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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家国叙事

与跌宕个人命运的同构与共建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神基因和精髓所在，家国叙事是中国

电影的创作传统，家国同构的叙事理

念已深入电影创作者内心。新主流

大片承继传统主旋律电影家国情怀

叙事和家国话语表达特点，主题立意

继续聚焦牺牲、奉献、忠诚、担当等高

尚情怀和伟大精神，但其叙事和表达

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单一和概念化

的宣传说教方式，着眼人性挖掘和人

物刻画，将个人情感的表层叙事与家

国情怀的宏大叙事融为一体，通过塑

造具有家国情怀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讲述家国共命运的感人故事，寓教于

乐地激发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成

就感，让观众在与故事的共鸣和与人

物的共情中，获得灵魂的洗礼与精神

的升华，最终达成家与国、公与私、个

体与群体在精神层次上的同构与共

建。

以电影《战狼》为例，该片叙事分

为三个层面，第一层叙事，缉毒战士

冷锋因违抗命令私自开枪射杀武吉

而被调查，但也因其“刺头”性格和另

类表现而被特种部队女队长龙小云

看中，得以加入“战狼”战队，进入新

环境和新团体后的冷锋面临新的考

验和新的挑战，走上了从“痞”兵到英

雄的成长之路；第二层叙事，冷锋通

过“战狼”战队的层层考验，并在与队

长龙小云的交锋与相处中萌生了情

愫，其“桀骜不驯”的“痞”性也逐渐融

进“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战狼精

神之中；第三层叙事，毒枭敏豋为替

弟弟武吉报仇而雇佣外国雇佣兵侵

入我国境内对冷锋实施绝杀，冷锋和

“战狼”队友与入侵的外国雇佣兵在

枪林弹雨中展开殊死对决，最终将复

仇者就地正法，将入侵者赶出国境。

三个层次的叙事环环相扣、分层递

进、螺旋式交织发展，从“小我”到“大

我”汇聚成爱国英雄和国家力量与犯

我中华者的斗争，实现了个人英雄主

义与爱国主义的完美融合。

电影《长津湖》以长津湖战役为

故事的核心叙事轴，讲述了志愿军战

士伍爱国等人在爱国主义精神和英

勇献身精神的强烈感召下，奔赴战场

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片中梅生那

句“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

后代就不用再打了！”与平河那句“这

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

代要打”的话，与国家领袖毛泽东“打

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之语在精神

要义上遥相呼应，成为“保家”的个人

命运与“卫国”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的直接体现。

回归人性维度和生命范畴的

英雄形象塑造与刻画

英雄是国家精神和民族文化的

代表，英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银幕英雄人物是国家形象

和民族文化在精神上的凝结、浓缩、

升华和表征，讲述英雄故事、塑造英

雄形象、培育英雄精神、弘扬英雄主

义是主流影像叙事的永恒主题。《长

津湖》、《湄公河行动》等新主流大片

为契合观众对平凡英雄的心理认知，

改变对英雄的过度包装和英雄符号

化、模式化的塑造与刻画，把英雄重

新拉回到“人”的叙事范畴，赋予英雄

形象人性弱点和缺陷，聚焦能够引发

大众情感认同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

体，注重英雄人物价值结构、精神实

质和人性力量的共建，将英雄超越世

俗的远大理想和崇高价值与个人追

求、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及个人情感

有机结合，搭建起国家倡导的主流价

值观念与观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之间的共鸣之桥，塑造出广受观众接

纳与认同的平民化英雄形象。

电影《战狼》的主要人物冷锋在

性格维度和价值传播上与以往的英

雄人物形象有着明显区别，从精神维

度上看，冷锋是特种部队军人，英勇

顽强、热爱生命、性格刚烈、嫉恶如

仇，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从人

性维度上看，冷锋性格火爆，桀骜不

驯，甚至违抗军令打死犯罪分子，是

一个具有性格缺陷的“问题”军人，但

他的这种随性而为、做事不计后果的

“叛逆”性格特性让角色变得可信可

爱，强化了观众与其精神维度的连

接，激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

同。电影《长津湖》将虚构的人物角

色伍万里、“雷公”等人物角色建构进

非虚构的战争史诗之中，通过指向亲

情、友情、爱情等观照现实的人性情

感空间，塑造出了多元化、多层次、多

样态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既闪

耀着可感可敬、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精神光芒，又充满着可亲

可爱、可圈可点的质朴生活气息。胡

军饰演的“雷公”是一名超期服役的

军人，更是七连的精神坐标，当他不

顾个人安危清除敌人抛下的标识弹

时，我们看到是英雄的果敢、英勇和

不惧牺牲，而当他处于生命最后时刻

说出“疼死我了，不要把我一个人留

在这儿”时，他又从大义凛然、不惧牺

牲的英雄变成了散发着生命光芒的

普通人；还有他那句教育新兵伍万里

“别逞能”的话，更是彰显出了他对生

命的理解和尊重。电影《长津湖》凭

借丰富的叙事语言、特殊的叙事技巧

和出色的情感构建能力，塑造出了立

体化、生活化、具象化的英雄群体人

物，披着“圣衣”从神坛上走下来的

“平凡化”英雄人物，消除了与观众之

间的距离感，在宏大历史叙述、现实

观照和期待视野中与观众达成身份

认同和精神共振。

人民视角与青年接受角度下的

创作表达和影像阐释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

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

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

在”，“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

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人民性”的根本性、本质性论述是

理解包括新时代电影在内的新时代

文艺“人民性”的关键所在，为新时代

电影创作指明了新方向。

新主流大片在创作表达方面，精

准把握“人民性”的内涵论述，将承载

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贯穿在

基于“人性”的人物塑写之中，在满足

广大观众人文诉求与情感期许的基

础上，赋予故事表达和情感表述更强

的人本性特征。电影《万里归途》把

叙事视角对准章宁、宗大伟、成朗等

普通外交官，用撤侨这一具有国家使

命的事件作为叙事动力和叙事线索，

着重刻画这群普通人的个体生存状

态和情感状态，对准他们作为普通人

面对重大困境时的恐惧、痛苦、犹豫

和彷徨。影片大篇幅地展现了宗大

伟和白婳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展

示他们在使命和人性、国家和小家、

集体与个体之间的挣扎、平衡、突围

和选择，最终凭借强大的国家背书和

自身的勇气、信念、忠诚、智慧与能力

带领同胞走出危境。影片对人物生

命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关注，赋予了影

片更为深刻的人本性表现。

电影本体和观众之间是互为根

本、浑然一体的关系。电影理论家、

美学家钟惦棐先生认为电影美学“最

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了

这个，便丢掉了一切”。电影观众是

电影的消费者与欣赏者,也是电影的

“隐性”创作者，观众通过“观看”隐性

地参与影片创作并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电影创作方向。中国文联电影艺

术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电影观众调

查报告》和猫眼用户画像显示，20-29

岁的青年观众群体占比至少达50%，

青年观众更看重影片的情节和故事，

情节表现和故事内容已经成为年轻

观众评判影片的首要标准。新主流

大片在影像表达方面，充分尊重年轻

观众的观影诉求和观影体验，在气氛

营造、节奏把握、视觉呈现等方面创

造出符合年轻人观影口味和观影习

惯的美学效果。《战狼》融合动作、战

争等多种元素，既复现了当代局部战

役的精彩枪战场面，又将西式搏斗和

中式武打精确糅合，呈现了具有现代

感的中国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红

海行动》则将动作、军事、战争、警匪

片等类型特征进行有机融合，以极具

时代感的暴力美学与艺术表现，展现

了中国军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使命

担当。而作为国内科幻片的突破性

电影《流浪地球》则搭建了梦幻空间

站、太空航行、世界末日大灾难等具

有东方美学的视觉奇观，为观众呈现

了极具震撼力的视觉盛宴。

总之，新主流电影高度重视电影

化叙事和情节构建，尊重人物塑造规

律，运用新科技手段，选择类型化和

商业化表达方式，用新的话语表达方

式，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

和艺术审美特质兼容在电影叙事中，

以易为大众认知、理解和接受的叙事

逻辑回应大众情感，以契合观众认知

和心理诉求的方式展开叙事，赢得了

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和市场回报。应该说，新主流

大片的成功，是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

的成功转型和不断创新，是中国电影

整体产业化、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是对时代趋势和受众观影趋向的

准确把握，是年轻观众对国家认同感

增强、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

与国家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社会繁

荣密不可分。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

和艺术创作的不断深入，电影创作者

必将为观众呈现更多有故事内核、有

启迪价值、有人物品格、有情感温度

的优质影片，最终在商业化的叙事策

略中满足国家意志与观众情感的双

重需求，在历史性和个体性的集合阐

述中达成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陈中国，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

副处长、二级编剧；梁月芳，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科学艺术中心职员，

编剧）

四川宜宾籍著名剧作家阳翰

笙（1902-1993），是中国共产党优

秀党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全

国政协常委等职务；被人们亲切

地尊称为“翰老”。

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电影

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国电影家协

会前身）成立，阳翰笙当选首届主

席（1949-1952）。此前，笔耕不辍

的阳翰笙已为银幕奉献了诸多优

秀剧作。但他自童年起就开始构

思的剧作《草莽英雄》，直至1986

年，才由家乡四川的峨眉电影制

片厂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并上

映。

《草莽英雄》讲述了辛亥革命

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斗

争。剧作主人公“罗选青”的原

型，正是其家乡宜宾高县的英雄

人物——当地保路同志会会长罗

鲜清。

阳翰笙于 1902 年 11 月 2 日

出生在高县罗场镇，原名欧阳本

义，自幼便常听家人讲述家乡的

英雄故事。童年时，母亲就向他

讲述过太平天国的将士们途经罗

场镇的传奇往事，给他留下深刻

印象。而保路运动中罗鲜青举义

牺牲的悲壮事迹，更使他催生出

强烈的创作欲望。

罗鲜青在清朝末年的保路运

动中被推选为川南六县保路同志

会总会长，组织领导保路同志军，

最终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民国

而英勇牺牲。其家距离阳翰笙的

家只有约20多里路程。

阳翰笙曾在日记中回忆：“罗

鲜清打下筠连后，带着威武雄壮

之师，从我家乡罗场经过。他们

手持长矛大刀，激昂慷慨，义愤填

膺直取庆符、宜宾。人民夹道欢

送，鞭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街

上鞭炮纸铺了几寸厚。可是不

久，起义军失败了，抬回一具具尸

体，一路滴的血把田坎都染红

了。见此惨烈情景，我那颗愤怒

的心简直要爆炸了。”此后多年，

将罗鲜青的英雄事迹搬上银幕，

成为阳翰笙的宿愿。

1937 年 1 月，联华影业公司

邀请阳翰笙创作电影剧本。此时

的阳翰笙已是颇有名望的电影编

剧，其多年构想已然成型，很快创

作完成了《草莽英雄》的电影剧本

初稿。时值“七七事变”前夕，电

影故事忠于罗鲜清领导保路反清

抗争的基本史实，突出民族斗争

过程。可惜之后因全面抗战爆

发，电影未能投拍。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阳翰

笙曾在重庆分别担任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们都善于通

过历史话剧来借古讽今、针砭时

弊，均在创作上结出硕果。

1941 年 10 月 11 日，重庆“雾

季公演”揭开大幕。阳翰笙创作

的六幕历史话剧《天国春秋》由中

华剧艺社首演并大获成功。该剧

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天京事变”的始末，传达了

“要团结、不要内乱”的群众呼声，

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受限于时代背景，《天国春

秋》的剧作存在诸多缺憾。老舍

先生就评价该剧与《棠棣之花》相

比“全无诗意”。但这种缺憾很快

在其后的历史话剧《草莽英雄》中

得到了弥补。

阳翰笙返回高县罗场镇探亲

期间，耳闻目睹了家乡人民所遭

受的严酷剥削与欺压。他对群众

的苦难与抗争报以深切同情，对

惩恶扬善、救民水火的英雄人物

更加敬仰。

阳翰笙再次着手创作《草莽

英雄》——这部献给家乡英雄的

悲情壮歌。返乡暂住的约两个月

时间里，他通过实地考察，查阅资

料，又搜集了大量关于罗鲜清和

保路同志会的素材，将《草莽英

雄》修改创作成舞台话剧。

阳翰笙回到重庆后，虽身患

肺病和眼疾，但仍然反复修改，数

易其稿；至1942年7月，基本完成

了五幕话剧《草莽英雄》的创作。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

来一直关怀和指导这部剧作的创

作与打磨。

周恩来同志在红岩村八路军

办事处为《草莽英雄》举办了剧本

讨论会。与会者们交口称赞。郭

沫若先生更是评价这部剧作是阳

翰笙“全部作品中最成功之作，没

有一个多余的人物、场面，也没有

一件多余的事情，是一部完整的

艺术品”。

但该剧随后的上演却异常坎

坷。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双

十协定》签署后，话剧《草莽英雄》

才得以上演。演出期间反响热

烈，座无虚席。

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先生

于1983年5月率中国文联代表团

赴四川参观访问。已是 81 岁高

龄的“翰老”重回阔别 60 多年的

家乡。而关于《草莽英雄》的电影

之梦也在四川酝酿重启。

1985 年，四川峨眉电影制片

厂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联合，在

阳翰笙先生的支持下，将《草莽英

雄》改编拍摄为同名电影。该片

由赵尔寰、刘子农、谢洪、李天雄

改编，刘子农执导，夏宗佑、张国

立、王姬、郭家庆、翁显樵、赵小

锐、洪涛等联袂出演，于 1986 年

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之际上映。

该片于北京试映时就广获好

评。阳翰笙在审片后评价说：“影

片有川南特色、川味，和儿时的记

忆相似。”他感叹“终于圆了我近

半个世纪的电影梦”。

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先生

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

的：“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

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

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

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

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

事情。”

2022 年是阳翰笙先生诞辰

120周年。回顾其剧作，尤其善于

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发掘英雄楷

模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

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可谓大家

风范，泽被后学！

（作者为四川省电影家协会

理事、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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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和最闪亮的坐标。“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宣传和表彰，多次表达对英雄烈

士的深切缅怀与崇敬之情，深情讲述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深度阐述英雄模范的精神实质，

号召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总书记对英雄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提出了新要求、锚定了新坐标、指明了新方向。

电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是建构、塑造和宣传英雄人物的有效方式与有力路

径。新时代以来，电影创作者紧跟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了“我和我

的”系列、《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攀登者》、《中国机长》、

《长津湖》、《万里归途》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新主流大片”，这些影片将英雄

人物的精神内核融入到生动的叙事之中，将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呈现在动人心魄的故事之

中，达成了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的和谐统一，日趋成为国产电影创作的主流

和市场的主角。

新主流大片能够引领观影热潮，取得票房佳绩，在于其超越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

与故事套路，通过与观众共筑精神家园、共振人物情感、共建平民视角，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深

度、精神厚度和观赏力度，实现了故事策略和内容品质的全方位突破，最终成为引领中国电

影创新发展的新力量和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