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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代援疆人故事，

揭示二十多年来河北援疆人精神

在一部容量十分有限的电影中，欲真

实、全面、艺术呈现二十多年来河北援疆

工作的实绩、持续付出、无私奉献，特别是

弘扬光大“河北援疆精神”这一重大主题，

主创团队深知，必须严守现实主义典型化

创作方法，遵从艺术规律，精心剪裁生活

素材，倾心提炼时代主题，用心构筑故事

框架，细心塑造典型人物，苦心结构人物

关系，匠心确定影像风格等。将二十多年

中几代河北援疆人的精神浓缩在以乔建

华、乔小山父子两代人的命运故事中加以

艺术呈现，可谓匠心独运，构思精妙。

《情满天山》是以新时代青年干部乔

小山因父亲作为第一代援疆“拓荒人”忘

我投入、无私奉献，在兵团战友阿尔斯楞

为救自己献出年轻生命之际，他毅然担负

起抚养战友遗子巴图的使命。此时远在

秦皇岛的妻子因煤气中毒去世，乔建华怀

抱巴图从四千公里之外的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二师种羊培育站”赶到秦皇岛家

中，而刚刚失去母亲、独守家中的亲儿子

乔小山见到父亲又带回一个“巴图弟弟”，

顿生“仇恨”，直到他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之后，却执意要远离父亲而报名加入了

援疆工作队。

影片采用“套层结构”，双线蒙太奇叙

事。以乔小山作为第一叙述者，以他的个

人视角、亲身体验、心理反应、思想领悟、

情感渐变直到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真正

的援疆人，实现了“叛逆性格”的大反转，

收获了成长、收获了爱情、收获了人生与

事业的双赢，尤为珍贵的是他通过自己的

援疆经历，终于走进了父辈的情感世界，

理解了自己从童年时代就一直深深“仇

恨”的父亲博大的情怀。

此外，《情满天山》巧妙运用双线平行

“蒙太奇叙事”，将二十多年前父辈的人、

景、情，奔马、流云、天际、戈壁、河流、山

峦、胡杨，与新时代新一辈援疆人乔小山

所此在的能勾起回忆的人、景、物一一对

应，互为因果，通过穿越时空的音乐，村

落、诗化镜像语言，引发观众深远、广阔、

神奇、共情的艺术联想，在二十多年前乔

建华谆谆教诲养子巴图、亲子乔小山背诵

学习唐代诗人王勃“边塞诗”的历史镜头，

与 25 年后乔小山不厌其烦地教授“结对

子”亲戚肉孜坦木大叔家的侄子小哈力克

背诵王勃边塞诗的现实场景，互文互情，

张力无限。而当影片套层结构中多处响

起王勃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千古

绝唱时，每一次主人公的深情吟诵，都会

引发观者情感的共鸣，不断蓄积、升华，而

当影片“尾声”时，老年乔建华在生命垂危

之际，执意要回到令他梦魂牵绕的天山脚

下，养子巴图深解父心，毅然陪护父亲来

到乔小山结亲的霍拉山村。我们看到坐

在轮椅上的乔建华向儿子乔小山吃力低

语说出“对不起”时，小山满目泪水与父亲

紧紧拥抱在一起。影片至此再掀高潮，导

演却用小山之口又给了观众一个意外惊

喜，“新疆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老爸的身体

康复了！”

此时我们看到，一年之后，父子三人

骑上骏马，威风凛凛，挺立戈壁，身披如火

的云霞，抖擞缰绳，驰骋飞奔在辽阔的大

草原上。在激昂旷远的交响音乐声中传

出父子三人分段分句、领诵齐诵对王勃全

诗的朗诵，将影片情绪、主题渐次推向更

高潮——“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

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影片为我们倾情讲述了河北援疆人

温暖细腻、凄美而又崇高悲壮的故事，抒

写出一首新时代荡气回肠的新边塞诗。

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

真实生活样态的“喜剧式”呈现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区域，

在这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生活

岁月中，也会出现因踫撞、误读、误解、误

会，而产生的许多笑话、笑料，成为表现多

民族文化融合电影作品中的“喜剧”元素、

桥段和故事。“喜剧式”呈现多民族文化融

合过程中的真实生活样态，成为这部影片

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无论是二十多年前

的“乔干部”(汪锡宏饰)，还是二十多年后

的“乔干部”(张词饰)，在维、蒙、汉民族文

化交流、融合中，都出现过众多令人捧腹

的“喜剧”场景，尽管都带有特定历史年

代、生活环境的印迹，但在审美本质上、戏

剧性因果关系上却都是惊人一致的。

乔小山作为援疆干部人才，跟随霍拉

山村驻村第一书记确杰(艾尔登巴图饰)走

进肉孜坦木大叔(艾克巴尔·牙合甫饰)和

沙代提大婶(海丽古丽·艾山饰)家，就先吃

了一个“下马威”。因小哈力克(排孜拉·艾

买提饰)的父母在城里打工，好心的肉孜坦

木便将弟弟的俩儿子领回家中。老婆不

满丈夫的大男子主义，吵架之余，便把气

都出在初来乍到的“亲戚”(当地人称结亲

帮扶的汉族干部为“亲戚”)乔小山身上。

尽管沙代提大婶“指牛骂乔”，但因“语言

不通，一句也听不懂”。乔小山独自坐在

月光下，不禁感叹这“往后的工作可怎么

做呀！”。工作队领导的高标准工作要求、

父亲让寻找他失散战友(其实当年已经为

救他而牺牲)的重托，对此乔小山“压力山

大”。

影片切回到二十多年前，学畜牧兽医

专业的乔建华来到农二师，受到最高礼

遇，连长阿尔斯楞(和龙饰)牵来草原上最

好的坐骑迎接他，草原上一位最高的长者

向他敬献哈达，“拥有一锭金子，不如拥有

一两知识。”盛情之下，乔建华按照蒙族习

俗敬过长升天、接连喝下三杯白酒，在托

布秀尔琴声和欢声笑语中醉倒在地，连长

和他一起躺在草地上，语重心长地对他

说：“在草原上仅有知识，不能喝酒可不行

啊！”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乔干部练就出

鹰一般的执着，整个身心融入到兵团建设

者的行列，顽强地改变着因循守旧的习

俗，优化改良土尔扈特部东归时带回的欧

俄品种与本地羊杂交而成的黑头羊种群，

受到当地农牧民和兵团战友的赞赏，尊敬

地称他为“乔老师乔专家”。而这一切都

是在彼此文化、思想、观念的踫撞中，以

“喜剧式”的交锋、交融中完成的。

肉孜坦木大叔不愧是“生活喜剧”高

手。他常以大男人自傲，虽然不管家务，

但砌灶打馕却是远近闻名，当小山为其点

赞后，大叔就被城里朋友请去打馕挣热

钱，并以种种理由不回家。深夜浑身泥土

的小哈力克光脚钻进乔小山被窝，望着熟

睡的孩子，乔小山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往

事。当年母亲去世，父亲抱回的巴图弟弟

就和此时的哈力克一般大小。乔小山在

心中努力去理解父亲，感慨敬佩之情油然

而生：“改良黑头羊是他留给天山的礼物，

巴图是天山留给他的礼物。”由此对父辈

情系天山的理解，让小山从此干劲倍增。

他急亲戚所急，想亲戚所想。为帮大婶采

摘40亩辣椒，脸上皮肤被太阳灼伤；为帮

大婶迅速卖掉辣椒，却因为“一毛钱”差价

引发大婶误会。在确杰书记、女同学张薇

的批评帮助下，小山从思想感情上真正理

解了农民的内心世界。此后我们看到，小

山不惜假扮“商人”去与真正的收购商老

板刘总“拼酒”……在“公斤”与“吨”位的

对决中，小山对“亲戚”的一片真心打动了

刘老板，为了“河北援疆人”这五个字，全

部买下 5 万公斤辣椒。在接下来的故事

中，喜剧转为正剧。镜头以小山一个土木

建筑工程专业研究生的视角，将援疆工作

实景与愿景规划蓝图一一展现，援疆故事

仍在持续抒写，大美天山更加壮美。片尾

字幕推出“西出太行八千里，冀疆真情满

天山”十四个大字，定格在高远神圣的天

山及美丽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背景

上。这也不啻是一首新时代波澜壮阔的

新边塞诗！

（作者系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

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疫情再次袭来，许多定档“五一”的

影片纷纷撤档，《出拳吧，妈妈》却逆流而

上，定档4月30日，没想到遭遇北京全市

影院关停，上海、北京两大票仓相继失

守，导演无奈之下带着三人小团队开着

房车跑了大半个中国做路演宣传，此举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奕迅演唱的那首火

遍全网的歌曲《孤勇者》。电影讲的是一

个单亲妈妈为了夺回儿子抚养权重新打

拳击的励志故事。而电影之外，52 岁的

女导演唐晓白，就像影片里的女拳击手

白杨一样，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做最

后的自救，戏里戏外都体现了女性的执

着和坚韧。但现实是残酷的，影片的命

运并未像影片里的女主一样实现人生逆

袭，截至6月21日，票房仅400万，房车路

演的宣传效果并不明显，但路演 6000 公

里却给导演带来从未经历过的新鲜体

验，每到一地，她都格外珍惜和观众交流

的机会，对各地影院的经营现状也感慨

良多，甚至导演有意以此为素材进行创

作，这将是另外一个“公路片”故事了。

女拳手与母亲身份

回到电影本身，《出拳吧，妈妈》是国

内少见的展现女拳击手生活的电影，唐晓

白坦言拍这部体育题材电影的触发点，是

看到女子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年过四

十，还一次次站在奥运会的跳马场上比

赛，而背后的原因是为了给得白血病的儿

子筹集治疗费，这种母爱支撑起来的拼搏

精神感动了她。作为当下流行的运动项

目，拳击则可以充分表现现代女性的力

量。唐晓白在电影中把职业拳击手和生

活中的母亲身份合二为一，并请来演技派

谭卓饰演这位大女主白杨。

电影的设定初衷很好，但从最终的

呈现效果来看，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先谈谈优点，首先白杨这位母亲很特

别。关于母亲的电影数不胜数，去年就

有《你好，李焕英》、《妈妈的神奇小子》、

《关于我妈的一切》等，这些影片中的母

亲都是习惯于付出、操劳的传统型母亲，

也是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好女人形

象。而白杨却是一个犯过错的女主，一

个坐过牢的非主流妈妈，年轻时冲动莽

撞，倔强任性，生下意外来的孩子也可能

是缓兵之策。影片一开场是白杨在给小

宝宝热牛奶，一个充溢着温柔母爱的温

馨画面，尔后突然一个大反差，暖调旋即

转为冷调，白杨走出屋门，把宝宝交给姐

姐，在父母悲伤无奈的注视中，白杨被警

察带走了。走向警车的路上，影片只用

三分钟迅速闪回人物前史，交代白杨从

职业拳击手沦为阶下囚的原委。可以

说，影片开头五分钟惊艳脱俗，信息量巨

大却处理得干脆利落，寥寥几个镜头就把

人物的来龙去脉勾画得一清二楚。另外，

白杨和白彤这条姐妹线也是非常规的，影

片其实设置了两个母亲，白杨是小辉的生

母，但是入狱五年，完全缺席孩子的成长；

白彤是小辉的养母，在妹妹犯事后承担起

抚养的责任，甚至为了小辉没有要自己的

孩子，小辉称呼姨妈为“大妈妈”，白彤表

面对妹妹冷酷无情，但内里包裹的全是对

小辉的爱，对妹妹的情感则有爱有恨有

怨，是一种复杂的交织。虽然她拒绝白杨

领走孩子，但最后看到白杨努力的改变

后，还是将小辉还给了妹妹，在她身上，体

现的是一种坚忍、牺牲的大爱。

《出拳吧，妈妈》的对手线也是两位

女性，作为职业拳击手的白杨和徐佳楠，

影片在开头就设置了二人势不两立的对

抗关系，但是冤家路窄，二人还是不期而

遇，重新竞争。可惜的是，影片对徐佳楠

的描画太简单化、脸谱化了，她的作用就

是不停地给白杨使坏，设置障碍，完全化

为一个漫画式、工具化的大反派，在最后

的亚洲拳王争霸赛中，徐佳楠从刚开始

的耀武扬威，到最后的颓败倒地，呈现的

都是表面化的浮夸表演，几乎没有任何

层次的变化。白杨，作为一个丧到底的

母亲，为了取得孩子的抚养资格，她不懈

的努力和“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让人动

容，影片展现了她的两面，对孩子的柔

情，对自己的狠劲，人物刻画相对饱满，

刚柔并济，从人生低谷翻牌为亚洲女拳

王也带来了励志和燃情。但一切似乎太

套路了，这种逆袭成功和大团圆结局在

体育励志电影中司空见惯，没有任何意

外。忽然联想到2004年的奥斯卡获奖片

《百万美元宝贝》，如果影片在一个半小

时结束，这就是一个圆满美国梦的通俗

故事，但影片却出其不意地延长了半个

多小时，打破了这种惯常的封闭式结构，

展现了女拳击手麦琪从人生巅峰到一场

意外的惨淡收场，从无到有，从输到赢，

又从赢跌落终点，却多了挥之不去的人

生况味。从这个角度讲，《出拳吧，妈妈》

是一部合格的商业片，但也没有太多的

创新和惊喜。

女导演与“硬核”电影

近年来，女导演的电影在国际电影

节上不断获奖让人惊喜。在观众的既定

印象中，女导演擅长拍摄爱情片、青春

片、小妞电影等这样轻类型影片，而战争

片、科幻片、魔幻片、犯罪片、动作片等这

样重工业类型的电影，应该是男导演的

专长领域。但也有女导演不断在挑战这

种创作的边界，打破这种习以为常的刻

板印象。放眼国际，无论是凯瑟琳·毕格

罗执导的战争片《拆弹部队》，安吉莉娜·
朱莉执导的战争片《血与蜜之地》，派蒂·
杰金斯执导的奇幻片《神奇女侠》，还是

凭借西部片《犬之力》捧得今年奥斯卡最

佳导演奖的简·坎皮恩，都在证明女导演

驾驭各种类型片的实力。

反观国内，从大部分女导演的创作

轨迹来看，文艺片起家，尔后转向商业片

创作似乎是一条常见的转型之路。徐静

蕾在文艺片之后执导时尚感的小妞电

影，进而又拍摄了犯罪动作片《绑架者》；

薛晓路在文艺片之后拍摄跨境爱情片，

进而又尝试了犯罪动作片《吹哨人》；李

玉在文艺片之后尝试喜剧奇幻片《阳光

劫匪》。学院派出身的唐晓白，前三部电

影作品《动词变位》、《完美生活》、《爱的

替身》都是走国际电影节路线的文艺片，

《出拳吧，妈妈》是她第一次面向大众、转

型商业类型片的创作，影片最大的亮点

应该是片中长达 30 分钟的拳击动作戏，

唐晓白直言这是一次自我挑战，影片的

核心团队都是女性，她们也在进行一种

实验，看看女性是否能驾驭这种彰显力

量感的“硬核”电影。

令人敬佩的是，女导演暗里都有一

种突破自我的欲望，走出舒适区，挑战更

高难度的“硬核”电影，这种勇气可嘉。

但是结果也显而易见，女导演向市场进

一步靠拢的转型之作《绑架者》、《吹哨

人》、《阳光劫匪》、《出拳吧，妈妈》等却没

有受到观众的青睐，在重工业类型片领

域中，还有很多技术需要学习，积累经

验。最后，还有一点存疑，在类型套路的

模仿学习之中，女导演也不要忘了自身

的优势，刚性气质的电影需要女性介入，

但更需要一种质疑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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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

社会工作办公室等单位联合摄制，河北广电盛腾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援疆电影《情满天

山》举行首映。如何真实、全面、精准地反映二十多年来河北援疆人的工作实绩，尤其是河北人“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援疆精神，如何在持续的援疆工作中发扬光大？以制片人王

建平、导演杨竞泽、编剧陈建忠、杨叔乾为主的小分队多次深入新疆多地采风，广泛征求业内专家、

援疆干部人才的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承载着众多期待和使命的援疆影片终于和广大观众

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