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喜欢这样的主旋律电影
电影叶我和我的父辈曳在国庆档

如期上映遥 作为野国庆三部曲冶的收
官之作袁这部影片延续了叶我和我的
祖国曳以及叶我和我的家乡曳的风格
和品质袁 以四个不同时代的感人故
事袁寄托代代相承的民族精神遥 野国
庆三部曲冶 以新的形态阐释家国情
怀袁 在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导向功能
与娱乐功能融合上袁 做出了有益的
探索遥

主旋律电影是中国主流文化传
播的重要载体和民族形象的重要体
现遥 野国庆三部曲冶自觉承担了这一
使命袁 在如诗如歌的画面和动人的
故事中袁 真实地呈现了祖国秀美的
河山尧 峥嵘的历史和奋发昂扬的人
民袁激起观众对国家尧民族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遥 野祖国冶篇以时间为序袁将
平凡人在开国大典尧女排夺冠尧香港

回归等历史瞬间的故事串联成篇袁
见证伟大的历史变革遥 野家乡冶篇则
以空间为轴袁 横跨祖国东西南北中
五大区域袁从医疗尧教育尧生态保护尧
扶贫等方面袁 展示了农村日新月异
的面貌遥 野父辈冶篇以革命尧建设尧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 以朴
实的亲情为纽带袁塑造了英勇无畏尧
浪漫坚毅尧有胆有识尧勇于创新的人
民群像遥三部影片中一以贯之的袁是
浓浓的爱国之情遥 影片将毛乌素沙
漠中辛勤的治沙人尧 火箭升空背后
与死神共舞的火药雕刻师等人物搬
上大银幕袁艺术与现实互相映照袁自
然而然地唤醒观众对家乡的思念和
依恋袁 缅怀和致敬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遥

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袁 主旋
律影片宣教色彩浓厚袁 人物形象神

圣化尧概念化袁缺乏艺术感染力袁因
而敬而远之遥 野国庆三部曲冶则将普
通人作为主人公袁 发掘他们灵魂中
的闪光之处袁从个人扩大到家庭袁从
小家辐射到大国袁家国情怀尧时代精
神被凝聚在日常生活和具体可感的
人物形象中遥

主旋律电影并不必然意味着说
教遥 野国庆三部曲冶显示袁优秀的主旋
律电影袁同样配得上良好的口碑尧亮
眼的票房遥遵循艺术和市场的规律袁
以艺术标准为追求袁 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袁才能唱响主旋律尧赢得观众遥
在野国庆三部曲冶奏响终章之际袁献
礼片的新模式已然形成遥 但艺术永
远不应满足于既有模式的重复袁期
待野中国故事冶更丰富尧更优秀的影
像表达遥

吕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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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院

2021 年国庆档
满意度创历史新高

中国电影资料馆日前发布的中国电影观众
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袁2021 年国庆档满意度
89.1 分袁创下历史调查档期满意度新高遥

据悉袁在主调查的四部国庆档影片中袁叶长津
湖曳以 89.6 分的满意度排名第一袁排名二到四位
的分别是叶我和我的父辈曳叶五个扑水的少年曳叶皮
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曳遥

调查显示袁国庆档影片的满意度排名与票房
排序呈现一致性袁满意度居前两位的叶长津湖曳和
叶我和我的父辈曳在票房上持续领跑袁再次证明良
好的口碑和质量是影片票房取得成功的关键遥

从细分指标看袁叶长津湖曳和叶我和我的父辈曳
在与观赏性相关的野故事喜爱度冶野主要演员的表
演冶野视觉效果冶野音乐效果冶等指标上袁均得到观
众较高评价遥

中国电影资料馆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袁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袁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袁创作者只
要继续笃信品质为王袁注重影片内容和艺术创作
的高度统一袁优质作品最终将直抵观众内心遥

王鹏

搁置再重启袁 历经近 200 天拍
摄遥 临近上映又延期袁动用 1 万 2 千
人袁 这部突破国产电影制作 野天花
板冶的巨制袁电影叶长津湖曳终于在 9
月 30 日国庆档与观众见面遥 176 分
钟的长篇大作在大银幕徐徐展开袁
把观众带回到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
的场景之中遥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叶长津湖曳启
用黄建新作为总监制袁陈凯歌尧徐克尧
林超贤三位各具特色的导演监制并
执导袁吴京尧易烊千玺尧朱亚文尧李晨尧
胡军尧段奕宏尧韩东君等一众实力派
演员出演遥 不论是执导尧拍摄还是表
演都堪称豪华阵容袁 也正因如此袁影
片从立项之初便吸引观众关注并引
发强烈期待遥 日前袁导演林超贤接受
采访袁揭开电影制作的面纱遥

导院三大导演联手强在哪钥
导演陈凯歌尧 徐克和林超贤共

同执导却又分工明确遥 电影全景式
的展现了抗美援朝中的长津湖之
战袁为了真实再现当时的场景袁史料
背景必须扎实袁 为此主创人员查阅
了众多历史资料袁 通过剧本讨论形
成统一完整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遥 野不
管是书本还是纪录片袁 我们全都拿
来袁把这段历史再理解一次遥 冶林超
贤说袁野这些历史资料就像是给我们
的血液增添了耶养分爷袁在讨论剧本
的时候袁把吸收的耶营养爷吐出来冶遥

三位导演联合执导对林超贤来
说也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袁野要跟
另外两位导演沟通袁 用什么角度去
讲这段历史钥故事的主题是什么钥人
物如何设定钥 冶最终袁主创团队决定
由陈凯歌为主线人物定调遥 片中第
七穿插连的人物性格尧 成长改变由
陈凯歌导演统一把关袁 另外两位导
演则根据确定的人物主线来呈现人
物的性格特点遥

三位导演共同执导的背后具有
更深的意义袁 即探索主旋律电影与
商业类型电影的融合袁野电影还是需
要用电影本身的身份去呈现这段历

史袁 我们三个导演走在一起
就是为了这个点袁 陈凯歌导
演和黄建新监制把握规矩袁
我就尽力去把很激烈的部分
做好遥 冶陈凯歌与徐克尧林超
贤的合作可谓是灵与肉的结
合袁为叶长津湖曳带来全新的
市场试验遥

拍院长津湖之战难在哪钥
野就是碰上最冷的时候

去拍电影袁 可能就是让我们
亲自用身体的感受来向这段
历史致敬遥冶电影拍摄时最冷
气温零下 20 多度袁林超贤感
叹袁野以往我们拍电影一天可
以拍五六十个镜头袁 现在因
为天气的原因袁 一天也拍不
到 20 个袁所以整体的速度都
是有影响的遥 演员就更痛苦
了袁 因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
要还原当年志愿军穿的袁也
不够多袁还要做很复杂的动作遥 冶

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场景袁电
影基本采用实景拍摄袁野有一点机会
能真实地拍袁 我们就必须追求真实
地拍冶袁但实景拍摄除了遭遇恶劣天
气条件外袁道具尧人员也面临巨大困
难遥 野我们拍的是那个年代 渊的作
战冤袁那些枪动不动就不响袁有时候
反应弹也有一定的危险袁 每天都不
知道要遇到多少次这种情况遥 冶

剧组动用了累计超过 7 万人次
的群众演员袁 搭建了超百公里的战
役战术设计袁野每一个细节都是克服
重重难关呈现出来的袁 我们希望尽
量可以不用特效来做这些画面遥 冶即
便如此袁电影后期还是花 10 个月只
为做出 2 个特效镜头袁野这种特效我
们要么不用袁 要用就要用到很惊叹
的效果遥 冶林超贤说遥

演院吴京易烊千玺好在哪钥
影片表现了抗美援朝那段悲壮

的历史和伟大的英烈先辈袁 这些英
雄先烈的身影也经过演员的表演进

行了深情演绎遥其中袁吴京饰演的七
连连长伍千里和易烊千玺饰演的七
连新兵伍万里因战争动作表演得
野超有经验冶和野缺少经验冶与角色达
到了巧妙的契合遥

野吴京是电影界的前辈袁动作片
的经验非常丰富袁 而且他跟香港电
影也合作了非常长的时间袁 对工作
的方法都很了解袁 跟他合作是非常
轻松的袁他很懂动作应该怎么走袁爆
点在哪里袁计算得很清楚袁太有经验
了袁 现场那种感觉就可能会小了一
点袁要表演再加上去袁但是千玺他完
全不懂袁他反应真的就是这样遥他在
枪林弹雨底下走的时候特别真实袁
真的连走带跌要爬到墙边躲起来遥 冶
林超贤说袁野但是这很配合他的身
份袁他是一个新兵袁所以这种反应是
好的遥吴京是一个老兵袁老兵就不应
该有这种反应了遥 冶

不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希望通
过这部电影向历史致敬袁 向先烈致
敬袁向祖国致敬袁这是属于我们中国
人的故事遥 冶

杨莹莹

176 分钟的电影《长津湖》

凭何引人“热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