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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今天我们讨论的影片是《扫黑·
决战》。《扫黑·决战》超 4亿票房，豆瓣有超

过13万人给它打分。观众对这部影片很关

注。请各位老师谈谈你们的观感。

黎煜：影片的创作维护了并且坚持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影片有两个

维度，一个维度是老百姓的维度，另一个维

度是中央扫黑除恶专项办公室的维度。影

片开始花了大概1分50多秒的时间讲述玉

米地自焚事件，自焚事件结束之后年轻的

小罗说：“我们平民老百姓就活该被欺负

吗？”我觉得这点明了整部影片平民视角的

平民之问。

影片回答了这个问题。近些年，这个

问题一直是热点话题，这些热点话题促使

了影片跟社会的有机结合。它的创作导向

明确，与社会的现实状况相对应，比如：暴

力拆迁致死事件与黑龙江的于文波案有呼

应等。这吻合了创作的真实与社会热点之

间的关系，也紧扣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的创作基点、创作思维。

影片通过姜武扮演的宋一锐抽丝剥茧

地调查研究，将一层一层的黑恶势力铲除，

完成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刮骨疗伤的工作

重任。宋一锐所代表的中央扫黑除恶专项

办公室用这三个实际行动回答了影片开始

提出的疑问，就是百姓不会被欺负，国家和

社会总会给出公平正义的结果。正义只会

迟到，正义从不会缺席。

檀秋文：“扫黑除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关系到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稳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按照

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把扫黑除恶、反腐败

斗争、基层“拍苍蝇”等结合起来，深挖黑恶

势力的保护伞。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它的故

事情节基本上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

诠释，既有跟黑社会恶势力之间的斗争，也

有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还有关于基

层“苍蝇式”的腐败官员小利大贪的表现。

这部电影在文艺地反映现实、反映党和国家

重大决策部署上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影片与反腐败相关，如果我们把时间、

事件、视线稍微延长一点，可以看到在之前

的影视作品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作品。比

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20 世纪 90 年代

的影片《新中国第一大案》、《生死抉择》

等。这类作品是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非

常想看到的。从数量以及影响力来讲，这

类作品的拍摄和表现还远远不够。如果能

以《扫黑·决战》为契机，多拍一些跟反腐败

斗争相关的影片，有两个益处：第一，观众

喜闻乐见；第二，创作者在不断地创作中反

复实践创新，久而久之也许能够出现一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我姑且称之为“反

腐片”。但是这一类型出现的前提是在数

量上需要有足够的积累，同时需要在创作

当中不断地摸索该类型的规律。

蒙丽静：这部影片是国家话语和电影

叙事的优势组合。《扫黑·决战》由中央政法

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

中心指导创作，使得电影在表现黑恶势力

方面的尺度是前所未有地开放，体现出了

国家话语和电影叙事的优势组合。从2018

年以来，中国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上力度

特别大，其程度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各个历

史时期都是比较少见的。

对于当代社会历史的真实状况，艺术

家和艺术就是应该做出反应，而《扫黑·决

战》就是电影艺术家、当代影视史对一个国

家重大行动的艺术反映，也是对社会问题

的艺术反思。影片的目标是以法治社会来

打破“县太爷式”的乡村恶霸模式、封建特

权社会及人情社会、“官本位”思想。

《扫黑·决战》是在历史视野下创作出

来的作品。导演吕聿来说：“想让大家了解

背后隐藏的事，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是什

么样。”影片呈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史

实，也不是真实案件的再现。但是我们都

认为它是一个真实度很高的电影，那么投

射到观众心中的现实真实是如何被建构？

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不同的人群对自己的生

存环境作出的艺术回应。

李镇：这部作品给我最大的感触有两

点。第一点是对于反腐工作艰巨性、严峻

性的展现极具勇气。魏河县的黑恶势力将

公安系统都卷入其中，呈现出了非常严峻

的形势。第二点是关于政治生态的描绘极

具创新性。主人公曹志远的“两面人”身份

很有质感，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在美学上

是有贡献的。影片提示我们如何去构建良

好的政治生态。

观众在进影院之前就知道要看什么，

想象中应该是官员有腐败，老百姓遭了殃，

“包青天式”的英勇无畏的扫黑专案组排除

种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这样的故事，这是

一种程式。但是观众为什么要去看？因为

期待创新和突破。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不

一样的地方在于，观众抱着一种检验的心

态去看电影。有些观众因为观看影片深有

感触写下了评价，影片引发了更多人去看，

口碑造成了影片成为长线产品，保持了 20
天的排片热度。说明只要我们的电影是人

民心里真正希望看到的，它就会受到欢

迎。作品实现了社会效应，它本身也成为

一个良性的社会事件，其价值已经溢出了

创作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

反映人民关切 讲好中国故事
——《扫黑·决战》四人谈

主持人：李 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部副主任）

对谈者：黎 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教务部主任）

檀秋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当代电影》杂志副编审）

蒙丽静（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蒙丽静：看完这个电影后就想到了《清

明上河图》。整部电影如《清明上河图》一

般，呈现了一幅社会生活的网络关系图。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同时他们存在于整

体的社会之中。影片试图以多种艺术手法

将政治呈现出来，大量地使用了修辞手法，

如：谐音、隐喻等，而且非常注重细节上的前

后呼应，比如，小罗说“我们会变坏的”，影片

后面刘立军就绑架了林巧儿等等。

李镇：影片是全景式的，同时也有丰富

的细节，正如《清明上河图》的运思方式，可

以说它的表达方式是有民族风格的。另

外，在叙事上也有中国味道，影片中在叙事

逻辑上还是比较严谨的，细节中的伏笔和

前后的呼应都很好，就像中国传统的章回

小说都有伏笔、有交代，能看到传统美学对

《扫黑·决战》的影响。

黎煜：影片镜头语言内部有张力和表

现力，而且是含蓄的。一些镜头有虚实对

比，比如刚开始扫黑四人小组出场时，郑执

的很多镜头都不实，以及将他置于后景中

做虚化处理等。这些镜头语言有指涉和暗

喻，后来他果然背叛了调查组。

长镜头的运用很得体。比如林巧儿进

入娱乐城那一场戏，沿着娱乐城门口走到

“机房重地”的长镜头跟拍，实际上是揭示

光怪陆离娱乐城的“现形记”，可以带动观

众情绪。

影片高妙的地方在于，它有三层“扫黑

除恶”的概念。第一层扫除的是黑社会；第

二层扫除的是“黑红”勾结；第三层扫除的

是封建残余意识，封建残余意识包括官员

身上体现的皇权意识（曹志远认为县长就

是土皇帝）、封建家庭势力、性别歧视等。

前两层“黑”“恶”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

有第三层的封建意识。

檀秋文：片中，曹志远和宋一锐有两句

对话让人印象深刻。曹志远说：“你把我给

抓了，你能保证下一任就是好官吗？”宋一

锐回答：“有多少就抓多少，我们绝不姑

息。”台词简洁有力地表现出我们党在从严

治党方面的重要理念——要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影片通过这样两句简单的对

话，就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体现出深

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升华。

《扫黑·决战》反映出，扫黑就是要把扫

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通过电影这样大众

化的艺术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从源头

上扫黑、反腐，以及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反映

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

李镇：今天的讨论，大家都分享了很精

彩的观感。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典型化问题很重要。它既是思想传统，也

是创作原则，最早来自恩格斯“每个人都是

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的论断。

中国电影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

法上的实践，已经积累很多“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的宝贵创作经验。进入新时代，

我们在这个创作原则基础上，还应该使它

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我建议今后我们

就这个问题还可以深入讨论。另外，关于

主旋律中正面人物在塑造上的创新不足，

确实是我们电影创作中一个需要着力去解

决的问题。 （整理：李佳蕾）

檀秋文：这部作品采取了被学者称为

“新主流大片”的拍摄手法。所谓“新主流

大片”就是承载着主流价值观，以类型化的

表现方式，以商业化、市场化的操作，进而

能够取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新主流大

片”是一种讲述现实主义故事的类型片，在

创作当中要尊重艺术规律，坚持把社会效

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不要忽视经济效益。

蒙丽静：过去国内的影视作品中,在解

决黑恶势力时往往会出现一个“包青天式”

的人物，而国外会出现一个具有浓重个人

英雄气息的人物形象。“包青天模式”实际

上代表着封建社会法制无力下的百姓精神

想象，一人集所有法律功能为一体。《扫黑·
决战》突破了这种传统思路，让整个故事的

发展始终置于法制社会之下，而非一人之

力；同时也没有让宋一锐有特工的技能、高

超的武艺或者是超群的智商，来展示个人

英雄主义魅力，影片并非以表现个体英雄

的形象为主要目的，而是更具有现实性，更

强调突出当代政法系统在面对黑恶势力

时，正常执法人员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宋

一锐就是一个普通的政法干部，与黑恶势

力对抗的从来就不是宋一锐一个人，而是

我们国家的法治体系建构出的各级中国政

法干部。他们靠着自己的肉身与黑恶势力

进行搏斗，在由上而下的法治体系支撑下

来实现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办案的整个流

程依靠群众，依靠对案件不断地抽丝剥茧、

善恶交锋，最终赢得胜利。影片最终的赢

家或者说主角并不是宋一锐，而是宋一锐

背后的中国的法治体系。

李镇：影片中的一些人物或者说一些

片段，还可以做得更好。第一场戏中村霸

的形象有些扁平化。在这类故事里，并不

是将“恶”表现的越多、越深，作品就越真

实、越有力。类型化当然是我们创新的一

个路径，但是类型化也会造成“负”作用，就

是人物扁平化、故事追求极致化的趋势。

影片中孙志彪的形象就有些过火。影片如

果一味追求吸引观众、让观众有感官刺激，

往往就会导致艺术性、思想性的损失。

黎煜：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宋一锐的创

新性很明显。比如，他刚出场的时候，在四

个人的核心团队中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

导形象，而是一个团队的建设者、主导者。

尽管有一定创新性，可是宋一锐这个人物形

象的创新性还是略显不足，内心戏不够丰

富，个性不够突出。他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没

有心理情绪的起伏，当遇到挫折，面对压力，

遭受暴力时，他冷静、坚强、忍辱、执着，可

是，他作为一个凡人，是不是也应该有生气、

烦恼、郁闷，尤其当他发现自己的老同学就

是幕后黑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应该表现出

失望、难过？当一个正面人物形象被抽离了

人之常情的时候，就会显得单薄而扁平。

刘立军的人物形象也有创新性。以往

的影视作品当中包工头是很坏的、狡猾刁蛮

的，《扫黑·决战》中的刘立军完全是一个被

同情的小人物形象。在几组关系当中，刘立

军起到巧妙的勾连作用，如他与孙志彪的关

系、与林巧儿公司之间的关系、与调查组之

间的关系等。刘立军勾连了影片中的各种

关系，是使整个故事能够搭建起来的核心人

物，成功组建了影片人物关系的网状结构。

李镇：宋一锐这个人物的成功之处在

于姜武演绎出了一种粗糙感，这种粗糙可

能看作是人物个性，同时也能让人感受到

这很可能是在长期艰巨的斗争中形成的。

这个岗位压力是非常大的，他常常隐忍，但

是影片还表现了他的血性和脾气，这就特

别能引发观众的认同。《扫黑·决战》中还有

一位始终没有露面但却十分重要的关键人

物——高书记，很有可能专案组案件的立

项跟高书记有关系。从曹志远第一场开大

会的几句台词看，“这个工作是由我主持，

高书记来不来没关系”，可以推测高书记是

被架空的。高书记实际上也透露了一个政

治生态的问题，这是隐含的线索，也是典型

环境的一部分。很多观众在影评里非常敏

锐地提到了这个人物，说明观众不会放过

细节和省略，而且他们熟悉社会中的一些

现象，会主动联想。刚才秋文说“反腐片”

有可能成为类型，我觉得如果将来实现了，

那么这种类型的特殊性就在于作品与现实

的互动性，这取决于主创团队是否能在尊

重艺术的同时尊重现实。

檀秋文：这部电影特别适合用古典的

文艺理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进行

分析。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里说：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

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

典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特征性，就是

通过细节来表现对象最突出的特点。影片

中有很多典型事件与现实中新闻媒体报道

过的案例相似。可以看出，创作者在创作

时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进行高度的艺

术抽象，并且整合到了《扫黑·决战》的创作

当中。从塑造典型的角度来讲，该片体现

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典型人物性格的刻画离不开典型环境

的塑造。影片中的人物生活在魏河县。魏

河县城所代表的就是黑恶势力横行、贪腐

关系网络错综复杂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的典型环境。影片中孙志彪、曹

志远等人都是在此环境下生活、成长起来

的典型人物。

李镇：典型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原则或主要特征之一，即在典型环境中塑

造典型人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典

型化不同于纯粹写实，而是现实与艺术的

辩证统一；它是对真实性的更高要求，因为

纯粹写实只是个别写实，而典型化是将无

数个案进行归纳总结之后的表达，它应该

更具有代表性，也更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

受。但是典型化也是创作者的难题，因为

其中无法避免主观判断；关键是创作态度，

目的是什么，有人偏于观赏性、有人偏于艺

术效果、有人希望通过刺激性的表达引发

群体效应，这些倾向都值得注意。我觉得

《扫黑·决战》在尺度上是比较适宜的，比较

客观和平衡。

黎煜：影片中的典型环境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是

政治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基本上是一个江南水乡，影

片中充满了绿色、水、榕树、阴雨天等。榕

树指涉盘根错节，阴雨天指涉不晴朗。魏

河县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既呈现

了村里的农民，还有工地的工人，也有市

民。最重要的是，影片成功刻画了政治生

态环境的复杂性。从底层村干部，到宏远

集团、滨河集团的商界代表，再到官场中的

局长、县长、缺席的书记等，政治生态环境

的建立非常立体，扫黑除恶期间各种力量

角逐的呈现，都依托了类型片和商业化，表

现得非常成功。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实践

◎新主流大片的人物形象构建

◎中国传统美学形式下的思想性

中国电影学派
基础学术工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