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

作方针下，结合了舞剧电影类型与戏

剧、歌曲、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主旋律舞

蹈电影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类型。

这些影片在主题表现上典范性地表达

了不同时期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和价

值，承担起重要的社会功能；同时在叙

事建构上集各种艺术形式之长，不断突

破创新，形成了一批具有重大文化与艺

术意义的经典作品。

主旋律电影中

红色舞蹈的主题表现

主旋律电影中的红色舞蹈直接来

源于建构于20世纪、将性别、民族、阶级

和种族平等的文化特征与政治命题融

入舞蹈编排的中国民族舞剧；而电影中

红色舞蹈的主题也与《红军舞》、《夫妻

识字》、《工人舞》、《人民胜利万岁》、《村

女舞》、《乘风破浪》、《兄妹开荒》与《和

平鸽》等具有长篇叙事风格与复杂政治

议题的中国民族舞剧一脉相承。在东

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交织杂糅的交叉点上，中国舞蹈家一

方面积极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来改

造带有资产阶级、陈腐老套及与中国民

众生活无关的消极主题，一边在与工农

大众的劳动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将

民族化、革命化和群众化的精神加入红

色舞蹈的主题表现中。其中一些广受

人民群众喜爱的舞剧在稍加改动之后

被“移植”或“翻拍”为电影，直接影响了

主旋律电影中红色舞蹈的主题表现。

例如，潘文展与傅杰拍摄的舞剧电

影《红色娘子军》，便以震撼人心的悲壮

风格、气势恢宏的宏大主题与历久弥新

的诸多人物形象影响了几代中国观

众。《红色娘子军》结合了六十年代谢晋

拍摄的同名电影，以及当时流行的革命

样板戏主题样式，在红色电影的谱系中

首次艺术性、写意性地塑造了“穿足尖

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舞与电

影两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其中的男女

主角——洪长青和吴清华更成为革命

主题故事中男女英雄人物的典型化

身。《红色娘子军》以巴黎舞的形式传达

着革命理念，是创新形式融合历史服务

现实的产物。在主题表现上，主旋律电

影中红色舞蹈所宣扬的是一种革命现

实和阶级情感，它诞生之际就以其天然

内嵌的政治文化内涵和芭蕾民族化舞

蹈本体表达构成了一种“双轨并行”文

艺阐释体的可能性。

主旋律电影中

红色舞蹈的叙事建构

主旋律电影中红色舞蹈由于成功

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党性坚定的典型

英雄人物、讲述了许多脍炙人口、代代

相传的故事而著称。但事实上，主旋律

电影中红色舞蹈的叙事建构并没有一

般观众理解的那样简单。从最基本的

表现方式上说，红色舞蹈的叙事很大程

度上依赖着以象征主义为基调的抽象

表现法，且融合了芭蕾、西方现代舞等

舞种，其音乐曲风与伴奏乐器也具有西

洋化的风格。将这些元素融入主旋律

电影中，开启主旋律电影中红色舞蹈的

社会主义方向，本身是主旋律电影中红

色舞蹈叙事建构中的重要问题。为了

让国际化舞蹈的语言形式适应中国革

命的故事，体现中国社会的文化理想与

时代诉求，诸多艺术家作出了诸多积极

而有效的尝试。

在武兆堤导演、汪曾祺填词、北京

京剧团集体改编的京剧电影《沙家浜》

采用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舞台造型

与表演方式。交响化的音乐语汇在相

同的主题段落部分加以不同的情感色

彩，一步步展现出革命信仰的力量；舞

台灯具与戏剧化的造型配合充满力量

感的肢体动作，充分配合了音乐与台

词，展现出不同身份立场的人物相互周

旋的紧张感。尤其是其中的女主角“阿

庆嫂”站如松、动如风，动作干净利落，

气场强大，举手投足间都展示出一位女

性革命家的风采；《智斗》段落中，阿庆

嫂、刁德一、胡传魁三个人各有说出口

的应酬话，整个对话过程环环相扣，虚

虚实实真真假假。既复杂得有趣，让整

体节奏紧凑、扣人心弦，成为家喻户晓

的经典。

主旋律电影与红色舞蹈

在新时期的创新与发展

由于讲述的故事多以革命历史时

期的斗争为主，因此当前有一种流行

的观念认为主旋律电影与红色舞蹈是

独属于上个世纪的产物，主旋律电影

中红色舞蹈在当下的文化现象中已经

逐渐消失，更加具有观赏性的商业电

影将替代它们。事实上，尽管类似《红

色娘子军》、《沙家浜》式的宣教红色影

片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流，但我们依

旧继承并发展着主旋律电影中红色舞

蹈中的主题表现与叙事建构。这些宝

贵的思想与艺术资源，终将让我们在

全球流行文化娱乐至死的盛装下保留

自身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在近些年的作品中，红色舞蹈已

经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电影的叙事中

许多电影都选择在现实主义史实考证

的基础上，用浪漫主义的情怀来搭起

通往历史的桥梁，即使是在非典型主

旋律电影中，也让娱乐时代的观众们

再度感受到主旋律电影中的真善美。

《山楂树之恋》中的舞蹈《闪闪的红星》

是塑造男女主角的重要手段，它堆叠

了内在于中国观众历史记忆中的感受

和情怀，融合了光的元素与影的动律，

呈现出舞蹈对青春生命的致敬；《归

来》中的丹丹苦练芭蕾，一心想要在芭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演女主角吴

清华。在展示排练与联系的段落中，

纯真善良的丹丹在舞台的灯光下呈现

出复古照片中的雕塑感和纸张感，仿

佛是蕴含光华的舞蹈少女塑像。这份

投身革命事业与艺术的崇高理想曾经

与一代人的青春紧密相融，而在主旋

律电影中，它们承载着剧中角色的真

情实感，真真切切地显现在普通人的

身上，令观众得以从中看到革命理想

焕发的青春光彩。

（作者为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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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中红色舞蹈的主题表现与叙事建构
■文/李佳烨

■文/李文博

伴随着近年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

举世共睹的优秀成绩，一大批贴近时代、

贴近观众心灵的优秀扶贫题材影视作品

也出现在人民大众喜爱的艺术片单中。

这些扶贫题材影视剧作品一方面从“美”

的感性层面浸染心灵，具有视听审美、陶

冶情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事理”的

理性层面贴近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对

于国家大力扶贫脱贫的事迹具有良好的

形态宣传效果。对于广大处于思想塑型

阶段的大学生而言，扶贫题材影视作品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是重要的教

育活动。在学习与生活中观看扶贫题材

影视作品，有利于大学生在思想教育中

融合实在的情感与正确的价值，以积极

的心态与充沛的热情走上广大的社会舞

台，加入国家发展的伟大航程。

在现实背景下

提高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积极性

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积极的态度是

当代大学生在塑造正确思想精神必不

可缺的营养。但在当前大学生的实际

思政教育当中，却存在着两大影响大学

生积极性的现实问题。首先是多种教

育资源的联合育人机制尚不健全，仅靠

传统思政课堂上的教学资源，或者依靠

教师的课堂宣讲开展思政工作，很容易

给人造成单调乏味的印象；其次是现有

大学评学评教制度偏重业务评价，思政

教育很难像一般专业课程一样建立起

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激励制度，许

多思政教学往往停留在知识灌输的过

程中，没有到达情感熏陶的层面，很难

真正提高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积极性。

在此背景下，与传统课堂教学相配

合，将优秀的扶贫题材影视作品引入大

学课程设计、围绕影片内容建立有效的

情感激励制度，对于提升大学生对思政

教育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当下，越

来越多的扶贫题材影视剧作品成为大

学生接受爱国情感、接受正能量的观

念型塑空间。在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

中，融通传统知识性教学方式与美育

性的影视作品宣讲，充分利用大学生

喜闻乐见的方式，拓展思政教育的教

学渠道与教学空间，可以充分激发大

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实际兴趣。例如讲

述云南村寨扶贫故事的《你是我的一

束光》，这部影片在题材上对准的是一

再推迟婚期的歌手、乡村企业家、乡村

医生、少数民族艺人、乡村教师等平凡

而伟大的、脱贫第一线的工作者，充满

真情实感；剧作剑走偏锋，没有直接描

写这些村镇干部如何辛劳，而是从观

众的好奇心与探求视角出发，展示了

影片中数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是如何

战胜困难如何成为“英雄”的，对大学

生观众而言非常具有剧作结构上的悬

疑感与吸引力。电影最后出现了云南

省牺牲在脱贫攻坚工作的扶贫干部的

名字。他们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

家庭，他们的牺牲留给家人的是无限的

思念与怀想，也留给了观众无穷的榜样

力量。影片《你是我的一束光》在致敬

扶贫英雄的同时，也从观众求知欲的角

度出发挖掘并放大了每个“偶像”背后

实际支撑着人物行动的情感张力，在真

切的情感升华中实实在在在地完成了

一份扶贫精神从银幕内到银幕外的传

承。其中许多故事都十分贴近当代大

学生的实际情感生活，例如一位原本心

中只有“小我”的落魄音乐人穆随心，他

为了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开始了组建

女团并且实现音乐的梦想，邂逅了一位

具有极高音乐天赋的女孩彭彭。彭彭可

以闪耀霓虹舞台，也怀着一颗改变农村

贫困现状的热情之心深入劳动田间地

头，在扶贫过程中成为了村民心中的一

束光，也成为穆随心心里的一束光。彭

彭的积极性彻底改变了这位消极的音乐

人，将他也拉入了献身乡村建设的伟大

历程中。这样的影片将扶贫工作者的心

路历程映照为牺牲与传承的火把，照亮

了其他人却燃烧了自己，并启示青年观

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激励他们接过将

这份精神的火炬并将其代代相传。将扶

贫题材影视剧作品引入思政课堂，可以

充分发挥扶贫题材影视作品在思政教育

中的情感激励效应，激励和引领当代大

学生实实在在地坚定理想信念。

在真善美的熏陶中

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优秀的扶贫题材影视作品中蕴含

着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与信念感，观众在欣赏影片时可以自然

而然地通过其艺术熏陶感受正能量，树

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当前的思政课

程体系中，单一的教学内容很难从实际

效果上提升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部分学

校与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信念感

本身就有待加强，其态度也会影响到学

生的信念树立与认识偏差，一些大学生

单纯追求个人专业水平的提升，忽略了

在教育过程中形成过硬政治素养与良

好品格精神追求。

在此背景下，用艺术的形式促进思

想引领，借助扶贫题材影视作品“真”

“善”“美”的力量化解传统思政教学的

僵化风险，以视听艺术的美学体验熏陶

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带动大学生生牢

固树立正确的三观，形成和巩固正确的

理想信念。在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中，

青年女性黄文秀在毕业后放弃了北京

国家电网的高薪工作，转而回到广西老

家，当起了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驻村

三个月就让十几户人家脱了贫。作为

“外乡人”的黄文秀带着立志扎根农村，

凭借着慢慢的信念感一头扎进了村户

人家与小村官场盘根错杂的纠葛——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趟的“浑水”中，作为

第一书记代领当地党员和村民们采取

多种手段脱贫，她是一个真正干实事，

干正事，有责任有担当，将人民群众放

心里的好干部。当你以为电视剧中又

会上演官场的勾心斗角时，你会惊讶地

发现，黄文秀连理都没理，而是转换赛

道，以强大的信念感一心扑在扶贫上，整

日忙里忙外。讲述西海固脱贫故事的

《山海情》同样展现了脱贫视野中的“真”

“善”“美”，其中的内容既贴近社会真实

情况，又兼顾影视艺术的审美性，德福、

水花等充满信念的新青年成为青年观众

的榜样。德福跟村领导一起跑断了腿又

磨破了嘴，一家一户做工作，总算打开了

吊庄移民的局面；水花想给作物浇水，就

得一车一车从临村往回拉，好不容易联

系到了临村扬水站，但水费贵得离谱，他

们又咬牙坚持一点点克服……这是一幅

荡漾理想主义浪漫又蕴含现实主义真切

的画作，西北山沟里的涌泉村和海边的

莆田搭着膀子共进，共同展现出了贫困

中卯着劲儿活下去的人们坚持到底的辽

阔精神。

《大山的女儿》与《山海情》这样的

脱贫电视剧真正做到了“讲好中国好故

事”，深刻挖掘出了当代扶贫题材影视

作品中适合展现给观众的思政元素，特

别适合引入大学思政教育的实践当

中。观众在“真”“善”“美”的艺术情境

中，看到剧中每位党员干部无私的付

出，就算自己不是百坭村或西海固的村

民，也是真的会为其感动；通过感受这

些时代青年带领大家脱贫的事迹，不仅

可以陶冶艺术与审美情操，更可以切实

提高大学生观众的信念感与人文素养；

还有剧中那些懂得感恩，愿意舍小家为

大家的老百姓，也着实会令大学生观众

热泪盈眶。“只要根须扎得进三尺厚，

飞沙黄土也拔得出万千生机。”扶贫题

材影视作品不仅仅只是消遣娱乐用的

电影与电视剧作品，也可以通过感人至

深的真实故事、主人公强大的善意与信

念感，以及永远积极进取、青春洋溢的

美感激发大学生对国家扶贫事业的兴

趣，促进高校思政教育中对大学生积极

进取信念、报销祖国精神的培养。

在时代需求中激励大学生

到重点领域建功立业

要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

扶贫题材影视剧作品构建课内外贯通、

艺术与知识贯通的全新大学思政教育机

制，发挥扶贫题材影视剧作品与课堂教

学的合力作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实际效果，就要坚持与时代需求携手

同行，回应时代脉搏与人民心声。现实

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业创业，成

为当下大学生中越来越流行的选择。博

大的祖国大地与广袤的名山大川都是当

代中国青年奋斗拼搏的舞台，贫穷边缘

的沙土上也将铭记他们的豪情壮志与远

大梦想。

在此背景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可以

利用扶贫题材影视剧作品，将课外的扶

贫题材影视作品与课内的思政知识理念

相互融通，引导学生多发现生活中的中

国故事与中国信念，在知识传道和价值

引导的结合中在好时代中感悟好作品，

通过好作品感悟好时代，主动瞄准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到国家重点号召前往的

重要领域实现自身价值。在近年来的

扶贫题材电影作品中，讲述青年学子回

乡创业的《一点就到家》中，三个性格迥

异的青年学子在毕业后身怀理想，回到

养育他们的云南千年古寨，利用这里的

自然文化资源共同创业。他们坚持违背

了云南茶乡几百年以来种茶的“传统”，

种下了几百亩的咖啡，并对电商渠道善

加利用，克服各种困难实现了自己的创

业梦。

这类影片中，一幕幕喜怒哀乐彰显

着年轻创业者在日常中的各种境遇，用

艺术的形式描绘出云南茶乡的美好自然

图景，向观众展示了诸多关于基层农村人

民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朴素情感与精神

生活等各方面的景象，并将创业故事与这

些自然人文风貌加以结合，呈现出独特的

艺术魅力和劲健的文化张力。当前，毅然

走向乡村、走向基层，不仅是缓解高校毕

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应对策略，也是新一代

青年在时代需求中将个人功业的建立同

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的、富有时代意义的新

选择。这样的作品引导大学生感受扶贫

题材影视剧作品中切实存在的时代需求，

并以此为激励，鼓励广大大学生在实践中

感悟国家的实际需要，到重点领域去建

功立业。

（作者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培训学

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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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主旋律电影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理论，其中国化

时代化和大众化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凝聚，事关全国各族人民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和谐统一。习主

席说过，只有让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

百姓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才能真正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成为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物质力量。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已经成

为影视、教育、报刊、新闻等领域的重大

课题，其中新主旋律电影异军突起，在

继承发展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创

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形式，丰富拓

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内涵，成为当下我

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依托。

通俗化：新主旋律电影

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诠释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

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

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

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而传统

的主旋律电影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

的通俗化传播。传统主旋律电影理论

思想说教性过于明显和刻意，故事情节

趋向单一缺乏新颖性，电影内容逐渐空

洞僵化缺乏生活性和艺术性，因而传统

主旋律电影在如今看来已经不能满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

也不具备市场影响力。

新主旋律电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大

众化传播首先具有通俗化，具体化的显

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一方面，新主旋律电影以“普通人”的生

活情感经历为视角展开叙事，将关注点

从特定主体转换为人物群像。比如《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革命者》

等对平凡小人物情感和成长经历的具体

刻画，摆脱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公式化的

人物刻画方式，用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

人物群像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

年人内心深处浓郁的家国情怀和奋斗信

念，使得主旋律电影的情感主旨更加深

入人心。另一方面，新主旋律电影中的

重要领导人和革命英雄形象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伟人形象，而是更加接地气，更

加生动鲜活和贴近人民大众，他们是伟

人、是英雄的同时也具有普通人的性格

爱好和情感情绪。比如《建国大业》中对

毛泽东同志吃辣椒情景、《觉醒年代》中

鲁迅先生举木板辞职抗议的情景和陈独

秀发自肺腑的困惑和思考……这些新主

旋律电影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都在告

诉当代大众，英雄也是平凡人，普通人也

能成为勇士。

现实性：新主旋律电影中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思考

新主旋律电影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

和传播更加注重立足实践，着眼当下，表

达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求索。一方面，近

几年上映的新主旋律电影如《湄公河行

动》、《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不仅口碑

票房突出，并且均取材改编显示真实事

件。这表明当下新主旋律电影所聚焦的

主题已不单单局限于革命题材，而是拓展

到了当下社会现实，将目光投向退伍军人

以及机长、消防员等平凡岗位的先进模

范，更加深入的走进人民大众。讲好中国

故事，展现新时代英雄群像，表现当代中

国人的崇高信仰信念和国家万象，符合当

代中国观众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更有效

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

新主旋律电影也在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

表达对社会现实发展的思考。《我和我的

家乡》、《一点就到家》等影片，让主旋律电

影从宏观的家国历史转向具体现实社会

发展，尤其反映了新时期社会转型变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目

标等背景下人民大众生活情感现状，在以

小见大中呈现了当代社会的现实风貌，让

大众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下中

国社会和人民大众所发生的真切的生活

变化。

时代性：新主旋律电影中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表达

新时代背景下，新主旋律电影对

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广泛运

用了新科技新元素新手法，不仅增强

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市

场影响力，而且在内涵上充分彰显了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新发展、

新方向、新目标。一方面，新主旋律

电 影 增 加 了 商 业 性 质 和 科 技 属 性 。

在高科技影视影像技术的助力下，新

主旋律电影增添了科幻感、喜剧效果

和利用了明星效应，场景更为真实、

震撼，情节更加饱满，对于马克思主

义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和诠释是含蓄

而深入的。这种电影表现形式更符

合当代大众的观影需求和情感特点，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吸引大众主动接

受马克思主义正确价值观、家国民族

观和道德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内容

内涵上，新主旋律电影依然以新旧民

主主义革命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为

主，但同时在题材内涵上也进行了广

泛的拓展丰富。新主旋律电影在延

续传统主旋律电影弘扬爱国主义、民

族团结等主题的基础上，还更为关注

普通人民大众的精神情感特征。比

如革命同志之间相互鼓励和扶持的

珍贵情谊、对友情亲情和爱情等情感

的细致刻画表达、对普通民众日常生

活工作情景和普通人平凡愿景的反

映等，这些恰好符合了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时代化的要求，是马克思

主义信仰与当代大众普通生活情感

之间紧密关联的凸显表现。

作为人民的理论，贴近大众、依

靠大众、服务大众是马克思主义永葆

生 命 力 和 发 挥 理 论 价 值 的 本 质 要

求。新主旋律电影是对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的成功实践，对于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在当代的发展，它的传播

质量效率更高、受众面更广、传播模

式更多元先进，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

论与当代大众情感生活紧密衔接联

系 起 来 ，真 正 让 马 克 思 主 义 深 入 群

众，是当下及未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