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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

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

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爱国主

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

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

体、增强教育效果。要充分利用我

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

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

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意识，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

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

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

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

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

依靠。”

最近热映的电影《万里归途》，

作为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

电影，生动体现了“以理服人、以文

化人、以情感人”，其中蕴含着丰富

的爱国教育因子，也是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深入挖掘

《万里归途》的爱国主义教育内涵，

探索《万里归途》的爱国主义教育

价值，研究《万里归途》的爱国主义

教育启示，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主旋律电影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要义

主旋律电影充分体现主流意

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倡导积极、健

康、向上，讴歌真善美、凝聚正能

量。首先，主旋律电影始终坚持与

时俱进，贴近大众生活。这从根本

上决定着主旋律电影在主题的选

择上往往注重求真、求实、求是，充

分反映时代主题、时代剧变与时代

精神。其次，主旋律电影始终坚持

最大限度覆盖不同种类人群，注重

主题人物多层次化。无论历经革

命沧桑的老人，还是正在茁壮成长

的青少年，皆能从主旋律电影中深

刻体会到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情愫，

都能从中产生共鸣。再次，主旋律

电影始终侧重于提升社会公众的

政治、思想和情感认同，发挥强有

力的社会引领作用。通过对不同

人物形象的塑造，让社会公众在潜

移默化中体会到党和国家在内政、

外交、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智慧和

力量，从而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

同，进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

卓有成效的行动投入到改革开放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万里归途》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由饶晓志执导，郭帆、王红卫

监制，张译、殷桃等主演的主旋律

电影《万里归途》在 2022 年国庆节

上映后备受关注，目前累计票房超

过 13 亿元。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

编，充分展现了撤侨之路的艰辛与

惊险，撤侨背后中国外交官的感人

努力，撤侨过程中国家强大后盾的

巨大作用，加上紧张刺激的故事情

节、情感浓郁的人物形象，在观众

中引发强烈共鸣，成为国庆观影的

首选。由此可见，《万里归途》在凝

聚力量、激发动力及行为导向、社

会教化与文化传承等方面把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推上新高度。

首先，《万里归途》具有润物无

声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电影中

细节的展现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作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载

体，《万里归途》能够引导观众深刻

体会“国”与“家”的重大意义。影

片中宗大伟和成朗以卓越的智慧、

大无畏的勇气和强烈的担当意识

带着大家历经无数波折，九死一

生，徒步 32 万多步，最终回到祖国

的怀抱，支撑这一切的是对祖国人

民的信念，是对祖国深深的热爱。

编剧以巧妙的构思，将外交官的形

象展示给观众，让观众深入了解撤

侨之路的艰辛，有力弘扬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厚植了观众的家国

情怀，提升了观众的道德判断力。

其次，《万里归途》具有交流情

感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电影中

情节的生动再现具有较强的艺术

感染力。真实，既是电影自身的追

求，也是电影的魅力所在。为真实

还原撤侨，剧组查阅大量资料，研

读大量的媒体报道、报告文学，走

访众多撤侨的亲历者；为真实再现

当时的场景，剧组花费半年时间在

各地勘景，按照 1:1 的比例搭建外

国建筑，充分还原当地的风土人

情。这是一部经得起抠细节的电

影，更是一部经得起抠情节的电

影。真实场景的还原下，曲折离奇

的故事、感人至深的情节，引发强

烈共鸣的同时实现电影艺术与观

众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有力提升了

《万里归途》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其三，《万里归途》具有激发爱

国热情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万

里归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历经

炮火轰鸣的宗大伟回到祖国，回到

北京，被骤然而起的声音吓了一

下，继而绚丽的烟花腾空而起，观

众的心也紧跟这个场景一惊一喜，

大家感受到今天的盛世繁华，也感

受到今天的这一切来之不易，“这

一刻，祖国的美好我们都体会到

了”。《万里归途》从不同角度充分

展示了国家形象，振奋了民族精

神，引导广大观众牢固树立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信心，自觉把自己的工

作与生活融入党和 国 家 的 伟 大 事

业 ，自 觉 弘 扬 民 族 精 神 和 时 代

精 神 。

《万里归途》的爱国主义教育启示

一是进一步探索“大背景”和

“小人物”的结合与平衡。新时代

主旋律电影大多采用以小见大的

模式，一方面通过“小人物”的故事

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让观众走

近电影，走入电影，有身临其境之

感，在情感与心理上易于产生共

鸣；另一方面，通过“大背景”让观

众知晓“小人物”故事背后的推力

与张力，知晓“小人物”作出历史性

选择的根本原因。“大背景”之大在

于宏大叙事，在于宽视角、多维度、

长镜头，在于注重“国家本位”、“人

民至上”。“小人物”之小在于情节

与细节的真实，在于情感的细腻与

真挚。“大背景”和“小人物”的结合

与平衡是当前主旋律电影的亮点，

更是激发爱国热情、凸显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途径。

二是进一步探索心理与情感

世界的内外关联。传统的主旋律

电影往往仅仅侧重于外部环境对

观众的影响，注重宏大叙事，以战

争、自然灾害等切入，强调“国家本

位”、“民族本位”。新时代的主旋

律电影则是更加注重对人物心灵

的剖析与反思，对情感世界的勾勒

与呈现，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从

而深度展示人物的精神高度与思

想境界，全方位实现对观众的爱国

主义教育。《万里归途》等近年来创

作的一大批主旋律电影以小切口

折射大世界、以人物呈现大时代、

以小故事展现大图景，将历史大

事、高远战略、家国情怀融入普通

人物、融入百姓奋斗，为电影创作

从“高原”迈向“高峰”提供了典型

范本和有益借鉴。

（邰鹏峰，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小彤，上海中医药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万里归途》以一枝独秀的姿态

领跑国庆档，拿下了十多亿元的票房

成绩，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以影片为

核心内容的讨论也成为国庆期间的

新热点。与以往主旋律影片所要表

现的优秀共产党员、劳模、英雄事迹

等相比较，《万里归途》在选择的母题

方面并没有太大变化，以海外撤侨这

一凸显国家形象的历史事件为主线

故事，但其成功就在于采用了更为

“电影化”的新英雄叙事策略，把主旋

律题材以适应于新时代的影像方式

呈现出来。

不矫情：英雄历险主题

与日常叙事话语交织

在电影中塑造英雄形象本就是

影像叙事常用的手段，不同的是各个

时代有自己的英雄表现方式，而不同

的英雄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价值

观。《万里归途》没有以塑造国家形象

的宏大叙事方式结构故事，而是以英

雄历尽千辛万苦带领众人回家的史

诗模式，塑造出了外交官宗大伟和新

人成朗的新英雄形象。与传统英雄

不同的是，他们智勇双全、坚守职责、

有强大坚韧的精神特征，但同时也并

非英勇无敌，甚至有世故圆滑、胆小

怯懦的时刻，这样的英雄历险主题与

日常叙事话语有机地交织起来，而交

织的节点则是富有鲜活生命力的情

感，也表现出了丰富立体的多重文化

特性，拉近了影片主人公与观众的距

离，引发强烈共鸣。

该片是如何对英雄以及英雄行

为下定义并深入的？观影可见，导演

主创在塑造英雄形象时走的是普通

人的路线，没有打造概念化、标签化

的诸如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等英雄形

象。作为外交官“老前辈”的宗大伟

时时刻刻想要辞职，回到自己即将临

盆的妻子身边，他并没有成为英雄的

意愿，甚至谢绝参与撤侨的任务。而

他的“自私”并没有让人反感，反而让

观众觉得心酸。长期在动荡国家执

行外交任务的外交官们，他们面临枪

林弹雨、面临极端恶性事件，无法与

家人团聚，无法承担家庭义务，“舍小

家为大家”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而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流血牺

牲。前一刻还与宗大伟互怼的老友

兼工作伙伴章宁，下一刻便躺在血泊

中，他如同观影的所有人一样，有个

性有妻儿有朋友，却被战乱带走了生

命。

《万里征途》引发观众共情却不

矫情，宗大伟与成朗的“出征”符合当

下社会中的基本价值框架，而影片叙

事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英雄荣

誉的构成特质：出色的外交能力、强

大的精神特质、不畏艰难的坚韧、义

不容辞的责任感、家国一体的文化基

因等等，他们并不刻意追求和捍卫荣

誉，但强烈的情感推动却成就了英雄

之路。对新时代英雄的重新定位，对

影像的深刻把握，以情感推动故事发

展，引发观众共情和共鸣，是《万里归

途》成为新主流佳片的特色之一。

不上纲上线：英雄的“神格”

与国家形象建构

英雄在史诗中的形象建构往往

是以半人半神或者是超乎凡人的形

象出现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英

雄身上本身具有“神格”赋予的超能

力，帮助他们完成凡人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而在《万里归途》中的中国外

交官，其获得“神格”的前提就是国家

赋予的强大自信。

与以往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是，国

家的强大并没有在影片中直接出现，

没有用军事或者其他具有强烈震慑

性的力量来展示，但是与百年前中国

外交大臣悲愤地说出“弱国无外交”

相比，拿出外交护照的中国外交官显

得无比骄傲与自信。

影片中，国家没有出现却又无

处不在。手无寸铁、仅凭中国外交

护照的宗大伟穿过层层关卡，穿过

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武装区逆向

而行，使尽各种手段与边境馆哈桑

沟通，最终打通边境通道。在得知

已逝伙伴章宁妻子白婳失联，又毅

然出发，开启了带领125人徒步跨越

战区、沙漠前往迪拉特的英雄之旅，

宗大伟坚信去迪拉特是最好的选

择。做出这样的选择就在于他知

道，祖国不会放弃每一个在外的中

国人，也相信祖国的科技力量一定

会找到他们，带他们回家。

将个人英雄主义与国家形象建

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影片的又

一大突破点，作为手无寸铁的外交

官，面对枪林弹雨，面对反政府武装

的胁迫，面对生死抉择，面对困难重

重漫漫长路的征程，如何能将这性

情各异、心思各异的125人在物资短

缺设备短缺的条件下带回家，这不

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而赋予“神

格”的就是祖国，就是中国外交官的

身份。

虽然是以“撤侨”这样一个以国

家行动为摹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

件为基底，但一切影像化的叙事都是

当下的历史叙事，克罗齐在《历史学

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提出“历史对当前有什么

意义”，即历史叙述与当前的思想、兴

趣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一

部带有一定的观念指向的影片，《万

里归途》并没有呈现出一般概念电影

主题先行的缺陷，而是将理性的思考

惯用影像的方式表达在自己的片中。

影片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来传递

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呼吁，在一

开篇就展示战争的残酷——炮火连

天，哀鸿遍野，悬吊在高处的死尸更

是触目惊心，生命在此时显得脆弱而

毫无尊严，与片尾的国内过年的烟火

气做出强烈的视觉对比，呼唤和平、

热爱和平、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内化

为影片的观念与文化主题，从而使这

种理念进入国家形象的树立并获得

新的生命。

不刻意煽情：

用镜头讲好电影故事

无论是过去的红色经典，曾经的

主旋律影片，还是被赋予新名称的新

主流大片，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以镜头

的语言吸引观众的眼球。以电影本

体的魅力让观众走进电影院，才能完

成一部优秀影片的全部生产。也就

是说，用镜头讲好故事才是硬道理。

《万里归途》是当代电影工业化

的产物，在国内顶级团队的加持下特

效特技自然不在话下，张译、殷桃、王

俊凯、张子贤等演员精湛专业的表

演，使得文官戏也达到了惊心动魄的

大片质感。百余人长队穿越千里黄

沙的实景画面，不仅带来视觉感官刺

激，更具有史诗般的厚重感。

对于当代叙事来讲，单纯以宣教

为方向的影像叙事显然不能够打动

观众的心，以口号或者是一味的煽情

并不能让年轻的观众买账，真正讲好

当代人的故事才是第一要务，显然以

叙事见长的导演饶晓志在这方面拿

捏得很准确。对于外交官的生活其

实大多数人是陌生的，即便是身居国

外的中国人，若非碰到极端事件也鲜

少能有与外交官打交道的机会。以

外交官的视野进入电影本身就是一

个非常新奇的视点，随着外交官的工

作展开，观众才一步步知道作为外交

官实际的生活故事。电影艺术作为

大众娱乐工业的组成部分，总是会与

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连接在一

起，优秀的社会历史题材影片比比皆

是，而叙事逻辑清晰，讲好中国故事，

历史事件在鲜活的影像中重新获得

意义，无疑是《万里归途》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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