精神内涵；中国体育精神则标志

着中国运动员与教练员集体良好的精

神风貌和体育道德风尚。一位老女排

老成员临终前对郎平说“我相信，你一

定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新东西。”在她的

遗体送别仪式后，郎平回国重新执教中

国女排。她不仅继续本着无国界的体

育精神积极向中国排球队管理层与媒

体介绍美国的先进经验，还阐明利害，

以强大的能力与对体育的责任心排除

千难万险促成了中国体育队伍管理的

改革。导演在展示改革与谈判的场景

中运用了虚实结合的加速蒙太奇手法，

将郎平对未来的设想与现实中中国体

育与中国社会的进步直接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几个镜头的剪辑间突出了中国

的转变与富强。在郎导改革女排时，她

对队员们表示：“现在是大国家队的时

代，在我的队伍里，人人都是主攻手。”

这是一种灵活的排球战术，也对应着中

国在几十年间从发展中国家到负责任

大国的转变。如果说1981年的夺冠给

贫穷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集体认同感，

“女排精神”鼓励每个人都奋勇拼搏，在

国家与集体的团结中各尽本领，为中国

出一份力；那么在当前的历史新征程

中，更为开明果敢的指导使得人人都可

以在胜负之外享受体育本身，以追求和

平与友谊的中国体育精神在国际社会

上展开友好的平等交往，为创造现代社

会文明的新奇迹各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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