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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

皇甫宜川

9月14日，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北

京瀚亿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抗战

题材新片《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专家观摩研

讨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研讨会开始

前，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丽将影片数

字拷贝捐赠给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资

料馆副馆长张小光向影片颁发捐赠证书。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年，1931年

的 9 月 18 日，日军在东北蓄谋发动侵华战

争。影片《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用它冷静的

笔触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该片以为取得革命胜利、抵御外辱的伟

大牺牲精神为创作主题。通过查访大量史实

和人物资料，真实再现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付出巨大牺牲，仍然团结一

致、誓死战斗的英雄气概，记录了那段在白山

黑水间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历史。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尹鸿担任本片的监制和艺术顾问，并选用了

《游击队歌》中的一句歌词作为片名。被行业

内称为“光影诗人”的著名电影摄影艺术家李

屏宾担任该片摄影指导，他从影 30 多年，掌

镜 70 余部作品，7 次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摄

影奖，多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曾获柏林国

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影股份原董事长喇

培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

授、本片艺术指导尹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

一川，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电影艺

术》杂志主编谭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釜山

电影节顾问范小青，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电影

处处长高莉峰等参加研讨。影片导演和制片

人张端阳和出品人沈哲亦率剧组主创现场与

专家学者交流互动，并介绍了影片创作背景

和幕后故事。研讨会由《当代电影》杂志社

长、主编皇甫宜川主持。

对于这样一部表现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们

英勇事迹的电影，专家学者们给予了高度肯

定，称赞影片能将主旋律题材与类型化、个性

化相结合，体现出比较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

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主流思想

价值和个人艺术追求的融合，对于主旋律电

影的艺术化有着重要的启示；片中不启用流

量明星，也是对近期文艺界流量明星中不正

之风的强势纠正，让演员回归表演、回归作

品、回归艺术，靠艺术形象塑造赢得观众。

“这些枪打过鬼子也打过抗美援朝”

张端阳（影片导演、制片人）

我们当时考虑这样一部片子最可贵的就

是真实。通过资料搜集调查，我们发现早期

抗战的战斗，有时候连“小米加步枪”都算不

上。史料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武器都是万国

制造，影片里面一个挺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

一直坚持，出现的所有武器全部是认真考据

过，没有犯过任何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影片

里有各式各样、不同国家制造的枪械，包括我

们现在能够听到的现场爆炸声和枪声，全部

都是真实的。

这个片子，我和出品人沈哲想尽可能地

“零特效”，没有任何的特技特效，也没有任何

合成。我们在现场所有的枪战、爆炸，都是真

实的，当时也是冒了比较大的风险。这一批武

器是我们搜集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有库存，几

乎都是古董级的武器，长春厂的领导说，“这些

枪打过鬼子、打过抗战、也打过抗美援朝”。

抗战精神值得大力传播

于丽（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这部影片实际上反映了抗战精神，是东

北人民也是当时抗日联军的主要思想、主要

精神的体现。20个字的抗战精神是：“勇赴国

难、自觉担当、艰苦奋斗、舍生取义、团结与

共”，这种伟大的精神实际上是爱国主义精

神、英雄主义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忠诚

精神的集中体现。我刚才看片子的时候感

到，这些人当时只是二十几岁，面临恶劣环

境、艰苦的战斗环境和敌人去拼命的残酷，他

们所做的都是抗战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所

以我们想把这部作品作为向抗战精神致敬的

一部力作，也是我们为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

之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大家都知道八年抗战，从2017年1月，教

科书就把抗战由 8年改为 14年了，这个事情

的提出是黑龙江省原来的政协副主席，最小

的抗战女战士，也是首批的特种兵李敏奶

奶。这段历史一定要铭记，特别是年轻人，包

括新生代的导演团队、演员团队乃至所有主

创团队，包括这么多知名的评论家和电影学

者在一起研讨这部作品，我觉得是抗战精神

的一次极大发扬，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抗战版”的《士兵突击》

明振江（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

我比较喜欢《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塑造

了平民化的“草根英雄”的人物形象。电影是

“人学”，一部影片的高度就是能不能塑造出

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

高度，也是时代艺术的高度。这部电影试图

通过塑造典型人物，讲好我们东北抗日战争

的故事。这些人物来自各阶层，用一种板块

式结构，我特别看了最后一个章节，粗略地分

析了一遍，碰马、并肩、同甘、外辱、决然、烈

火，像章回小说的结构，但是用的白描式手

法，特别真实、朴实，人各有性格，人各有貌，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殊的贡献。

而且全片几乎没有女性，我说这是“抗战

版”的《士兵突击》。《士兵突击》最初被称为是

“三无”产品：无女性、无爱情、无明星，结果火

了。在当下，如果整个娱乐圈都是“小鲜肉”、

“娘炮”，中国男子汉都成了这样，怎么打仗？

怎么保家卫国？一旦有了战争，怎么办？我

觉得这个影片确实塑造了一群热血男儿，典

型的中国男子汉的形象，很不容易。这也是

一点贡献。

质量过硬的中低成本战争题材电影

喇培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影股份原董事长）

这部影片主题是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游击队

员抗日打鬼子，按照党的要求建立最广泛的统

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抗日，这

也是这部影片的主题，而且做得非常好。影片

既展现了抗日战争，又体现了党的领导。

影片选材也非常独特。以往抗战题材的

影片都是描写华北地区，山西、山东，地道战、

地雷战。而这部影片取材于东北，游击队员们

在森林里面打击日本鬼子，东北抗日题材的电

影尤其是“草根”抗日还是比较少的，这部影片

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另外影片通过描写小人物，塑造了大英

雄，用小规模的战斗折射了抗日战争这样一

个宏大历史背景，作为中低成本的影片，艺术

质量和完成度很高。

同类型题材电影中少见的历史表达

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

华大学教授）

原来的抗战8年改为抗战14年，前面这六

七年更加艰辛，双方力量对比更加悬殊。一场

战争怎么能打14年之久？看了这部电影就会

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跟一个基本完成

了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侵略者进行抗争

的。所以这个电影更有历史的质感，这个质感

是在同类题材电影当中很少能看到的。

这也是有艺术风格的电影。导演和摄影

非常好地合作完成，这种影像上的风格既带

给你安静的阅读，又会有现场体验感的双重

状态，这种状态与我们在今天跟历史对话的

状态非常吻合。

这是一个完成度特别高的电影。这是一

个很高的评价，一个完成度相对完整的电影

在国产电影当中并不容易。包括这群演员，

虽然在银幕上不是熟客，但无论是造型、氛

围、爆发力，包括人物关联性的情绪把握等，

都很准确。

影像的真实与对历史的尊重

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

研究部主任）

对这部影片的真实感，我的体验比较

深。我们会有多种方式接近这样一种对真实

的极端化追求，一种是李安先生的《双子杀

手》，是一种非常极端地通过技术手段去追求

的真实；还有一种，是对整个状态氛围的把

握，李屏宾老师对风格的追求，也能够产生同

样的效果，比如关注物质感，包括那几个人涉

水而过的时候，我反而感觉到腿上有点发冷

的感觉，这是摄影师，包括导演对摄影师的要

求所带来的真实。

我也喜欢开头的纪录片的片段，是用最

真实的原始影像带给今天的观众。往低了

说，有奇观的感觉；往高说，有历史再现的重

量感。

当然诸位专家也提到了，影片“文艺范

儿”有点重，如果《国际歌》之后换个调子，哪

怕吹一个东北二人转的调子，我觉得那个味

更好，一吹《送别》，古雅的味道就出来了。

以“间离美学”方式重塑全民族抗

日的新影片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这部片子我感觉是以“间离美学”方式重

塑全民抗战的新影片。我不得不借用布莱希

特的概念，“间离”概念是从中国来的，他看了

我们的京剧总结出来的，就是你在讲述一个

题材的时候，不用全身心投入，而是要保持一

种距离。

中间有些环节让老李、老狐狸自己现身

说法，跟观众对话，强化了间离效果以及同当

代观众的对话效果。我觉得整个剧组就是用

“间离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在抗战片里

确实有创新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日精神，虽然是自

发的、是质朴的、是有组织的和自发的结合起

来的，但也可以看出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更可

以看到抗日精神在发生之初原生态的状况。

在这点上，这部影片有重要的党史价值、军史

价值，弥补了抗战叙事中的缺陷和不足。

主旋律电影的可贵艺术探索

张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我最近看了一些电影，发现从不同的角

度来探索，把主旋律变成一个艺术探索、电影

语言探索，是今年主旋律电影、建党献礼电影

的一个重要现象。

这个片子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是淡

化概念，内显精神。第二是纪实性和悲怆壮

烈。黑白摄影，非饱和色彩，运动摄影和长镜

头，环境的真实、表演、道具，在情节上是游击

队和土匪的矛盾，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第三

是强化动作，凸显性格。

整体来说，这不是一部类型片。类型片是

主人公经历磨难，终于取得胜利。片中没有胜

利，就是一个赴死的过程，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胜利在前边，最后悲剧结局，不是一个类型片。

聚焦平凡抗日人物内在的深刻性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我很喜欢这个片名，出自一首著名的抗

战歌曲，想解读一下这个片名——《有我们无

数的好兄弟》。“我们”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因

为抗战是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对侵略者的抗

争。“无数”，在这部影片里，除了小六子，所有

平民英雄都牺牲了，这个“无数”代表了中国

14年的抗战是前赴后继的，我们的一批人民

倒下了，又一批人民接着拿起了枪。“好兄弟”

中的“好”就是英雄，我不想把他们叫做小人

物，因为他们都是大英雄。“兄弟”，是一种人

物情节的转换，因为人物构成比较复杂，不是

大部队、正规军，是不同身份组成的平民游击

队，开始也有矛盾摩擦，但最后他们变得一

致，团结在一起了，是兄弟了。我很喜欢片

名，非常好。

影片强调了人民性。这些最最普通的老

百姓，没有受过任何的战争训练，立起了平民

英雄的群像。这部片子难能可贵聚焦平凡抗

日人物内在的深刻性，虽然都是平民人物、平

凡的英雄，但我觉得这部片子的深刻性不亚

于战争大片。

叙事朴素与有趣的形式相结合

谭政（《电影艺术》杂志主编、研究员）

影片有着叙事的朴实和有趣的形式相结合

的特点。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矛盾，叙事

朴实是非常技术化的，呈现的影像、演员的表演

很朴实，包括呈现战争场面，按照纪录片去呈现

抗日英雄的事迹。导演用章回体的形式，尤其

是对主要人物正面的塑造，整体是艺术的形式，

升级了美学。音乐也很克制，但不会觉得单调，

影像很空，整体的视听效果非常有张力。

期待女性版的抗联故事

范小青（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釜山

电影节顾问）

作为一个女性，我特别喜欢影片这个名

字，也特别期待在尹鸿老师的带领之下——毕

竟42分钟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女性的台词符

号，叫做“想媳妇儿了”——给我们留下线索、

留下希望。于丽部长也提到抗联女战士李敏

老奶奶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希望下一部有一个

全女性的或者全男性的阵容班底来拍一部《有

我们无数的好姐妹》，这是我的期待。

（根据发言顺序整理）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专家研讨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

中小成本战争题材电影的艺术探索
■文/康妮

主创人员 主创人员

捐赠仪式主创及专家合影

明振江

喇培康

王一川

范小青

于丽

尹鸿

张卫

左衡

张端阳

沈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