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10 中国电影报 2022.10.26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文/ 杨 鸽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虞 晓

■
文/

章
文
哲

黄
琳

饶晓志导演的《万里归途》围绕

近年来我国真实的撤侨经历，讲述了

中国驻努米亚共和国（虚构）外交官

员们在该国爆发战乱时挺身而出，用

智慧和勇气护卫我国民众安全归国

的故事。《万里归途》在类型化叙事和

影像风格探索上呈现出鲜明的人民

性特质，体现为影片以人民为核心的

角色塑造策略，以定能平安归国的信

念感为核心的影像组织策略，以家园

情感为内核的影片观念和抒情策

略。近年来，国内外的撤侨题材影片

集中出现，以超类型片的样式杂糅了

战争片、悬疑惊悚片和动作片等多个

电影类型中关注战争与和平、犯罪与

惩戒、暴乱与营救的叙事和影像元

素。相较于国外的同类影片如《逃离

德 黑 兰》（2012）、《菲 利 普 船 长》

（2013）、《摩加迪沙》（2021）等，《万里

归途》不仅更加突显了具备人民性的

国家英雄形象，同时也强调了海外同

胞的爱国情怀与归国信念。

一、人民性：

类型角色的精神赋能

《万里归途》在赋能类型角色精

神内涵的过程中，通过强化角色的反

思、内省和对话的意识，完成了作为

精神内核的人民性与作为叙事动力

的角色性格间的有效缝合。前驻努

米亚共和国外交官宗大伟是决定影

片类型基调的主要角色，他具有统一

且强烈的动机，即排除万难，带祖国

人民安全回家。在看似单一的角色

动机下，缠绕着丰富多元的矛盾意

愿，如心怀驻外撤侨任务但也眷恋待

产妻子，坚定相信营救必然成功但也

未雨绸缪设计焰火信号，在人民和祖

国面前尽显忠诚本色但在危机情境

与危险人物前又颇具江湖气质。宗

大伟在面对与祖国失联、与友人分别

和与挚爱告别时的独立、自省和共情

意识，帮助他在危难之中作出正确撤

侨决定。而他的种种行动，也串联起

了撤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将其转

换为类型化叙事元素。在逆境和乱

世中摸索安全与秩序的归国道路，在

与领事馆失去联系时任不放弃任何

一位中国同胞，在遭遇外国武装力量

生命威胁时任不失外交原则。宗大

伟的每一次决策都试图在确保全体

同胞生命安全与兼顾特殊个体利益

间达到均衡。这种集体与个人、自我

与他人、信念与欲望间的矛盾成为制

约宗大伟行动的内在力量。

二、信念感：

影像秩序的回归坐标

战争与动乱影像是《万里归途》

营造撤侨故事情境、制造危机冲突、

烘托悬念氛围的主要元素。保卫祖

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是影片串联失序

和秩序场面，调和战争动乱与和平家

园影像的核心观念。影片借助在战

火中通行的交通工具、受损破败的各

类建筑、处于极端气候中的户外环

境，在叙事空间层面区分出了战争与

动乱影像的具体坐标。躁动与危机

四伏的失序影像总是伴随着相对安

全和宁静的空间，即作为镜头外叙事

空间，也作为与剧情无关的心理和想

象性空间，为影片提供源源不断的叙

事动力和类型特质。最具代表性的

段落是宗大伟、成朗和白婳心怀归国

信念，带领众多同胞穿越沙漠奔赴努

米亚共和国的陆路边境，却屡次遭受

武装分子阻扰的漫长离境归国过

程。影片颇有新意的借用《一千零一

夜》中辛巴达冒险远航的故事，通过

小女孩法提玛的念白，增设了一个想

象层面的文学故事。同时，影片又时

刻暗示着镜头之外（短暂且相对安全

的无人沙漠之外）潜藏着的动乱危机

和反动武装埋伏风险，促使观众不断

回忆起影片开场之处营造的战争与

动乱影像，在观众不可见的影像层

面，并置起文学与电影叙事空间的互

文修辞。如此，影片也就有别于其他

撤侨题材影片，在故事讲述和危机营

造层面呈现出了层次丰富的共情空

间与想象余地。

三、归家情：

家国情怀的情感基点

通过书写平民英雄在时代境遇

下的选择来传达影片的核心价值是

国内外撤侨题材影片的共同特征。

《战狼2》中冷锋孤身奋战、执行撤侨

行动；《红海行动》中杨锐和蛟龙突击

队队员们的极致配合，保卫同胞安

全、维护区域和平。与同类影片不

同，《万里归途》讲述的是外交官的撤

侨故事。处理好手无寸铁的外交官

与全副武装的外国军事力量间的博

弈关系，这一看似更为明确和集中的

情节特质，实则是影片类型化的难

点。真正推动影片情节发展，也即促

成同胞安全归国使命的最终力量，仍

然是遍布在危机情境和战乱影像之

下的归家情怀。该情怀不仅体现在

宗大伟、成朗和章宁等外交官身上，

同时也普遍存在于每一位在异国他

乡工作生活的同胞心中。

国家意识和归家之情是《万里归

途》借撤侨故事表达国家自信和民族

自豪的具体路径。影片中宗大伟将

国家利益和同胞安危前置于个人生

命和小家幸福之前，不同与同类影片

自上而下式的角色塑造与剧情编排，

《万里归途》在后半段落呈现出了一

种接近“个人化”的叙事，引起了观众

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在影片结尾的处理上，一反过往

撤侨题材影片以盛大的迎接英雄归

国的场面作为收束，取而代之的是宗

大伟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北京胡同中

穿梭至家中，战火变成了烟花、枪林

弹雨变成了邻里拜年，挪用了中国迎

新年的符号元素，将“归家团圆”作为

中华文化传统重要部分的内涵深

化。而同一角色穿梭在不同的叙事

空间中形成了前后巨大的反差，将战

争与和平的对立通过镜头语言书

写。动乱撤侨空间中宗大伟坚毅刚

强、自信果断的外交官身影回到家庭

空间后，转变为温柔慈爱、平凡伟大

的父亲形象。对回家的渴望是具有

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愿望，影片将家

国情怀这一宏大命题放置于“归家”

这一看似微小的心愿之上，引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撤侨真实故事，将对家的

思念与对国的热爱紧密联结。正如

影片英文名“Coming Home”（回家）

呈现出的双重旨意，回到家和归于国

最终统一在影片所刻画的心怀人民、

充满信念和眷恋家国的英雄形象之

中。这一双重旨意在影片中的自然

融合使得《万里归途》没有价值层面

的“强行”施加，或是个人英雄的突显

刻画，而是一次贴近于真实、贴近于

人民的真实心灵之旅、现实情感回

归。

（章文哲，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

院讲师；黄琳，福建师范大学2022级

硕士研究生）

依托于新主流电影的不断发

展创新，国庆档期近年来已经成为

这一类影片集中接受市场检验的

重要时段。今年国庆档，在院线电

影《万里归途》凭借强大的口碑效

应夺冠的同时，10 月 2 日上线的

《特级英雄黄继光》也迅速成为了

爱奇艺等网络平台热播度最高的

影片。两部影片从类型题材、故事

发生的年代到制作规模其实有着

巨大的差异，相较于同档期其他电

影，它们能赢得观众认可的共性在

于，通过对主人公人情、人性的描

写，塑造了更贴近普通人的英雄形

象，让故事有了更真实的质感和动

人的力量。

在《万里归途》中，张译饰演的

外交官宗大伟面对危险和困难，也

会和普通人一样害怕、紧张、犹豫，

主人公手无寸铁，却要从战乱之地

带领100多个同胞回到祖国，这种

反差构成了支撑影片强大的戏剧

张力。黄继光的故事要讲好挑战

更大一些，作为著名的战斗英雄，

他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的经历早已

家喻户晓。影片要吸引观众，叙事

重心并不是黄继光做出了舍身堵

机枪的英雄壮举，而是一个普通的

中国农村孩子，如何成长为伟大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

而要讲好人物/角色的变化成

长，就必须要回到他生活的历史时

空，成长的地域风俗等具体的文化

细节之中，这些细节构成的环境和

经历塑造了人物的内在心理，而心

理又导致了外在的行为动作。《特

级英雄黄继光》的叙事可以分为现

实时空和回忆时空两个部分。现

实中的故事在时间轴上顺序展开，

表现了1952年10月13日到20日，

也就是黄继光牺牲前一周的战斗

生活经历。当中通过倒叙的形式，

穿插进了他在老家参军入伍以及

在东北接受新兵训练等内容，构成

了回忆时空的部分。

对细节真实性的“计较”，让影

片现实时空中的战斗戏尤为精

彩。为追求战斗环境和战斗过程

的真实，创作团队在前期勘景时，

去过东北、山东等地，“最后发现河

南一山区的形状、高度都比较合

适”，选好拍摄地点后，演员们持枪

一遍遍去体验战斗的的过程。影

片带来了几乎前所未见的战争场

景，隐蔽在坑道内的战士，也会因

为美军重炮连续轰击的震动口鼻

流血，身受重伤；以可靠性著称的

苏制波波沙冲锋枪，在严酷的战场

环境中，也会发生故障；志愿军进

攻敌人阵地时，轻重机枪以超越射

击的形式压制敌人火力……。有

评论认为，在抗美援朝战争我军以

步兵为主要兵种的背景下，影片的

步兵作战场景，有着目前国内战争

片罕见的真实度。

真实不只是再现了战斗的惨

烈和残酷，也让观众有了更丰富读

解的可能。防炮避炮带来的伤亡，

是双方武器装备差距的直观表现；

阵地上遗留的枪械几乎没有剩下

子弹，暗示着战士们在受伤或牺牲

前一直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警戒进

入潜伏阵地的场面，标志着志愿军

高超的技战术水平；手榴弹柄上刻

着“祖国相信你”，更彰显着举国上

下的士气和民心。与以往常见的

战争片不同，这部影片中没有激昂

的口号和宣讲，就在战火硝烟的缝

隙里，透露出这场战争和时代的讯

息。

更深一层的真实在于对部队

生活的表现。黄继光在牺牲前是

营部的通信员，因为不能直接参加

战斗立功而心有不甘，首长教育他

部队是一个整体，需要每个岗位的

人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影片并

没有刻意拔高黄继光的功能作用，

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普通一

兵，并没有成为推动叙事或左右战

斗结果的重要力量。但恰恰因为

他的普通，他在战斗中经历的成长

和最后的牺牲，展现了整个中国人

民志愿军的风采。

在整体写实的美学风格中，有

一处蒙太奇段落颇具深意。教导

员牺牲前把家信托付给黄继光，随

即我们听到了家信的念白，很快，

越来越多、不同口音的志愿军家信

汇合起来，形成了振聋发聩的黄钟

大吕。

这是保家卫国的写意性表达，

也是对每一个志愿军烈士的致

敬。如同《八佰》中绑着手榴弹的

战士自报姓名籍贯，然后拉燃引信

扑向敌阵的段落，姓名让他们不再

只是抽象的伤亡数字，而是成为活

生生的个体。黄继光只是这个英

雄群体中的一员，这一点在片尾的

字幕中通过志愿军第15军的战史

被再次强调，和黄继光同样英勇的

烈士，在这支军队里普遍存在。

而在回忆的时空段落中，入伍

的动机和在部队的成长为黄继光

最后的壮举进行了铺垫。这是英

雄叙事的一种常规策略，比如《董

存瑞》，但和单纯表现为了信仰或

主义而牺牲的影片不同，黄继光的

成长来自部队的培养、来自战友的

帮助，更来自与母亲的深厚感情。

听闻儿子参军的消息，母亲短

暂沉默之后含着泪说了两句“参军

光荣”，她如何忍心让孩子奔赴枪

林弹雨的战场，但也用同样的方式

在理解着这场战争的意义。黄继

光在重伤弥留之际经历了与母亲

的重逢，那句“儿啊，疼不疼!”的问

候让人潸然泪下。一个人应该是

最内在的情感需求得到抚慰和满

足之后，才能坦然面对生死，正如

《万里归途》中宗大伟在得知自己

已成为父亲之后，才有勇气在“俄

罗斯轮盘赌”的环节对自己开出

“必死”的一枪，这一枪，让他外交

官的职业身份和英雄的道德身份

得以缝合。黄继光扑向了喷吐火

舌的枪口，他是无畏的战士、是带

来胜利的英雄、也是深爱着母亲的

儿子。

应该说这是“英雄叙事”的一

种探索创新，在黄继光已经牺牲

70 年后的今天，以人类皆可共鸣

的母子之情为切入口，是对英雄人

性化书写的需要，更是让革命历史

英雄被当下观众理解和接受的叙

事策略。

在市场深受疫情影响的背景

下，《特级英雄黄继光》和《万里归

途》的成功尤其有着被探讨的价

值，如果说前者在“家与国”的叙事

中重述着今天从何而来的话题，后

者作为经典红色叙事以当代电影

为介质的赓续，正表达着富强兴盛

的时代里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最广

泛的价值观。真实的质感才会产

生动人的力量，应该是这个国庆档

给新主流电影创作的又一次启示。

于 2022 年国庆档而言，院线

电影《万里归途》作为新主流大片

的又一力作，票房与口碑双获丰

收，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在院线电

影之外，一部网络电影却成为了这

个国庆档期的惊喜——以抗美援

朝特级英雄黄继光为原型的红色

题材影片《特级英雄黄继光》自10

月 1 日上映至今，分账收益近千

万，豆瓣评分高达7.9分，是近期评

分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青年导

演、红色题材与网络电影等标签相

结合，为当下相对平淡的电影市场

增加了一抹亮色，成功达成了网络

电影的一次突围。

尊重历史，还原真实，

塑造人性化英雄形象

同样是主旋律题材影片，《特

级英雄黄继光》与《万里归途》分别

聚焦于两位不同年代的英雄人物

——在《万里归途》中，外交官宗大

伟形象对观众而言是陌生的、崭新

的，因此在其叙事流畅的基础上，

其人物形象更易于被接受。而《特

级英雄黄继光》相较于前者而言其

实更难把握，毕竟，对于每个成长

于红旗下的中国观众而言，黄继光

是一位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在观

看一部以他为名的电影时自然而

然会有人物预设。因此更显影片

当前所获得的高口碑的不易。

我们已知英雄的结局，想要讲

好故事，需要的就是人物成长的细

节。一个普通士兵如何最终成为

了一名战斗英雄——这是影片的

主线，也是观众共情的基础。影片

以插叙的方式展现黄继光参军入

伍、新兵训练以及作为一名普通的

通信兵的日常，塑造了一位充满着

爱国热情和对未来希望的少年气

满满的主人公。毕竟黄继光1931

年出生，到1952年牺牲时，年仅21

岁。这或许得益于影片主创本身

就非常年轻，导演周润泽更是一名

90后。

由周润泽的上一部作品《东北

往事：我叫刘海柱》，我们就可以看

到他对年代感的塑造和对历史的

尊重。观众们普遍认为《特级英雄

黄继光》“军事细节、服化道过硬”，

无论是阵地、坑道、服装、枪械或是

军事动作和战斗过程等，均尽量有

史可依。影片对于史实的尊重在

电影中随处可见，黄继光与母亲的

互动参考了黄继光与母亲真实的

信件、制片团队在全国堪景寻找合

适的山区地形实景拍摄……虽然

影片经费有限，但质感可与院线电

影比肩，制作方诚意可见一斑。

影片获得高口碑的原因还在

于其冷静、克制的叙事风格，即使

在故事的高潮段落“黄继光堵枪

眼”时，也没有任何煽情意图，镜头

语言十分平实，真实再现战场的残

酷。在影片抒情的想象片段中，黄

继光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边

——想象中的和平与充满硝烟的

战场相对比，黄继光的形象更加完

整——一个有着非常纯粹的爱国

热情的年轻小兵，他身在战场，有

严谨的组织、可敬的前辈和战友，

他想念母亲，也想念家乡，面对战

友的生死时也会恐惧紧张，但为了

理想他也拥有无畏热血，哪怕牺牲

也不后退。黄继光和我们每个热

爱祖国的年轻人一样，因此他生命

最后的壮举才愈发震撼人心——

我们与祖国不能分割。但英雄亦

凡人，英雄的感染力实质上是人性

的感染力。

从《特级英雄黄继光》

看网络电影的部分发展趋势

将《特级英雄黄继光》与院线

电影做对比，本身就是对影片质量

的肯定。作为一部网络电影，它确

实有些令人出乎意料。我们大可

以从这部网络电影一观近年来网

络电影在投资、类型、宣发等多方

面的发展成果。实际上影片的投

资愈千万，作为头部网络电影，其

制作成本甚至超过了部分低成本

院线作品。

随着网络电影快速发展，以及

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的互动加强，

网络电影愈发向院线电影的宣发

节奏趋同。根据不同影片类型、不

同受众群体和不同观影氛围，网络

电影逐渐走向“档期化”发展，与院

线电影档期同步推出相应适合推

广的网络电影。如《特级英雄黄继

光》上线于10月1日，符合其红色

主旋律作品的定位，在国庆档期上

映，恰如其分。

作为一部战争类型的红色题材

影片，《特级英雄黄继光》显然与大

部分观众曾经印象里的网络电影类

型不符。诚然，奇幻、喜剧、犯罪、情

感等类型还是当前网络电影的主

流，但是近些年来新主流大片（尤其

是国庆档）愈发强势，无论在口碑还

是票房号召力上，它们都是院线电

影的招牌。因而网络电影也受此影

响逐渐发展了这一类型，早《特级英

雄黄继光》一周上线的《勇士连》同

属此列。当然，就以剧作水准而言，

网络电影多元化类型创作还有很多

提升空间。因此，《特级英雄黄继

光》不仅为网络电影，也为中国电影

提供了一个讲好中国故事，讲好红

色故事的成功样本。

网络电影：“后疫情时代”

电影的多种可能

灯塔专业版网络电影千万票

房榜目前收录《鬼吹灯之湘西密

藏》、《奇门遁甲》、《倩女幽魂：人间

情》等184部分账收益过千万的影

片，其中 2018 年 20 部，2019 年 28

部，其余均为 2020 年之后上线的

作品，可见近些年网络电影的票房

潜力逐渐显现。截至笔者撰稿时，

《特级英雄黄继光》上线 22 天，累

计分账票房951万，可以想见它未

来肯定会进入网络电影千万票房

行列。

网络电影本身不受实体影院

营业与否的影响，具有在线时间

长、可重复播放等特点，可以获得

可持续性的票房收益。比如2020

年3月上映的《奇门遁甲》，到当年

6 月时累计分账近 3000 万。而在

其上映两年半之后的今天，这部影

片累计分账超过 5600 万，可见其

收益的长尾效应。

诚然，电影院的观影体验是网

络视频平台无法替代的。但从创

作角度而言，真正获得放映许可、

能够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的影

片本就少之又少。在疫情影响的

时代背景下，网络电影及网络视频

平台绝对值得我们投之以更多的

目光。或许网络电影可以为青年

影人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

也期待更多像《特级英雄黄继光》

一样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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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英雄黄继光》：

真实的质感、动人的力量

《特级英雄黄继光》：

网络电影的一次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