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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万里归途》：士志于道
根据“救助救治新疆和田断臂男孩”真

实事迹改编的影片《平凡英雄》于9月19日

首映，9月30日正式上映，国庆期间实现票

房过亿并赢得普遍好评。该片通过艺术化

的表达方式再现了救助救治和田断臂男孩

这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影片在呈现这

场跨越1400公里的陆空生命接力中，塑造

了一批各行各业生动鲜活的平凡英雄形

象。这些平凡英雄拼尽全力，用真情真爱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为观众唱响了一曲扣

人心弦的人间大爱的英雄赞歌。

一、善于抓住观众的情绪情感，

激发起观众的观影热情

电影作为叙事艺术，最基本的要求就

是讲好故事。故事好坏与否的一个重要标

志就是能否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化人”，

是否能够抓住观众的情绪、情感，激起观众

的情感共鸣，调动起观众的观影热情。电

影《平凡英雄》一经播映就能好评如潮，充

分说明本片善于抓住观众的观影热情，激

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首先，叙事节奏极强，紧紧抓住了观众

情绪，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影片开始，温柔

的母亲和帅气的哥哥带着可爱的小男孩在

田间劳动，调皮的小男孩在无忧无虑玩耍，

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祥和。此处叙事非常

平缓。突然，小男孩的小风轮飞到了农机

转轮下，他带着恐惧的表情试探着去拿小

风轮，几次伸出手去抓小风轮，转轮不住地

转动，母亲和哥哥完全沉浸在劳动之中，对

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知觉。此处叙事节

奏逐渐紧张。小男孩的手越来越靠近农机

转轮，观众紧张得情绪完全被调动了起

来。“啊！”随着一声惨叫，小男孩的胳膊被

锋利的农机转轮生生切断。叙事的节奏非

常迅捷，观众也紧张到了极致，似乎亲身感

受到那种渗入心头的剧痛。在这一场景

中，故事由舒缓到紧张再到激烈，观众的情

绪完全被叙事节奏所带动，全身心沉浸到

影片之中，与片中人物产生了强烈的情感

共鸣。

其次，善于设置悬念，调动观众的好

奇心，激起观众的情绪共振。断臂男孩的

事迹在新闻媒体已经广泛报道，观众故事

的结局也都提前知道了。但是电影《平凡

英雄》却依旧能够巧妙地利用救助救治的

每个细节来设置悬念，从而激起观众的好

奇心。在这场救助救治过程中，最令人紧

张的就是“时间”。断臂男孩必须在八小

时内从和田到乌鲁木齐横跨 1400 公里完

成接臂手术。八小时是小男孩生命能否

挽救的时间上限，八小时内的每分每秒都

弥足珍贵。

为了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与死神

搏斗，该片在叙事过程中非常善用时间的

畸变来制造紧张的情节，设置扣人心弦的

悬念。如开车到医院偏偏遇到严重的堵

车，车辆被堵死了？怎么办？观众的心被

揪了起来；断臂男孩赶往飞机场，最后一班

飞机恰好刚刚起飞？怎么办？登上飞机，

偏偏没有了座位？怎么办？男孩坐上了飞

机，乌鲁木齐的医生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

为他动手术？手术能否成功？电影《平凡

英雄》就是在这个生命接力中制造了一系

列“障碍”，由此产生了这一系列连环的悬

念，让观众的心犹如在坐过山车，忽上忽

下，紧张不已。观众的情绪与影片中的人

物一起同频共振，深深地为断臂男孩的命

运所担忧，也被这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剧

情所吸引。正因为影片《平凡英雄》再现这

场“生死时速”的生命接力赛时善于利用观

众的紧张的心理激起强烈的情绪共振，才

将这个观众非常熟悉的故事讲述得悬念迭

起、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这是影片吸引观

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善于塑造英雄群像，展现美

好的人性

在这场生命接力中，涌现出了医生、机

组人员、乘客、警察等各行各业的人民群

众，他们虽然与断臂男孩素昧平生，但却都

能够挺身而出，竭尽所能地为挽救小男孩

而不懈努力。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平凡英

雄齐心协力，争分夺秒，才共同创造了挑战

时间极限的生命奇迹。影片非常艺术化地

将这些人物形象置身于紧张激烈的救助情

境中，用他们各自的言行诠释出对生命的

呵护与尊重。为了让男孩能够赶上飞机，

在堵车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警察自告奋勇

开着警车护送男孩到机场。虽然飞机已经

起飞，但是1分钟内，南航值班领导就作出

决策“立即拖回飞机，二次开门，确保把受

伤旅客尽快送到乌鲁木齐，同时协调机场

各部门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在决策运载受

伤男孩时，南航新疆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向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申请紧邻一号道

口的机位，由原145号远机位改至103号机

位，节省地面运输时间至少4分钟。当小

男孩没有座位时，那不知名的一家三口主

动让位。得知孩子顺利登机，新疆医科大

学附属中医医院立即启动应急救治预案，

开启绿色通道，20 余名医护人员迅速集

结，彻夜不眠地等待着断臂男孩进行救

治。3时15分，和田断臂男孩被推进负压

手术室，几乎同一时间，血红细胞和血浆送

到。4时，做完所有术前准备，黎立团队开

始了整个手术最关键的环节——接通肱动

脉。1针、2针、3针，1秒、2秒、3秒，最终赶

在断臂再植黄金8小时内，接上了孩子的

右臂，建立起离断肢体血供。

正是因为这些平凡英雄们的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才为断臂男孩能够在8小时

内开展手术节省了每分每秒，最终挽救了

孩子的生命。在时长为90分钟的电影里，

影片为观众塑造了这一大批全心全意救助

救治断臂男孩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平凡

朴实、正直善良、真实亲切，共同组成了一

组生动感人的英雄群像。影片中都是英

雄，对于素昧平生的断臂男孩，每一个平凡

的人都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充分表现了他

们善良无私的美好人性以及尊重生命的大

爱精神。没有一个“坏人”，也就是没有所

谓的反面人物。本来在一部戏中如果没有

正反对立，就很难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

缺少戏核而使得故事戏剧性不强，观众会

不愿意观看，但是《平凡英雄》在没有反面

人物形成矛盾对立的情况下，却能紧紧抓

住观众的观影热情，原因何在？

第一是紧扣“平凡”的特点，塑造出一

批可亲可爱可信的英雄群像。在塑造这

群英雄群像时，电影《平凡英雄》整个故事

的叙述完全是按照救治救助事件发展的

顺序以线性结构的形式进行的，没有穿插

任何闪回、切入的镜头来故意煽情。这样

的表达不仅使得整个故事讲述得流畅平

顺、繁而不乱，错落有致而又跌宕起伏、环

环相扣，而且人物的出现、事件的发展都

很平实自然，没有故意夸张煽情，观众更

加容易接受。其次、善于抓住生活化的朴

素的语言、动作、日常化的行为来塑造这

些人物形象，没有故意拔高所谓的英雄形

象，挖掘出“平凡英雄”身上活生生的“人”

所具有的最本真的美好善良的人性，拉近

了观众与“平凡英雄”之间的心理距离。

观众对这些平凡英雄身上所具备的闪光

的人性感觉真实可信，因此审美教育的效

果更加容易实现。

第二是巧妙地抓住了“时间”这个关键

性的元素，设置极其紧张的情境，激发起观

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影片紧紧扣住挽救男

孩生命的时间上限8小时来推进情节。因

此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断臂男孩来说都弥足

珍贵，人们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与死神搏

斗。而途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意

外，而每一个意外都有可能让这场救助救

治活动付之一炬。可以说故事情节是处处

涉险，险象环生，每一个关键情节点的设置

都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由此深深抓住了观

众紧张的观影情绪，观众与各位真心付出

的平凡英雄形成了强烈的情绪共振，产生

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影片最后，当断臂男

孩救治成功时，所有的观众都会长舒一口

气，露出由衷的微笑，这样的结局完全满足

了观众的审美期待，激起了观众精神上的

愉悦和灵魂上的升华。

电影《平凡英雄》能够赢得一致好评，

不仅仅是李冰冰、黄晓明、林永健这些大

牌明星以及新疆本土明星阿孜古丽、尼加

提等精湛的表演，更是巧妙地利用时间这

个关键性的元素，在情节设计、悬念设置

以及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独具匠心，将救

助救治和田断臂男孩这样一个人尽皆知

的故事讲述得悬念迭起、惊心动魄、扣人

心弦，紧紧抓住了观众的观影情绪，激起

了他们的情感共鸣。观众在观影后灵魂

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他们能够通过

这部电影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平凡英雄们高贵的精神品质以及美好

的人性，也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各族人民团结互助、亲如一家的和谐，还

能真切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团

结一心的强大凝聚力。这些审美感受对

于建构与传播团结、和谐、美好的新疆形

象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

常大的影响，充分展示了影片《平凡英雄》

在以情感人、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审美

教育中的巨大成功。

（作者为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新疆艺术学院教授）

《万里归途》并不是一部让人迸发民

族主义热情的“爽片”，它沉稳、细腻，不

疾不徐，直至全片结束，也未见大开大合，

未见高歌猛进，未见刚强果毅。如果冷锋

是少林拳，是健身房里明星般的“撸铁猛

男”，那么宗大伟就是八段锦，是日常出没

于地坛公园的那种骨正筋柔的养生中年。

张译演绎下的宗大伟，可以说塑造了

近年来大银幕上最具当代代表性的体制

内男性形象：斯斯文文，重点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工作上做出过些成绩，眼界很高，

有世故的本钱，但又为内心过高的底线所

限，不屑于世故；对事业有着更加绵长务

实的筹划，不再纠结一城一池的得失，而

更在乎平衡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房子车子

票子都在经济适用标准线上下，老婆孩子

老人也都识大体顾大局。这样一种形象，

电视剧中屡见不鲜，但出现在电影里，几

乎是头一次。这次，他不是警察，不是法

官，不是纪委干部，而是一名外交官。

“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周礼》记载，

外交官这一职业最早被称为“行人”，负责

接待各方诸侯和四方使者，属于主管礼仪

的官员，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才以“动以

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见长于世。可

见中国历史传统里的外交官，其人格特

点，本来就不在“战”，而在“礼”（共识）与

“说”（沟通）。

手无寸铁的一介儒生，善言辞讲礼义

的外交文官，被放在飞机大炮坦克子弹乱

飞的环境下，没有护卫，不能使用武器，通

讯都失联，不由自主落入了充满戏剧性的

极端情境。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令人兴

奋的好题材，对当事人而言，这是生死考

验。生死考验在“战狼叙事”中体现为真

刀真枪硬桥硬马，在儒士叙事中则草蛇灰

线绵密细致——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

都有不止一条动机推动人物，没有单向度

的人，只有复杂的，一直处于选择中的人。

为了带白婳收养的努米亚小女孩回

中国，宗大伟被迫和叛军首领进行轮盘

赌 。 对 已 牺 牲 了 的 老 同 事 好 哥 们 的 感

情，对白婳母女的责任，都让宗大伟义不

容辞，但编剧又经人物之口说出了一段

颇具神秘主义玄学意味的考量：上次侥

幸逃命，身后的小女孩即中弹而死，回家

之后孩子莫名其妙流产。这让人不禁推

测，宗大伟这次赌上性命也要救法提玛，

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为妻子腹中孩

子“积德”。在面对选择与取舍时，他的

行为不仅从道理上达到了逻辑自洽（意识

层面），而且从情感上达到了内心自洽（潜

意识层面）。

金观涛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总结

了中国文明道德体系的独特性：“在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中，法律是上帝或者真主意

志的体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判断对与

错的依据是外在的。而中国人讲道德，背

后的价值是善，每个人只要将心比心就能

知道什么是善、什么事道德。”“人类各大

文明各有不同的法律和道德，大多数文明

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

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

政 治 制 度 和 社 会 行 动 正 当 性 的 最 终 根

据。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

叛军首领穆夫他，他只有在被摄影机

和手机拍摄的时候，外在的压力迫使他放

下手枪。外交官宗大伟，在每一次选择

前，促使他转变心意的关键，都非外在的

压力，而是来自内心“道德”的召唤，也就

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共情到的一种

“ 于 心 不 忍 ”。 当 一 件 看 起 来 高 尚 的 举

动，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个人情感出

发，将心比心地认为自己也会那么去做

时，这就说明故事讲成了，人物立住了，主

题落地了。

当观众对这样一个儒士型的人物形

成了共鸣时，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悠久绵

长而有力的东西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传

承和放大。比起勇猛精进毕其功于一役，

行稳致远、佩韦自缓、衔石填海，更堪成为

当下大变局中的生存哲学。就像宗大伟

在电影中那样：要活着、要回家，要看到新

生的孩子，要国泰民安、万家灯火。

《平凡英雄》：

生命接力的英雄赞歌

《灰姑娘》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经典童

话，原先在欧洲民间广为流行，经作家采

集编写后固定并流传到全球各地，最流行

是法国作家夏尔·佩罗和德国格林兄弟的

版本。说起根据《灰姑娘》改编的电影，人

们最熟悉的是美国迪士尼公司于 1950 年

出品的动画电影，而对由中国动画电影人

出品的《新灰姑娘》知之甚少。国庆期间

上映的《新灰姑娘 2》就是一部由广州金川

文化等中国影视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这

也是该公司出品的《新灰姑娘》动画系列

的最新作品。既名之为“新”，影片便不满

足于依葫芦画瓢地将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原

原本本搬上银幕，而是对灰姑娘故事做了

创造性的改写，讲述了一个属于现代社会

的少女成长故事。

首先，影片以颠覆性的情节设计打破

了西方童话及迪士尼动画里柔弱被动，只

能等待王子爱情来拯救的灰姑娘等传统公

主形象，塑造了独立自主、勇敢追求的现代

灰姑娘的少女形象。

从《白雪公主》开始，迪士尼在《小美人

鱼》、《睡美人》、《灰姑娘》等一系列根据经

典童话改编的动画电影里塑造了 14 位“迪

士尼公主”形象。除了源自中国的花木兰，

“迪士尼公主”大都美丽善良又命运悲苦，

受尽恶毒继母等坏人的折磨，只能等待着

王子的爱情来拯救。此种叙事模式反映了

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塑造：女性没有自

我的追求，也没有发挥自身才能的社会空

间，只能通过得到男性的爱来实现自身价

值。此种情形在早期的迪士尼公主电影中

尤为突出。随着时代发展，此种女性观早

已被历史所淘汰，女性应该自主自强，追求

自我价值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念。《新灰姑娘》则打破传统“王子救公主”

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公主救王子”的

故事。片中的灰姑娘艾拉得到魔法师学徒

莉莉的帮助前往皇宫参加舞会，而在舞会

上邀请她跳舞的却是个假王子，真王子早

已被女巫变成了灰姑娘厨房里的老鼠艾历

克斯。为帮助艾历克斯变回人形，灰姑娘

和莉莉等伙伴一起向女巫发起了挑战。虽

然最终艾历克斯还是被迫变回了老鼠，但

艾拉的坚强独立与勇敢无畏已然打破了传

统迪士尼公主的被动形象，反映出现代社

会中女性独立自主、勇敢坚强、勇于追求的

精神。在《新灰姑娘2》中，艾拉和莉莉等为

帮助艾历克斯变回人形再次踏上冒险之途

去寻找生命宝石，继续书写着“公主救王

子”的故事。这一故事再度强化了人物的

坚强独立与英勇无畏，体现了新时代女性

的价值追求。

其次，影片在“公主救王子”的故事中

展示了少女的成长历程，揭示出比一般英

雄之旅电影更为丰富的成长的道理。

艾拉和莉莉为救王子而进行的寻找生

命宝石的冒险之旅是一场女性版的“英雄

之旅”，和许多此类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

样，她们在此过程中历经艰险并实现目

标，自身也得到了成长。她们的经历中包

含着许多人生道理，既有与传统英雄之旅

电影一致的内容，也有前者未曾展现的一

面，对成长期的少女都不无启示。说到与

一般英雄之旅电影相一致方面，影片同样

强调坚持不懈、敢于追求的精神。艾拉等

人一路经历了无数波折，从寻找万事通博

士开始，她们跨越大海，面对重重危险，还

要跟沙漠女王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在此

过程中她们有无数理由可以放弃，但始终

如一坚持了下来，是坚持让她们实现了自

己的目标。至于与一般英雄之旅电影不同

的一面，影片更强调了追求的过程中要学

会理解、善于沟通。作为同伴，艾拉和莉

莉的性格迥异，面对陌生人的态度不同，

所得到的结果也有天壤之别。莉莉急躁鲁

莽，动辄要用魔法对付陌生人，往往引起

的就是对抗与危险，而艾拉不仅言行有礼

貌，更长于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善于与人

沟 通 ，也 就 常 常 能 够 化 敌 为 友 ，得 到 帮

助。如在后花园遇见云朵雪球，莉莉一开

始就跟对方打了起来，而艾拉细心地看出

雪球只是想跟她们做游戏，便跟它玩起了

游戏。雪球得到理解，也就跟她们成为了

朋友，将她们送过了海峡，还在最后的危

机关头救了她们。还有原本要以老鼠为晚

餐的猫，因为老鼠称赞了它的厨艺，感觉

遇到了知音，就由要以老鼠为晚餐变成了

为老鼠做晚餐，将自己的拿手好菜展现给

老鼠。

影片表现了女性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的主题。片中的核心目标虽是“公主救王

子”，但王子并未参加艾拉的冒险之旅，存

在感并不高。真正与她一起历险的是莉莉

及两只老鼠。与莉莉的友情也就成为影片

的一条重要线索。开始的时候，莉莉总是

会以魔法帮助艾拉她们，但一次次失败

后，莉莉失落中也对与艾拉的友情产生了

怀疑，独自离开了团队。而艾拉在前行一

段之后又返回寻找莉莉，两人放弃猜疑重

归于好，终于一起完成了任务。艾拉与莉

莉间这段情谊反映出姐妹情谊对女性成长

的重要意义，她们共同经历与探索，成为

彼此成长的支撑与依靠。

影片对各类角色的表现也都富有新

意。如对于旅途中遇到的种种阻碍角色，

不像一般影片那样用对抗和打斗来处理问

题，而是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它们的需

求，将它们变为自己的朋友。如前述贪玩

的雪球,爱做饭的猫，还有洞里的弱视的熊

等。此种让每一个角色都独具个性特色的

做法虽会耗费创作者更多的心力，但无疑

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影片还创造性地采用了童话、游戏的

元素。如艾拉在森林女王房间所见到的各

种童话人物，它们不仅一个个活了起来，

还因久无用武之地而渴望被人偷走，并在

艾拉面前争相表现。这种对童话人物的新

解读不仅增强了趣味性，也为观众提供了

新的思考。至于将打地鼠的游戏融入在故

事中，更是让影片妙趣横生。

作为西方经典童话，《灰姑娘》曾经被

多次搬上银幕及舞台，但此前的改编多由

西方艺术家进行，《新灰姑娘》系列的出现

不仅表明中国电影人已加入汲取世界优秀

文化进行创造的行列，更对西方公主童话

做了符合当今社会价值观念的创造性改

编，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尝试。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

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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