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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十年中国电影表

演艺术取得的突出成就

新时代这十年，中国电影表演艺

术伴随着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征程，伴随着中国电影不断发展繁

荣的新气象，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助力中国电影取得新辉煌等

方面，扮演了非凡卓绝、不可替代的

重要角色。具体说来，至少体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风采的引领者。老一

辈电影表演艺术家不仅留下了电影

表演艺术的经典，而且他们公而忘

私、艰苦奋斗、与时俱进、超越自我的

精神，德高望重、垂范天下，成为备受

人民热爱的人生楷模与典范，也因此

成为新时代风采的独特引领者。如

秦怡老师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最美奋斗者”、“人民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等；于蓝老师荣获了

“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时年 83岁

的牛犇老师光荣入党，习近平总书记

为此亲自回信表示祝贺和勉励。这

些已经超越了电影表演的领域，而成

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风向，这是中国

电影表演界引领时代风采的突出

表征。

（二）国家战略的助力者。新时

代这十年，大事多、喜事多，庆祝建党

百年、新中国 70 周年以及举办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中，我

们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们不辞辛劳，不

惧寒冬、酷暑，顶住疫情压力，推掉若

干商业大片的拍摄机会，哪怕只是在

舞台上几分钟的出场，哪怕是连独立

台词都没有的“群演”，这些一线表演

艺术家们都全然不去计较，而是为了

呈现最好的效果，一遍又一遍不厌其

烦地重复排练，以饱满的家国情怀为

党、为国家、为民族而倾情讴歌，精彩

演绎，以此为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性任

务而做出特殊的贡献。

（三）银幕形象的主创者。中国

电影表演艺术在新时代这十年，最主

要而集中的成就，在于成功塑造了新

时代电影新形象，创造了银幕新经

典。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组形象：

领袖形象：《血战湘江》、《古田军

号》等片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1921》中建党英豪们、《邓小平小

道》中的邓小平等领袖形象或雄健、

或飘逸、或奔放、或内敛，都呈现出以

往鲜见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领袖新

形象。

英雄形象：《长津湖》、《我和我的

祖国》、《战狼 2》、《红海行动》、《湄公

河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父

辈》、《中国医生》、《中国机长》、《守

岛人》、《烈火英雄》、《我的父亲焦裕

禄》等这些新主流电影塑造出的不同

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形象，不论是来

自真实生活原型，还是基于生活的虚

构，不论是面对自然的挑战，还是面

对内外敌人，他们呈现出的爱党、爱

国、爱人民的博大情怀与献身精神，

同样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

普通人形象：《奇迹·笨小孩》、

《人生大事》、《穿过寒冬拥抱你》、

《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

《少年的你》、《中国合伙人》、《你好，

李焕英》等塑造的则是来自百姓大众

中的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难能可贵

的是，表演者们没有让明星光环遮住

自己，而是用心、用情、用功去揣摩普

通人的心思与感受，在真诚呈现普通

人的动人形象中获得了表演艺术的

升华。

（四）电影产业的拉动者。电影

表演不仅成就了艺术，也以其高关注

度和强号召力创造了电影产业的奇

迹，新时代这十年，参与主演的电影

票房超过百亿的演员就至少有吴京、

黄渤、邓超、沈腾、张译、王宝强、刘

昊然、杜江等，这些表演者以其鲜明

的风格与特质，成为观众缘极佳的明

星，他们也因此极大地拉动了电影产

业的发展。

二、新时代十年中国电影表

演艺术的主要特点

在笔者看来，新时代十年中国

电影表演艺术体现出的主要特点可

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流。以新主流电影为主

要形态，电影表演者充分体现爱国

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主流价

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党和

国家主流价值的传播尽心尽力，同

时体现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

觉，这也成为整个电影表演艺术的

主潮流。

（二）多样。几代电影表演者都

有着出色表现。“老戏骨”们宝刀不

老，焕发青春，老艺术家们继续发光

发热：田华、王晓棠、陶玉玲、吴彦

姝、李雪健、田壮壮、陈宝国、奚美

娟、何赛飞等都创作出全新的形象；

中生代勇挑重担，成为支撑中国电

影表演的中流砥柱：张译、刘烨、黄

晓明、黄渤、佟大为、章子怡、袁泉、

徐峥、黄轩、张涵予、张嘉译等渐入

佳境，推出了有分量、有深度的全新

代表作；新生代充满活力，成为异军

突起的表演力量新担当：朱一龙、易

烊千玺、周冬雨、张子枫、吴磊、刘昊

然等不仅靠年轻颜值，更比拼表演

艺术能力，拿出来令人惊艳的优秀

作品。此外，非传统电影来源的演

员，来自喜剧、小品、综艺的演员，也

成为了中国电影表演的独特风景：

沈腾、马丽、张小斐、贾玲等，也以他

们特别的吸引力，拿出了相当叫座

的作品。

（三）创新。新时代十年在电影

表演的内涵和方式上，特别是银幕

形象塑造上，对以往的表演，有突

破，有创新性探索，这集中体现在至

少以下几个方面：

领袖人物的平凡化表达：如《邓

小平小道》中卢奇扮演的邓小平，一

反以往更多着眼于国家、社会、世界

等宏大维度的领袖塑造惯性，而是

聚焦于家庭内外，更多着眼于一位

老人，与妻子、儿子、工友、邻居孩子

等多重关系，在深沉而又灼热的爱

情、亲情、友情等情感上展开细腻深

挖，呈现出一位银幕上从未见过的

动人心魄的“这一个”邓小平光彩照

人的全新形象，也是大家公认的迄

今最感人的邓小平形象。

英雄人物的人性化表达：如《守

岛人》中刘烨扮演的王继才，同样摒

弃了以往这一类英雄模范人物塑造

中难以避免的过于“高大上”的刻板

模式，而是把一个曾经紧张、焦虑、

惊恐、寂寞、愤懑的守岛青年，如何

一步步在适应孤岛中慢慢习惯甚至

爱上这个小岛的心路历程、情感历

程，通过与父亲、妻子、女儿、战友等

多重关系的精准、细腻的拿捏把握，

予以淋漓尽致的精到演绎。

普通人的传奇化表达：如《我不

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本是一

个走入绝境的小药贩子，为了生存

稀里糊涂做起了“假药”，没想到意

外成了万千病友的救命之药，他也

因 此 被 视 为 病 友 们 心 目 中 的“ 英

雄”，徐峥以略带喜剧性夸张的表

演，把这个小人物塑造得“神乎其

神”，从而塑造出银幕上令人难忘的

一个极其特别而鲜明的形象。

三、新时代中国电影表演艺

术发展的未来思考

由于电影演员群体特殊的社会

关注度，媒体环境的变化，使得电影

演员作为公众人物的曝光度、话题

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和关注。

新时代十年来一些产生了重大社会

影响的问题，也暴露出演员群体当

中的一些需要警醒的问题。如天价

阴阳合同、代言不当商业广告、追逐

流量沉浸“饭圈”等问题。如何解决

这 些 社 会 关 注 、行 业 关 注 的 问 题

呢？我想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为之：

（一）加强顶层设计。应当把电

影表演艺术纳入到整个电影发展的

规划当中，更加重视电影演员在整

个电影发展、在电影强国乃至文化

强国中的独特重要作用。这不仅体

现在各类专业评奖上，也应当在国

内外重要电影、文化活动中进行有

意识的规划与设计。借助电影表演

艺术家的重要影响力，将体现中国

电影乃至体现中华文化风采的活

动、内容、价值予以更好的体现，这

不论对于演员个人发展还是对于党

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有效实现都是大

有裨益的。

（二）加强学习培训。应当通过

开展各种类型的交流、座谈、论坛、

培训等活动，邀约各个方面的名家

大家，对演员进行经常性的培训，进

而让他们可以得到政治、理论、思

想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素 养 的 积 淀 与

提升。

（三）加强生活体验。应当采取

多种渠道，组织演员经常下基层采

风，以人民为师，深入火热的生活，

给演员不断带来生活的新鲜冲击与

体验。经常深入生活，才会使演员

不会受到过多名利等的诱惑，在接

地气中培育浓烈的人民情怀。

（四）加强新人培育。电影表演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年轻新

人的不断涌现。近年来尽管电影表

演依然是年轻人热衷追逐的领域，

但由于生活积累等原因，新人培育

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开拓新人培

育的新渠道？我们倡导“思政+人

文+专业”的教育理念，也期待传统

话剧、电影表演培育外，加入诸如音

乐剧等更丰富的元素品种的学习培

育，使学生得到更开阔、更多样的

培育。

新时代十年中国电影表演艺术

影响巨大，作用显著，成就斐然，其

中经验值得认真探讨。面向未来，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期待中国电影表演艺术以更

高的站位、更大的情怀、更深的功

力、更精的表现，为中国电影强国乃

至文化强国的中国梦的实现，作出

新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近年来，湖南电影创作

努力谋好“四个局”，积极探索用多种

形式、不同视角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谋好“时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反映时代

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为了担当使

命，湖南电影奋力用光影书写波澜壮

阔的新时代。一方面，采取培训、研讨

等方式，组织电影工作者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以及党的十九

大、二十大精神，努力提高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观察、思考时代的能力和水平；

一方面，把基层采风常态化，要求电影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

关注社会发展、回应时代关切，从时代

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

题、萃取题材；最重要的是，始终强调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电影

创作以人民为主角，以人民的生活为

场景，在人民的火热生活中感知伟大

的时代，把电影创作与人民生活融为

一体，同人民一道歌颂伟大时代、书写

新时代的人民史诗。通过持续努力，

湖南近年来创作推出了一系列紧扣时

代脉搏，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

的电影精品。如聚焦“精准扶贫”政策

为中国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十八洞

村》；真实呈现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的

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大地颂歌》；展

现 40年改革大潮中农民对土地的热

爱、折射出改革开放 40年深刻变革的

《热土》。其中《十八洞村》获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

“百花奖”等多个电影大奖；《大地颂

歌》走出国门在缅甸上映。

第二，谋好“全局”。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隅。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

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

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

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

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

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近

年来，湖南电影创作扎根本土，依托湖

南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着力描写近现代以

来湖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涌现的

重要历史人物，创作拍摄了《半条棉

被》、《英雄若兰》、《何叔衡》、《堡垒》、

《追光》等一系列红色题材电影，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红色电影之路，擦

亮了“红色电影”这张“湘”字号名片。

同时还放眼全国，突破固有思维局限，

根据全国市场需求和创作风潮变化，

研发适销对路的类型片和商业片。拍

摄制作了吸引年轻观众的现实题材电

影《长沙夜生活》；推出市井生活题材

影片《亲爱的她》；开发出特色鲜明的

农村题材影片《浏阳河上》、少数民族

题材影片《父母的城市生活》、少儿题

材影片《红领巾飘飘》等。特别是注重

加强与国内国际优秀电影人、知名电

影企业合作，在商业电影创作上进行

积极探索，创作推出《学爸》、《援军明

日到达》等商业影片，并以此为基础，

结交资源，培养、提升湖南电影企业自

主运作商业影片的能力，让更多湖南

电影进入主流商业院线放映，进一步

扩大湖南电影在全国电影市场中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

第三，谋好“远局”。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

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湖南电

影既着力抓当前，更主动谋长远。

2019年和2021年分别举办了全国青年

编剧特训班、编剧研修班，深入湘西、

湘潭等地开展采风活动，搜集创作素

材。出台剧本扶持和奖励措施，广泛

吸纳国内外剧作资源，增加湖南电影

创作题材储备。2020年，组织召开了

重点电影项目规划会，围绕党和国家

的重要时间节点，征集电影题材，建立

了重点电影项目库，对重点项目重点

扶持，及时跟进落实。2021年，出台了

《湖南省电影“十四五”发展规划纲

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电影“十四

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谋划了湖南电

影“十四五”乃至较长一段时期的主要

任务。电影长远发展，关键在人。湖

南特别注重对电影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定期举办编剧、导演、制片人等培

训班，锻造一批年轻电影人才。加强

与湘籍电影名家的联络，为湘籍电影

名家张冀等设立了电影工作室。支持

有基础的高校加大电影教育力度，加

强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电影评论等

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四，谋好“钱局”。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湖南电影创

作树立正确的效益观，始终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同时也努力为电影谋取产业

和资本支持。一方面，加大对创作的扶

持力度，每年扶持1-2部重点电影剧本

创作，给予每部 100万-200万元资助，

对本省定题制作的重点电影给予每部

300万元左右的资助。还积极推动本省

电影申报国家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和文

产资金。另一方面，鼓励本土电影企业

向社会融资，自主运作商业影片，增强

自身造血功能，如黄渤主演的《学爸》及

耗资五个多亿的《援军明日到达》，投资

均来源于社会资本。为了更好地让电

影项目找到资金，湖南正在筹建一个大

型电影资讯平台——“湖南电影圈”，对

外发布优质电影项目讯息，吸引更多社

会资本进入电影领域，既参与电影的创

作拍摄，也致力于对电影周边产品的研

发和营销。此外，湖南还鼓励电影企业

与著名旅游景点合作，开发景区题材的

类型片，做好“电影+旅游”这篇文章；与

专业视频网站合作，开发适合网上观众

的电影。等等。在未来几年，争取逐步

在湖南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电影市场

主体。

要之，面对疫情的冲击，湖南电影

创作信念坚定，一直都在积极谋划，苦

炼内功，整合资源，摸清方向，为深蹲

之后的下一次起跳积蓄能量。

（作者系湖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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