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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笨小孩》：
商业类型片的现实主义回归

我国新闻改编类电影的
叙事策略及其传播特点
■文/廖媌婧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导演继
《我不是药神》之后又一部以商业类型

■文/白志鸿

从而遮蔽了以景浩为代表的个体奋斗

导演”，强调在注重题材和个人表达的

我国新闻类改编电影立足现实并

青岛市的普通市民群像的《寻找微尘》

时人们的真实反映，在呈现勇敢与坚

者追求事业成功的深层动机。

同时也要对得起投资方。职业导演的

超越现实，其内容往往建立在值得学

中，编剧在叙事方式上以电台主持人

强、善良与乐观的精神之余，也不忘记

片方式探索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实践

随着 21 世纪初好莱坞电影的冲击

专业主义实践有其自身的路径：用“技

习或反思、且对于当今社会产生重要

通过报社记者寻找匿名好心人“微尘”

关怀那些角落中默默无闻的悲伤。尽

之作。该片于 2022 年 2 月在内地院线

和内地电影工业化的自我革新，
被纳入

术服务故事”的方式靠近大众审美范

影响的重大新闻上，具有现实主义的

为叙事线索，最后不仅找到了署名“微

管这些悲伤总要被跨越，但影片对它

上映，票房突破 13 亿。这部商业类型

到大众消费体系的电影体现了更强的商

式，从真实的社会事件中提取与观众

精神；在人物塑造上，这批影片超越了

尘”资助女大学生念念继续学业的酒

们的短暂关注却令影片充满了人道主

片能够成为国家电影局 2021 年重点电

品性和娱乐性，
第五、
六代导演不断地探

的生活经验产生记忆联结和情感共鸣

单一从歌颂英雄主义式的个人情操、

店老板，还找到了千千万万传递爱心

义的光辉与真实的力量。

影项目和建党百年的献礼片，意味着

索如何平衡文艺表达和商业诉求。在这

的空间意象。

或为歌颂而歌颂的拍摄方法，通过新

的普通人“微尘”，令观众深刻地感受

它找到了“十八大以来年轻人与深圳

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导演，
也开

在地理空间上，影片中的都市景

的人物塑造方式塑造出一批有血有

到了“微尘”聚小成多，共建和谐社会

这座城市共同成长”这一宏大命题的

始摸索艺术性和商业性的融合之道。
《我

观以二元对立的形式逐层展开。在城

肉、形象丰满的人物。这些有效的叙

的伟大力量。真实可亲的“小人物”群

新闻改编类电影在媒介属性上是

解题思路。在春节这个集体叙事的档

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这两部基于

市折叠的褶皱处，日常生活图景蕴藏

事策略与传播特点令原本的新闻事件

像将出租车司机、银行职员、超市出纳

以电影的视听语言“写作”的作品，但

口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显在表

现实生活经验的传奇叙事也呈现了去中

着资本化和制度化的隐喻意味。杂乱

产生了新的时代意义，也在社会上产

等各种普通的城市形象表现得淋漓尽

其内容又因现实性与社会性具有较大

达，影片对小人物奋斗拼搏史的观照

心化、
主体个人化的特征。影片将叙事

破败的城中村、环境逼仄的出租屋和

生了良好的价值观影响。

致，
让整部影片都引人入胜。

的舆论影响。因此，新闻改编类电影

有意识远离残酷叙事的框架，转而遵

焦点落在底层人群鲜活的生命个体上，

破旧衰落的养老院，与高耸入云的玻

循商业类型片的叙事规则：在精准节

以取代宏大的历史阐述。

璃幕墙大厦、整洁现代的跨国公司写

一、
事件叙述上的现实主义风格

二、
人物塑造上的多面性策略

在事件叙述上，新闻改编类电影

在超越了单一从歌颂英雄主义式

将视听手段与新闻事件结合起来，必

三、
新闻改编作品的传播方式

在传播上既要坚持社会责任感，忠于
新闻事实，弘扬社会正能量；又要注意

拍下完成故事的起承转合；采用通俗

《奇迹·笨小孩》以景浩为叙事中

字楼形成鲜明对比，
昭示着宏大叙事下

性叙事的策略；追求个性化价值表述

心人物，在他的感召下集结而来的“奇

底层民众个体命运的卑微和脆弱。在

通常采用现实主义影片的叙述模式，

的个人情操、或为歌颂而歌颂的拍摄

要时还可以借鉴商业类型片的拍摄方

和大众志趣的平衡。

迹小队”队员们分别代表了社会底层

心理空间上，
集装箱里的工厂营造了一

在厚重的现实基础上不断赋予这些新

方法之后，我国新闻改编类电影代之

法，获得社会影响与可看性的双重效

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历史现实在地

小人物的各个切面，这些个体角色的

个温情却又悬浮于现实世界的
“小圈子

闻事件新的时代意义。在叙事文本的

以多面性、立体化的描写策略。无论

益。以高群书导演的警匪片《西风烈》

域性和时代性上为故事取材提供支

典型性塑造帮助影片完成了对社会议

社会”：结婚典礼上小队成员如家人般

时间方面，大部分新闻改编类电影采

是新时代中立于改革潮头的榜样人

为例。影片取材于《南方周刊》的一篇

撑 ，强 调 在 影 像 意 义 上 的 纪 录 性 价

题的触达。养老院残疾退休老兵钟伟

亲密相处；为汪春梅勇斗恶势力时，老

用线性的历史时间配合正序事件的排

物，抑或和谐社会下的那些勤勤恳恳

纪实新闻，这篇新闻报道了中国警察

值。
《奇迹·笨小孩》的故事发生地深圳

的存在提示了社会福利保障的系统性

老少少展现了
“两肋插刀”
的兄弟义气；

列，在事件的长短、时序、频率方面遵

的普通人，都显得真实可信，容易引

一支专门追捕逃犯的小队，他们在六

是一座以移民、打工创业和改革开放

缺失；走在自我维权道路上的黑工厂

被驱离工厂后，
员工们更是将手机原件

循着现实主义电影的节奏。例如以小

起观众的信赖与共情。根据养路工

年间抓捕了上千名逃犯，人称“四大名

为关键词的经济特区，电子信息产业

受害者汪春梅是单亲妈妈的典型画

带回家中进行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作

岗村村书记沈浩为原型人物拍摄的

人郭明义的先进事例改编的影片《郭

捕”。四人小队由头脑冷静、判断能力

是深圳的代表性行业。易烊千玺饰演

像；网吧“三和大神”刘恒志和张超代

业。影片的开端始于“负债救妹”的亲

《第一书记》中，影片的叙事时间从 20

明义》讲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改

极强的队长，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能驾

的景浩是中国第一电子街华强北电子

表了沉溺于虚拟世界寻找生存价值的

情动机，基于地缘关系集结而成的“奇

世纪 70 年代末小岗村开始土地承包

革先锋”、
“ 当代雷锋”、
“ 最美奋斗者”

驭各种车辆的超级车手与擅长近身搏

市场里一名普通的手机配件维修者。

迷茫青年；因替人打抱不平而留有案

迹小队升级打怪”，合力解决一连串危

责任制开始，由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

郭明义的故事。影片从郭明义从一

斗的大力士组成。这一极具戏剧性的

2013 年的深圳正值产业转型阶段，凭

底的拳击手张龙豪隐射刑释人员所面

机，
将线性叙事的剧情推向高潮。以家

件跳跃到 2004 年小岗村新一位党支

个普通养路工的部队时期开始，讲述

组合令“四大名捕”一直都是国内媒体

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掘得第一

临的社会接纳问题……文牧野在人物

庭、
伙伴为核心的初级群体的情感关系

部沈浩上任，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讲述

了他在地方、工厂、家庭中图奉献，不

的关注焦点，也是警匪片导演高群书

桶金之后，
“ 华强北”的创业者们正在

角色背景的样本抓取上充分考虑了时

取代了工厂制度下的组织关系，
被迁移

了沈浩给死去的村民披麻戴孝，说服

求索取，以实际行动学雷锋做雷锋的

最感兴趣的素材。他从现实中找到了

探索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

代性和现实感，对都市社会弱势群像

到
“奇迹小队”
的集体语境中，
形成了充

吴奶奶迁坟腾地；不顾自己受伤，也要

故事。尽管郭明义有着崇高的精神

具有戏剧感与上镜头性的西南地区拍

满温情和友爱的情感叙事。

摄，
还原了这一传奇故事。

向，三尺柜台一夜暴富的奇迹不断在

在历史维度上进行了精确的表征。然

和脾气暴躁的村民杨德福搞好关系；

境界与理想化的道德目标，但影片并

“华强北”的各个角落上演。电子元件

而，随着小队成员进入好景工厂开始

主旋律的商业类型片在高潮情节

在工作之余尽量弥补家庭、为小岗村

没有过于将其拔高为无瑕疵的道德

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则走了

厂厂长景浩和“奇迹小队”队员的角色

手机精密零部件的拆卸工作，他们就

之后，通常顺延一个仪式感的闭合结

搭铁路桥争取到了京沪线火车双向停

偶像，而是将他作为一个真实的、活

另一条偏向小空间、小事件的路线，在

汲取了“华强北”个体奋斗者的原型，

脱离了个人际遇的生活场景。影片对

尾。在《奇迹·笨小孩》里，阶层矛盾的

开四十五分钟等内容，以平实朴素的

在观众身边的新世纪的“活雷锋”来

风格上与《落叶归根》、
《三峡好人》等

他们的创业故事是华强北创业者们逆

社会症结的映射被统一设置为“升级

问题最终由资本出手解决，景浩和他

手法展现出了“第一书记”真正与人民

塑造。这位优秀模范在生活中偶尔

影片更为相像。这部影片将曾经发生

袭人生的缩影，也是深圳民营电子产

打怪”的集体主义互助奋斗模式，对于

的“奇迹小队”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

群 众 同 甘 苦 共 患 难 、骨 肉 相 连 的 境

喜欢跟同事斗嘴骂俏，在面对他人以

过在贵州山区里的一个“五兄弟追凶”

业崛起的传奇化演绎。

社会真实议题的淡化和回避使得人物

了客户的订单，实现了身份地位的飞

界。同时，也有一些在整体范畴中采

为他“穷酸”时也只是报以憨厚的一

奇案进行了再创作。导演放弃了现实

设定的“精准性”透出了几分人工雕饰

跃和苦难人生的自我救赎。以对美好

用线性时间叙事，但在关键情节上采

笑。影片将郭明义这种不失天真可

素材中诸如五兄弟配合行动、先抑后

的意味。回观影片围绕着由主角簇成

生活的憧憬作结的“大团圆式”结局虽

用闪回手法的。例如在根据国内打击

爱的普通一面很好地表达了出来，让

扬、与凶手狭路相逢等叙事影片中吸

商业类型片的本质是迎合大众的

关系网的人物群像，
“ 奇迹小队”个体

然符合春节合家欢的基调和大众的情

假药题材的真人真事改编的《我是植

广大观众看到了雷锋精神强大的生命

引力的来源，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

审美范式，为了谋求商业价值的最大

角色的生命力被景浩负债救妹、孤注

感诉求，但难免让人怀疑其程式化的

物人》中，从植物人状态中苏醒的俐俐

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良好的社

故事还原到了真实的场景当中，赋予

化，影片必须调动和满足社会当下的

一掷创业的精神力量所削弱，止步于

套路刻意遮蔽了阶层分化的根本矛

与报社记者刘聪相恋，后来进入了药

会影响。

了影片一种至真至纯的质朴与未经琢

集体期待，实现价值询唤的功能。
《奇

对社会阶层困境某种背景式的群像表

盾，淡化了对于社会现实本应给予的

品生产巨头供职。两人在一起医疗事

在对模范形象与正面力量的弘扬

磨的粗粝质感。导演放弃了利用画外

迹·笨小孩》虽然立足现实社会语境，

达。而影片的主题“逆袭人生、创造奇

反思和批判。

故的追查中发现公司使用的麻醉剂存

之外，新闻改编类电影在对普通人、配

音阐述剧情发展的方式，反而大量运

但在叙事上刻意规避了对社会本质复

迹”便成为了压在景浩一个人身上的

在安全隐患。俐俐在协助刘聪调查，

角与负面情绪的刻画上也突破了旧有

用了广角镜头和近景跳接来推进影片

杂性的探讨。导演的本意并不在打穿

时代命题。

审视这部影片时可以看到，相较于《金

不断从公司获取资料的过程中也渐渐

的局限，显示出新的艺术活力。在根

的叙事，广角镜的变形大大加强了全

兰桂芹》、
《安魂曲》等早年的短片作

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身份。此时，导

据汶川芭蕾女孩李月真实经历改编的

景式的现实主义感觉；人物近景镜头

品，文牧野在深耕“现实主义”创作道

演采用了错时概念，将俐俐自己在成

《炫舞天鹅》中，小女孩晶晶从地震的

的连续剪辑则呈现一种纪录片般的风

一、传奇叙事中的群像塑造

分化的社会阶层，也不在质询苦难的
根源。就像影片的名字一样，
“ 笨小

二、情感叙事的空间意象

当我们站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

孩”景浩的创业成功之路是“努力就会

与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是，新生代

路上发生了明显的语态转向。
《奇迹·

为植物人之前也是制假药的参与者这

废墟中重新站起，不懈地追求梦想。

格。许多场景中的镜头甚至不会去跟

发生奇迹”
的现代成功学范本。景浩和

导演的生长没有背负太多使命，他们

笨小孩》的类型化尝试，是新生代导演

一事实插入电影，赋予故事以深刻的

其中的关键配角——晶晶的父亲李良

进故事，而是以一种旁观视角“冷眼旁

“奇迹小队”的经历是超越观众现实生

对于现实主义观照也不再局限于对影

在中国电影工业市场化语境中对工业

现实意义，同时现在叙事时间与插叙

用一种缄默又隐忍的方式诠释了伟大

观”。这样风格化的拍摄方式在众多

活逻辑和个体经验的，
具有传奇化叙事

像纪实美学范式的探索以及社会变革

美学的实践。通过回归现实主义题

叙事时间之间制造了宽广的跨度。

的父爱。在地震夺走了爱妻与女儿的

新闻改编类电影中独树一帜，在观众

的色彩。兄妹二人在开篇之初即被从

的反思和批判，而是转向在史实记录

材，与主旋律融合的商业类型片得以

在事件的排列方面，新闻改编类

部分身体之后，李良用一种近乎残酷

群体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观众

原生家庭关系中剥离开来，
身处孤独无

的历史维度中寻找个体生命经验的叙

对其核心叙事的情感深度和意义深度

电影也采用了非戏剧化的现实主义手

无情的方式对热爱舞蹈的晶晶下了禁

都将本片誉为现实题材的艺术佳作。

援的境地。
“ 拯救家人”的亲情之爱与

事内核，并且更加留意分众化的电影

做出某种回应。

法，将原型人物与原型事件按照现实

令：
“ 你什么都可以学，就是不可以学

“时代拼搏”
的宏大主题形成叙事同构，

产业规则。文牧野定位自己为“职业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

发生的方式和顺序娓娓道来。在表现

舞蹈。”影片展示了在面对生活的困境

“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
就是所谓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
即是以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作为核心生

数字经济时代下红色影视作品中的精准思政研究
■文/傅雅琦

产 要 素 ，以 现 代 化 大 数 据 网 络 平 台 为
重 要 载 体 ，以 信 息 数 字 技 术 和 实 体 经

术深度融合”
理念的突出表现。

（作者系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在读本科)

当下思政工作的精准育人，
充分发挥红色
影视作品的思政教育价值，
当下红色影视
作品的精准思政建设就不能止步于当下
初步成果，
还应当遵循这一正确方向继续
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思政建设。

和关注了当代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和价

富有哲理的台词告诫提醒当代社会大众

很长一段时间，
红色影视作品都宛如

值追求，
愈发追求红色影视剧思政表达的

要保持文化自信，温良而自立自强，自律

一方面，时代和社会始终处于不断

流水线上的产品，产量高但社会反响不

针对性、
具体性和高效性。因此近些年的

而有大志向。还有红色电影《长津湖》，
在

变化和发展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

济形态。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5G

一、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精准思
政理念

技 术 的 全 面 普 及 应 用 ，就 是 数 字 经 济

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了数字信息技术

高，
使得红色影视作品无法发挥出良好思

红色影视作品总是能够获得不同社会群

对抗美援朝红色历史的真实呈现基础上

态度也在与时俱进，红色影视作品的精

时 代 的 突 出 表 现 。 如 今 ，数 字 经 济 作

与影视、
教育领域的充分融合发展。一方

政教育效果。归根到底，
相关信息数据滞

体的一致认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个身躯平凡而灵

准思政建设就需要始终坚持充分运用先

为 各 国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形 式 ，已

面，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多媒体信息平

后且信息库不完善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

尤其是建党百周年之际，
涌现了一批优质

魂闪耀的中国远征军那可敬的英雄气概

进科学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和信息收

经逐渐全面渗透应用进各行各业各个

台的发达，
信息传播速度和质量达到最大

要原因。而当下高度发达的信息数字技

经典的红色影视作品。比如《觉醒年代》、

和不朽的英雄传奇。但更为突出的一点

集，了解当下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

领域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基于思政

化提升和保障，
影视作品在当下具有很好

术在红色影视剧和教育领域的融入和有

《大浪淘沙》、
《长津湖》、
《悬崖之上》、

是，该片在情感诠释上涵盖了亲情、战友

和思想心理特点，不断适时调整红色影

教育目前所存在的教育对象个体差异

的发展前景，
影视内容的社会影响力愈加

效运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契

《1921》、
《山河岁月》等。这些红色影视作

兄弟情、
爱情等平凡人与生俱来的情感羁

视作品的思政内涵表达诠释策略。另一

等 诸 多 问 题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提 出

广泛，
正好能够作为当下弘扬传播社会主

机。通过大数据收集、分析、追踪、定位，

品无论是在影视场景呈现还是作品台词、

绊，在人物形象上展现了少年人、青年人

方面，坚持在精准思政理念指导下进行

“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旋律，
进行国民思想政治素养教育最有效

精准把握当下社会大众的思想政治需求，

情感精神诠释、
人物形象刻画上都做到了

和中年人不同的性格心理思想特征和革

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红色影视作品的

的载体和平台。这是当下数字经济与影

让红色影视剧的思政内涵诠释更加丰富、

与时俱进，发挥了精准思政教育功能，对

命觉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英雄，

思政教育对象要具体化，有针对性，无论

视产业的充分融合，
也是影视产业与红色

科学，
形式更加新颖、
与时俱进，
符合当代

不同社会群体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具体的

映射的却是芸芸众生。同样是对当代社会

是当代青少年还是中年人，无论是工薪

历史、
思政教育的充分融合。

大众对红色精神等社会主旋律和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现状和当代大众思想情感的精准把握，
是

阶层还是农民工人，都能从影视作品中

对观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思政教育启示。

找到心灵的契合点，得到关于家国情怀、
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情感启发，关于理想

伟人形象刻画到对当时众生百态淋漓尽

三、红色影视作品的精准思政
建设

济的深度融合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经

和亲和力、针对性”。
因此需要依托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
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收集定位思政教育
对象的需求特点，
进而实现思政教育的针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人

对性和精准性。作为红色精神和红色文

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高度发达也

化弘扬传播的有力载体，
红色影视作品在

为精准思政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载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也不断取得了傲人

体。精准思政理念是在习总书记精准思

成绩，在宣传弘扬红色文化精神，进行社

维指导下提出的思政教育新样态，
旨在通

会面思政教育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根据大数据所收集的当代思政教育需求，

的理解，
便于当代大众理解、
认同、
践行伟

以红色电视剧作品《觉醒年代》为例，

大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部红色影视剧从宏观的革命局势到微

二、当下红色影视作品中的精
准思政表达

观的斗争日常，从毛泽东、李大钊等革命
致的展现，
都突破了以往红色影视作品无

通过这两个典型的红色影视作品中

供了最好的发展契机，要充分利用这一

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精准识

数字经济时代，借助先进的信息技

差别的思政内涵局限性，
实现了对当代大

的精准思政理念表达，我们不难看出，相

机遇，尽快提高当下及未来思政工作的

别、分析、预测、追踪教育对象的思政需

术，
红色影视作品已经能够逐渐走出作品

众具体针对性的思政教育启示。它以鲜

较以往，
当代大众在思想观念上更加追求

时效性和针对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当下的红色影视作品亦在认真贯彻落实

求，实现思想教育的精准育人，提高思政

形式内容同质化的困境，
作品内容更加生

活的主角形象启示青年人要坚定崇高思

独立、个性和自由，更关注个人情感和思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

“精准思政”
理念，
在红色精神内涵的诠释

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增强新时代思政

动且触动人心，
兼具艺术表现美和现实客

想政治信仰，要拥有铮铮铁骨；以一群质

想建设，
习惯于从自身情况出发去思考和

的必然趋势。

和表现上愈发适应了当代社会群体的思

工作的科学性。这也是贯彻习总书记关

观性，
在作品的思政表达和剧情逻辑上符

朴真诚的知识分子形象教导当代知识分

行动。因此基于这一大数据分析成果，
为

政教育需求。

于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与信息技

合了当代大众思想心理和行为特点，
照顾

子要积极向上，敢于追求真理；以风趣而

进一步深入贯彻精准思政理念，
实现我国

信仰，人生追求的启示。总之，数字经济
时代为红色影视作品的精准思政建设提

（作者系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中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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