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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归途》：外交叙事与中国气度

国庆档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

以利比亚撤侨事件为蓝本，讲述了前

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成朗深入虎穴，

成功营救 125 名中国同胞的感人故

事。该片突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作品

的创作瓶颈，不仅塑造了鲜活立体的

外交官形象，也改变了国民形象在银

幕上的失语状态。撤侨故事突出了

中外人士的合作关系，并巧妙地将

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邻为

善、以邻为邦”的外交方针融进剧

情。此外，IMAX特制拍摄、1:1打造

的异国场景、血脉贲张的战争场面，

都为观众提供了一场极具深度临场

感的、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之旅。可

以说，这部电影较好实现了现实主义

创作与工业美学的结合。

一、新超级英雄的诞生

检察官章宁生活中虽然有点玩

世不恭、油嘴滑舌，但他情商高，有

超强的统筹和协调能力。这种反差，

正是新超级英雄的一个主要特征。

这类新超级英雄受儒家思想熏陶，行

事有儒者风范。过人的忍耐力和韧

劲，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忍受内心的

压抑和痛苦。即使反抗也不会诉诸

极端的行为。他们关注此岸的现实

世界，有明确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

求，也会努力争取合法的权利。

宗大伟是有私心的人，他会厌倦

外交职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从一开

始他就想过放弃。而支撑他完成撤

侨任务的基础是“义”，“义”在中国文

化中源远流长，自古就有“君子之于

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之说。“义”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

处，也烙刻在道德修养和性格当中。

章宁的牺牲改变了宗大伟的决

定，他突然意识到在纷乱的局势下，

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为了让章宁

的死更有价值，也为了对得起外交

官的职责，他应当承担起救助同胞

的责任，这是兄弟之义、袍泽之情，

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当他被反叛军

逮捕并以死威胁时，他临危不乱，义

正言辞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誓

死捍卫中国的外交立场，这是他的

忠义和正义。

宗大伟是带有反英雄色彩的人

物，他多次展现的怯懦和犹豫映照

了他的平凡。完成撤侨任务也意味

着他重“返”英雄之列。由于飞机上

的位置有限，他只能将自己的位置

让给了同胞。可妻子即将临盆，自

己又归期难定，返回使馆的路上，他

宣泄了自己的不满。章宁殉职只是

一个激励事件，迫使他被动地接受

使命。真正让宗大伟主动改变的是

两次俄罗斯轮盘赌，宗大伟第一次

因怯懦和犹豫，不敢与叛军首领对

赌，这直接造成了外籍帮手的死亡，

对此他深感愧疚。第二个是叛军首

领以全部国民的性命威胁宗大伟，

为了完成撤侨任务，宗大伟正面迎

战。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让宗大伟几

近奔溃，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生理反

应。宗大伟扣动扳机后发现，叛军

首领从未放入子弹，但宗大伟的选

择证明了他是实至名归的英雄。这

不仅仅在于他拯救了125条生命，更

是他克服性格缺陷，完美蜕变。

以往的外交题材电影重视塑造

伟人、强调个体的力量，国民形象几

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的个人形

象和个人愿望无法呈现在银幕上，

但《万里归途》迈出了重要一步。它

重点突出了被施救的对象，这些对

外援建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不

同的身份和教育背景，性格、喜好各

异。他们背井离乡，支持中国的外交

事业，自己默默忍受着思乡之苦。书

写这些平民英雄的故事，是尊重他们

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更体现出一种人

道主义情怀。影片让外交官与普通

的援建工人同登银幕，国民与国家的

心理距离不断贴近，建构了一个群体

共识与认同的文化世界，增强了观众

自身的国民认同感。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银

幕呈现

在外交领域，体现了一种西方中

心主义的外交模式。但电影《万里归

途》冲破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在人物

关系中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

念。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行为，

中国人强调家国的同质关系，所谓

“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它使

得中国历经千年的变化，依然能凝聚

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世界上独特

且难以撼动的政治文化。

家蕴藏着一种伦理原则，忠诚

是个人修养，也是维系国家权威认同

的基础。忠诚是小我向大我的转移，

从个人的利益拓展至与他人的关

系。片中，宗大伟正是从对妻子和孩

子的爱，上升到对中国同胞的爱，对

职业信仰的坚守，以及对国家的忠

诚。家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在世界上生活，“我”对世界肩负

着责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

体现。它既尊重不同人群和国家的

差异性，更注重人类的共同性，注重

每一个人均与他人的命运息息相

关。中国援非的历史始于上世纪60

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非合作不

断加深，中非人并肩奋斗，休戚与共，

铸就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

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精

神，既成为指引中非关系继往开来的

动力源泉，也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道义价值所在，传递出中国

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创作者借助两位特殊的女性，

传递博爱的外交理念。白婳是章宁

的妻子，也是一名驻外公司的高

管。影片中，她是外柔内刚女强人，

她可以在极端环境下镇定自若地统

筹全局，也可以在失去丈夫的痛苦

中，依旧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协助

宗大伟完成撤侨任务。通常，在男

性主导的主旋律电影中，女性形象

往往概念化，《万里归途》对女性形

象的深度开掘，有助于凸显战争给

正常生活带来的改变，体现女性在

战争中的坚毅品格和英雄气魄。

白婳收养了一个努米亚的战争

孤儿，并视如己出。为了不让女儿被

反叛军伤害，白婳宁愿放弃归国的机

会，留在战火纷飞的努比亚陪伴女

儿。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女

性，因战争从陌生到相依为命，并成

为了彼此孤独生命中的慰藉。人们

习惯将祖国比作母亲，白婳的母爱被

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它将中国母亲

对努米亚女孩的母爱，转化为一种跨

越民族的博爱，彰显出中国博爱为

怀、兼济天下的大国气度。

该片创造性地为主角配置了一

位来自努米亚的帮手，他作为向导，

帮助宗大伟和成朗寻找失联的同

胞，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平等、互

尊、互信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为

了不让宗大伟为难，也为了让中国

人尽快归国，在叛军首领的威逼下，

他毅然而然地拿起枪将枪头指向叛

军首领，但是却被叛军手下一枪击毙

了。根据剧作理论的解释，伙伴是启

发主角成长的催化剂。主角在这场

“借假修真”的旅途中，会逐步发现自

己缺陷，而这正是伙伴的价值所在。

宗大伟在伙伴身上找到了勇气、担当

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说，中国

撤侨的成功离不开努米亚人的无私

帮助，而努米亚人之所以如此，也正

是因为中国人对努米亚的发展做出

的贡献。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正是

中国人的外交之道。

三、对战争与苦难的态度

《万里归途》虽然是一部外交题

材电影，但也加入了大量惨烈的战

争场景，旨在引发观众思考人在战

争中的行为，并从中国人对待苦难

的态度折射出中国气度。

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是政治

交往的工具，也是政治意图和目的

的手段。努米亚内战是部落之间为

各自的政权争夺更好的发展机会而

引发的战争。从法理上看，它有一

定的合理性。但战争也隐藏着重要

的伦理问题，即战争的合理性与道

德之间的关系。显然，努米亚的内

战违背了交战正义的道德原则。

通常，战争不进攻非战斗员。

影片里，高高吊死的、身首异处的尸

体，流离失所的难民随处可见，失去

母亲的婴儿趴在地上哀嚎，努米亚

成为了一个人间地狱。造成这个悲

惨局面的，正是叛军的“无区别性的

集体杀害”行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

任意践踏。

影片的另外三次瞬杀事件，也

是这种“无差别性的集体杀害”行为

的结果，章宁、与中国较好的努米亚

军官以及真诚、善良的边境官，他们

以诚待人，怀有善心，却都毫无预兆

地死亡，这都试图说明在战争环境

下，人命如蝼蚁，无尊严可言。

集体杀害行为是战争对人性的

扭曲，战争不仅会造成人们严重的

肉体和精神创伤，它还引发了参战

者们的杀戮快感，表现为叛乱军的

高炮轰击、疯狂的机枪扫射与吊杀

行为。俄罗斯轮盘赌是另一种更加

极端的杀戮方式，这个游戏源自克

里米亚战争，它是军人们在对国家

的失望和战败的情境下，娱乐自己、

释放压力的手段。由于极端恐怖下

的自保意识很容易演变成习惯性的

杀戮，人也就完全变成了杀人机器，

和野兽并无二致。在这些人的心

里，只有眼前恐惧的、鲜血淋漓的人

脸才能使他们快乐，屠杀的欲望浸

入他们的骨髓，正确与错误已不复

存在，只剩下杀人的欲望。

而造成这种扭曲人性的深层原

因，是极端的政治思想。努米亚内

战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它营造了一

种“非我”的境遇，深处政治游戏中

的人，多少都会感觉到身不由己的

疲惫。在纷乱的政治争端中，作为

生命个体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牺牲

品，人性遭到扭曲，自我也无处找

寻。正如片中多次出现的阿拉伯谚

语：“面具戴久了，真成你的脸了”，

荣格认为，社会化的自我是带上人

格面具的自我，人格面具是人执行

社会功能的必要手段。虽然人们带

上它会有丧失个性的可能性，但一

旦脱下，就不得不正视脆弱的自

我。为了一种虚假的心理安全感，

人们通常会拒绝脱下面具。渐渐

地，人们习惯了带着面具的自己，并

甘之如饴。

创作者试图通过展现惨烈的战

争景象，呼吁大众用“审慎”的态度对

待战争。对于有决定权的政治家而

言，他们应当平衡战争中的理想主义

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战争观是

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

不正义的。现实主义的战争观则认

为，战争没有正义与否之分，战争与

道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它

只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对此，参战双

方应当以道德原则为基础，因为道德

和政治已经交织在政治历史之中。

对于普通人，我们也需要在“非

我”的境遇下，努力找回“真我”。任

何人都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分子，寻

求“真我”需要解构那些羁绊人性自

由的、与自我实现不合理的社会关

系。本片中，中国外交官拯救同胞

时，多次强调尊重各国领土主权、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努米亚战

局的急速恶化，与他国为一己私利

插手努米亚内政的密不可分。

个体需要一种生命意志，它是

一种原始本能的生命强力，也是积

极面对苦难的能力。原始本能在影

片中体现的是女性的母爱、不同民

族之间的博爱和包容、人与人之间

的同理心和共情心。面对苦难的积

极方式是永远保持乐观的形态，就

像宗大伟所说的“为什么不相信明

天会更好”，拥有强大的、足以对抗

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追求一

种超越性的“向上意志”，它会转化

成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影片中，这

个“向上意志”是对永恒的正义与和

平的信念。这种生命意志能够帮助

我们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下，对抗非

理性的魔力，回归内心，实现自我拯

救，而非随波逐流。

影片用互文性的手法，将中国

的撤侨行动与童话《辛伯达航海旅

行故事》对应。《辛伯达航海旅行故

事》讲述了辛伯达为了找回“和平之

书”，历经七次冒险，九死一生的故

事。他在与邪恶女神的斗争中，逐

渐找回了勇敢、魄力和无畏的气概，

最终打败了邪恶女神。而且还找到

了生命的意义和归属——宗教，一

种超越生命的永恒。

宗大伟和成朗就是现实生活版

的辛伯达，邪恶女神是努米亚的叛

军，他们一次次深入虎穴，与敌手斗

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宗大伟和

成郎都克服了性格缺陷，变得更加

刚毅和勇敢。影片结尾，宗大伟敢

于与叛军首领赌命，成郎敢于端起

摄像机威胁首领，为宗大伟创造生

机。最终，同胞归国，二人找回了

“和平之书”。经过此次洗礼，二人

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永恒正

义。为此，即使肉体陨灭，但实现了

绝对精神的统一。这种绝对精神，

正是超越性的“向上意志”。

当然，创作者还强调了知识对

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重要意义，片

中的童话书就是知识的象征。宗大

伟在找药品时，无意发现了被烧的

《一千零一夜》，他将书送给小女孩

是为了缓解她的焦虑和恐惧，而女

孩读故事的画外音，冥冥之中指引

着宗大伟奋力前行。小女孩通过故

事获得了面对艰难现实的勇气，对

未来满怀希望。宗大伟也在故事中

获得了对抗敌人的勇气，并不断进

行精神的洗礼。对于二人来说，他

们的精神支柱都能在知识中获得。

通过对战争的描写，创作者试

图重新思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不

仅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平也是政

治的延续，和平与战争应当保持对

立统一性。古人曾言“止戈为武”，

任何战争都应合乎人性、正义，也都

应当理性视之。而身处复杂社会的

我们，一定坚定正义的信念，它能够

让我们不堕入虚无，沦为极端政治

思想的工具。

《万里归途》以国际性的视野重

新书写了中国的外交故事，塑造了

本色风流的人物形象，传递出厚德

载物、自强不息的中国品格，揭示出

穷达不堕的中国操守，表现出视死

如归、宁折不弯的中国气节，以及向

道而行的伟大抱负，并最终回归到

俯仰天下、有容乃大的中国气度。

■文/姜牧阳

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作为公益电影发行

放映工作的主力军、核心运营单

位，团结带领全国农村电影公益

放映工作者通力协作，着力强化

队伍建设，积极创新服务模式，规

范管理要求，将高标准和严要求

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呈现出创先

争优、放好影片的工作新局面，不

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一是放映队伍素质持续提

高。中心和各省区市农村院线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以

政治学习和工作能力提升为重点

加强放映员教育培训，放映队伍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放映员思想

根基进一步牢固、放映质量进一

步提高，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

供一支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队伍。

云南、北京、山东、内蒙古、上海、

海南等多个省区市均举办过多次

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培训班、竞技班等，学习国家相关

放映任务和要求，明确农村电影

放映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加强

放映员的先进经验交流，推动全

体放映员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增强岗位工作

荣誉感，提升职业技能素养。

二是观影配套设施建设力度

加大。根据 2020-2021 年农村电

影放映观影行为及满意度调查报

告数据显示，受访观众对于农村

电影放映的观影环境有更高期

待。目前，全国范围内设备优良、

座椅舒适的公益电影观影基础设

施建设如火如荼开展。武汉天河

电影集团在 2013 年投资约 30 万

元在放映点搭建了大型 LED 固定

银幕架等基础设施，2018 年又联

合市水务局投资 20 万元对天河江

滩影院的银幕架以及放映设备进

行了改造升级。2021 年，上海市

在电北管村建成了全市首个新型

农村电影放映示范点，配备了高

清 7000 流明激光投影机、7.1 声道

专业电影解码系统和达到 4K 效

果的高清画框银幕。音响、幕布、

投影、座椅等硬件设施都做了高

效能更新升级，并配备了可移动

式观影座椅。

三是规范化管理服务更加精

细。服务方面，中心大力推广应

用 DMCC APP，建立分区服务机

制，打造一站式服务模式，不断提

高面向放映主体的服务效率；面

向公众推出放映公示服务，对接

“高德”、“百度”等互联网地图服

务，开展观影满意度调查工作，打

通与观众放映信息获取、观影评

价反馈的双向通道。管理方面，

中心在完善推广农村数字电影放

映回传监管系统和基于 GPS/GPRS
的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平台的

基础上，建设全国农村电影放映

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地图以及“映

前—映中—映后”的综合性评价

平台，开展“时钟专项维护”行动，

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规

范年”活动，编制发布《DMCC 大数

据电影市场数据分析报告》，持续

做好国家级“农村电影放映+监

管”工作。各地也因地制宜不断

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如：江苏省

出台《江苏省农村电影放映监管

办法》，完善农村电影监管平台功

能，建立监管平台日常巡查和暗

访制度，规范放映行为；浙江省出

台《浙江省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实

施细则》，建立了省级农村电影放

映 GPS/GPRS 监 管 平 台 ，进 行 全

面、有效的监管；山东省把农村电

影放映作为文化惠民重点工程，

推行“标准化放映七规范”，提升

多元化服务质量；广东、湖南、辽

宁、安徽、天津、黑龙江等近三十

个省份均建立省级监管平台，精

准收集省内农村电影放映信息。

规范化管理服务持续保障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确

保政府资金投入惠及于民。

四是“公益电影+惠民服务”

愈加多样。近年来，全国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者围绕电影放映开展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惠

民服务，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

到实处。内蒙古成立“文明光影

志愿者服务队”，以文明实践为抓

手开展各有专长、各有特色、更加

精准的服务；山东安丘“雷锋号”

放映队利用进村放映间隙，为群

众义务修电器、收粮食、帮行动不

便的老人理发、打扫庭院等；江苏

扬州红色电影放映现场，不仅有

新冠疫苗接种预约登记，还提供

口腔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湖南

长沙天心区组织开展社区主题党

日活动暨“光影铸魂”电影党课，

组织社区党员集中观看红色主题

教育片《最可爱的人》；以公益电

影放映为纽带的公共服务内容不

断充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

的新形势新要求，用互联网思维完

善公益电影技术服务体系，主动担

当作为，积极落实国家“十四五”规

划和电影“十四五”发展规划关于

“推进农村放映优化升级”、“升级

电影公共服务”的任务要求，为放

好影片提供坚实的管理服务保障。

一是基本建成公益电影国家

服务平台。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移

动计算等新技术新手段，积极研发

打造适应多层次、多维度的一体化

信息平台、智能化新终端、个性化

影片供给体系、移动化交易放映服

务、场景化内容组织的电影公共服

务运营平台，更好履行发布影片信

息、交易订购、统一结算、统计数

据，监管公益影片放映情况等职

责，贯通“百姓点单”工作模式，大

幅提升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服务的

灵活性、拓展性和易用性，提升服

务效能和观影体验。

二是开发完成播控传输新终

端。主动应用更高规格编码、国产

化加密授权管理、智能传送播映等

新技术，加速开发智能化新终端，

将放映画面质量提高了一倍，实现

了手机智能播映和影片内容云传

输快速送达。便捷放映员通过手

机 APP 订购、下载、播放影片，实现

了“多模式”定位和日志实时回传，

支持对放映活动全流程数据的有

效管控。新终端与国家农村数字

电影服务平台相配合，大幅提升了

观众的观影体验，同时极大地简化

了操作流程，方便使用，方便观影。

三 是 设 计 研 发 智 能 监 管 平

台。在全国公益电影放映监管服

务平台基础上，设计完成省级公益

电影放映监管服务平台方案并加

紧建设。建成推广后，可实现国家

平台与省级平台在公益电影放映

服务的数据要素、数据规则等方面

的贯通，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公益

电影放映监管中的作用，为各级主

管部门提供管理数据支撑，提升放

映监管数据、场次结算数据的统一

性和精准性，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

公益电影放映场次结算数据管理

系统，更好地实现因地制宜做好、

管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任务目

标。目前，中心正在与部分省市开

展试点工作。

四是建设融活资源的“中央厨

房”。对中心现有节目平台进行流

程优化、重构和再造，建立统一的

多渠道电影内容供给中心系统和

调度机制，形成集农村电影节目策

划、采集、编目、制作、传输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多媒体综合平台，实

现电影数字节目平台从“库房式”

节目存储应用向“厨房式”智能内

容供给平台提质升级，从运行链路

中的内容供给端开始，创新应用方

式，实现内容精准供给，为农村电

影发行放映节目制作集约化标准

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和内容资

源。

（执笔人 魏月）

◎平台技术“全升级”，
激发电影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管理服务“全方位”，
用心打造惠民便民的群众观影“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