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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说最大的吸引力
不是“甜宠”，是好故事

荩10 版 ·热点

《兰心大剧院》中的
文本上海和文本娄烨

荩11 版 ·文艺百家

周迅：
别用“天才”之名抹杀她的努力

荩12 版 ·影视

支菲娜

2021 年国庆档，全国电影市场在《长
津湖》的带领下，一改暑期档以来的冷清
低落，打了一场漂亮仗。 优秀国产大片发
挥“四梁八柱”的龙头作用、观众文娱消费
习惯更迭、疫情防控有力，全国影市重获蓬
勃生机。 尤其是国庆档 7天走出前所未有
的“逆风飞扬”之势，不仅提振了行业对全
年及未来发展的信心，更彰显国产精品大
作的传播力度和传播效果， 家国情怀再一
次成为凝聚观众话题的核心。

从全球来看，既往第一大电影市场美
国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至 10 月票房
报收 26.77 亿美元（合 172.73 亿人民币），

中国蝉联全球第一大市场确无悬念。全球
票房前 20 的影片中，才上映几日的《长津
湖》《我和我的父辈》， 已和春节档的 《你
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及《怒火·重
案》《悬崖之上》一起入榜。

上座率、日均观影
人数双双提升，市场勃
勃生机

根据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 “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提供的数据，2021 年国庆档全国城市
院线含服务费电影票房 43.87 亿元，同比
上升 10.58%，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98%；观
影人次 9364.14 万人，同比下降 6.5%，恢
复至疫前同期的 79.04%； 总场次 245.15

万场，同比减少 22.39%，恢复至疫前同期
的 93.69%；上座率 15%，同比下降 3.9%，

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47.92%； 含服务费票
价 46.85 元，同比上涨 18%，比疫前同期
上涨 24.30%；征缴专资 2.03 亿元 ；服务
费 3.21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项指标昭示了国
庆档市场的“火力值”：

一是上座率明显提升。《长津湖》上座
率 38%，《我和我的父辈》 上座率 27.5%，

相较于去年国庆档头部影片均有明显提
升。 从场均人次来看，《长津湖》达 57 人，

是近 5 年国庆档影片中场均人次最高的
影片，显示了观众对其家国情怀、革命精
神的宏大叙事和高工业化水平的认可。影
院内，父母辈、带爷爷奶奶辈的“合家欢观
众”比比皆是。

二是日均观影人次明降暗升。 表面上，

今年国庆档总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6.5%，

但因去年国庆中秋双节叠加， 假期长达 8

天，2021 年国庆档的日均人次为 1337.73

万人，反而比去年同期有明显上升。

优秀大片助力，打
破收跌“魔咒”，缔造新
“神话”

按照惯例，春节档、国庆档等较长档
期，随着假期的结束，全国票房都会呈现
逐渐衰减的收跌趋势。 2021 年国庆档却
打破了这个“魔咒”，缔造了档期概念日渐
成熟以来的新“神话”。

国庆档 7 天，连续 6 日票房均超过 6

亿元，且呈现微小的驼峰形态。 即经过 9

月 30 日 2.8 亿元票房的酝酿后 ，10 月 1

日起票房以 6.3 亿元为起点小幅攀升，至

3 日达到第一个波峰 6.59 亿元；随后小幅
下跌至 5 日的 6.50 亿元； 至 6 日又小幅
上扬至 6.6 亿元 ；10 月 7 日市场下跌

25%，但仍获得了 4.98 亿元票房。

此外，国庆档假日旅游近程化，也是
影响国庆档票房走势的重要原因。受天气
和局部疫情反弹影响，中远程旅游需求未
能充分释放，本地游、周边游、近郊游是主
流，88.3%的游客出游距离在 300 公里以
内。 近程化游客、尤其是文化娱乐消费需
求较高的一线城市居民返程后，观影成为
假期重要活动。短途旅行归期较为集中的

3 日、6 日，影市出现了“逆势上扬”。

必须看到，《长津湖》上映后，口碑效
应快速扩大，极大范围内激发了观众的爱
国热情、民族凝聚力和观影期待，成为“逆
风飞扬”主因。

《长津湖》的成功，有其必然因素。 抗
美援朝题材既有广泛的群众认知度，又有
契合时代主题的精神内涵。作为彰显国产
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作，《长津湖》之前
的延期转档，无疑积累了较多期待，毫不
意外地成为今年国庆档票房的主力“发动
机”。 最终，《长津湖》以 47.66%的总场次，

获得 32.05亿元票房，占比高达 73.77%，获
得 6676.96万人次观影，占比高达 70.24%，

在国庆档乃至后国庆档“一枝独秀”。

由此也证明，当前中外优质影片的持
续入市，才是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参照历年国庆档和本年度春节档的
成功经验，丰富多样的影片供应不仅有利
于假期溢出效应，而且更有利于档期后市
场持续产出和优秀文化产品传播。从这一
点来讲，优秀影片的数量仍然远远不够。

国庆档共上映了 8 部新片 （另有 4K

彩色修复版经典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于 10 月 6 日上映，不计入）。 从内容构成
来看，历史 /战争题材 1 部，剧情 1 部，青
春题材 1 部， 儿童/动画 5 部。 为避开与
《长津湖》的竞争，多部影片选择其他时间
上映， 只有差异化比较明显的儿童/动画
类型“敢于”入市。由于缺乏与《长津湖》抗
衡的竞争力， 六部商业片排场 1.2 万场－

10.7 万场，排片占比在 0.5%－4.3%，均不
足 5%；票房占比均不足 1%。 《五个扑水
的少年》改编自日本同名电影，多少有些
水土不服。 除《罐头小人》的怀旧因素在

25－45 岁观众层有一定影响力外，其余 4

部动画片倾向于低幼型亲子观众，整体产
出不高。

中国大片越拍越
长？“买票难”背后是影
院“排片难”

2021 年国庆档银幕数增加了 4000

余块，总场次数反而同比减少了 70 万场、

下降 22.39%。因此，影院黄金场次的人流
量激增，甚至不少城市出现热门片“买票
难”的消费体验。

值得关注的是，《长津湖》片长为 176

分，在近年来国产影片中十分罕见；而另
一部重点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不短，时
长 158 分钟。由于影院可利用的时间是有
限的。勤快的影院平日一般早晨 9 点半开
门营业，至 22 点陆续关门。 100 分钟的电
影加上清扫消毒时间， 一块银幕最多能排

5至 7场电影。 节假日的工作时间则一般
是早晨 8点半到凌晨， 一块银幕每日满负
荷排 8场。片子时长越长，银幕周转能力越
低。事实上，从近五年单银幕日均排场情况
来看，呈连年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在今年国
庆档尤显突出。 国庆档每块银幕日均排场
仅为 4.94 场， 而 2017 年国庆档日幕均排
场可达 6.21场。

最近几年， 不仅家国叙事的主旋律大
片，连普通现实题材也有越拍越长的趋势。

2021年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影片，每部
均超过 120分， 其中包括 《我的姐姐》《你
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家庭题材。

到《长津湖》的 3 个小时，成为一个极
致。即便满负荷排场，每块银幕能给到《长
津湖》的场次也仅能达四、五场。另一部重
点影片《我和我的父辈》时长 158 分钟，满
负荷排场也仅日均 5 场。所以，虽然《长津
湖 》 排映 116.85 万场 ， 占 总 排 场 的

47.66%，远超春节档期间《你好，李焕英》

的 100 万场和《唐人街探案 3》的 94.8 万
场，异常“拥挤”的排片，难免让观众觉得
“票不好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国家
电影智库专家）

2021 年可谓是“主旋律”的大年。

这一年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从年初开始，尤其是入夏以后，《理
想照耀中国》《光荣与梦想》等献礼剧先
后在卫视和视频平台播出， 到了影片
《1921》 上映献礼影视剧达到一个高
潮。 在此期间，还有以革命历史和国家
发展历程当中重要事件为题材的主旋
律电视剧 《觉醒年代》《山海情》、 电影
《中国医生》等收获了观众极高的口碑。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电影《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辈》的上映，这股主旋律风
潮在国庆节期间再攀高峰。关于要不要
“二刷”《长津湖》 的讨论更是登上了社
交平台的热搜榜。

越来越多的制作单位、创作者拍摄
和创作主旋律影视剧，其背后的原因或
许不能够简单地说是今年有建党百年
庆、拍摄合时宜。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
观众喜爱看主旋律影视剧。而观众之所
以爱看主旋律影视剧、甚至有热情“二
刷”主旋律电影，这些影片、剧集真正地
“更好看”才是关键。

立足光荣历史，
写“好看”的中国故事

观众认为这些影视剧值得 “二刷”

首先是认为它们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
文艺作品要符合什么标准？这是一个老
问题。 令观众接受、认同和共情的文艺
作品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即使文艺作
品中的故事往往是虚构的，但故事的书
写也要符合现实社会中事物发展的逻
辑。 从这样的故事中，观众能够看到社
会发展中的某些情况，找到自我的审美
心理与之契合的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主旋律影
视剧“井喷”，其中的驱动恐怕就不只是
恰逢周年纪念的需要了。观众喜欢主旋
律、想看主旋律是他们觉得主旋律“好
看”了。

现在的影视剧观众已经接受了数
十年的审美教育，甚至其中许多就出生
在媒介四通八达的时代，他们的欣赏水
平随着教育水平、现代媒介、影视剧制
作技术的提高而稳定攀升，对什么是好
故事、什么是好的文艺作品有自己的见

解。 而另一面，影视剧制作的质量参差
不齐，情节逻辑不顺、漏洞百出，拍摄粗
制滥造的作品也比比皆是。 相比之下，

今年这些精心打磨的主旋律影视剧中
有最好的故事，因为光荣的革命历史和
国家发展历程是一个广阔的故事库。这
个故事库中的故事浩如烟海，每一桩事
件其逻辑严密性都已经过历史验证，故
事中人物的行为也都是从实际出发的。

同时，特殊历史阶段发生的故事能展现
出令人震撼的戏剧性。《长津湖》中，“冰
雕连”令美军都肃然起敬、发出“无法战
胜”的感叹，《我和我的父辈》中的药厂
科长和新人编导搭建起 “草台班子”拍
摄广告，即使不知道广告是什么、怎样
拍、能否播出，也愿意动员一切力量尝
试。这些由人民、由集体来书写的故事，

其精彩程度完全超越个体创作者的想
象力所能及。

这些备受好评的主旋律影视剧的
叙事是经得起推敲的，更是复杂的。 其
复杂性体现在故事中既有宏大叙事，又
有个人成长，这些无疑也是真实的革命
历史中所包含的。 在《长津湖》中，两条
清晰的线索一条是七连奔赴朝鲜、打赢
长津湖战役、 推动了朝鲜战争进入拐
点，另一条是由青年演员易烊千玺扮演
的新兵伍万里，从为了让哥哥看得起而
参军的“新兵蛋子”到七连投弹高手、参
与赢得战役的成长历程。 并且，宏大叙
事和个人成长的结合也不是几个单个
线索的交汇，而是相互融汇、相互补充。

创作者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影片的
风格化要求，在革命历史和国家发展历
程这一故事宝库中挑出创作的材料，让
这些材料共同作用，突出某种风格和特
征。 比如，《我和我的父辈》用浪漫的诗
化表达讲述生活在西部、 精益求精、舍
小家为大家的航天人的故事，而用非常
娴熟的都市喜剧的方式来刻画改革开
放中生活在上海市井的创新先锋。这样
的处理无疑更有利于突出事件的典型
特征。

相比于阅片无数的观众早已熟悉
的套路，如纪录片式的事件陈列，或好
莱坞式的“英雄拯救地球”模式，今年这
些被观众喜爱的主旋律影视剧内部，所
包含的类型特征显然不再单一。多种类
型特征相互协调、辉映。 这样的体验对
观众来说是新鲜的。将个人成长融入国

家宏大叙事，且并不被宏大叙事所埋没
的创作理念，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
验、 当下时代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契合
的。 在电影《中国医生》中，同样由易烊
千玺扮演的医生杨小羊与伍万里一样
是“职场菜鸟”。 随着叙事的推进，无论
是起初不敢给病人插管的小杨医生还
是一心想学习用枪的新兵伍万里都在
现实实践中实现了能力、心智和认识的
飞跃，在抗美援朝、抗击新冠疫情的历
史大事件中发挥了自己的能量。主旋律
影视剧中主角经历与影视剧的年轻观
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微妙同构了。他
们或许技能不够娴熟， 但心怀热忱，在
集体行动中从不胆怯，通过历练得到认
可，在集体行动中发挥个体的力量。 正
如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中唱到的那样，

无论对于剧中角色，还是每一位观众来
说，“我的祖国和我”的关系就“像海和
浪花一朵”。

不懈探索、逐渐
成熟的新主旋律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探索主旋
律故事怎么讲、献礼影视剧怎么拍。

200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
年献礼片《建国大业》首次尝试主旋律
电影商业化， 百余名明星无偿参演，票
房位居当年榜首。 其后的 《建党伟业》

（2011） 《辛亥革命 》 （2011） 《1921》

（2021） 基本沿用了广泛起用明星、青
年演员参演，以历史事件展演的方式叙
事的做法。2019 年的《我和我的祖国》

开启了献礼片单元剧模式， 以重要瞬
间激发观众的情动， 讲述我与祖国之
间的情感联结， 这种模式的良好效果
在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得到了再次
证明。

革命和国家的故事在这两种类型
之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更集中地将
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更细致、更戏剧化
地展开来拍，比如《红海行动》（2018）

和《中国医生》（2021）。眼下，《长津湖》

取得了极高的反响，更是成为了这一类
的突出代表，宏大叙事和个人成长的结
合运用得已经非常成熟，令人动容的讲
述让观众更深刻地领悟教科书上所学

到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他们
也能看到和认同如自己一样的个人在
集体、在历史中的意义。

此外，一些其他的技法和手段也助
推着当下的主旋律影视剧成为广受欢
迎的文艺作品。

其一是想象力在创作层面充分发
挥作用。在创作中运用想象力不是要超
越社会现实的逻辑，在电影工业已经相
当成熟的状况下， 通过夸张的表达方
式、特定类型如喜剧的表演方法，以及
声光、美术等技术方面的加持，真实的
历史故事会被讲述得更为生动、 充分。

比如《我和我的父辈》中《鸭先知》单元
“广告第一人” 赵平洋和儿子冬冬在公
交车上夸张的喜剧化推销、《长津湖》中
伍万里要跳下火车时眼前展现的夕阳
下绝美的长城画卷，都成为电影中的点
睛之笔，多少都有艺术化想象的成分在
其中，这种奇观化的处理目的是激发观
众内心的情感。

其二是越来越多青年演员的参演、

青春面孔的出现。他们参演主旋律影视
剧，他们在主旋律影视剧中的表演被认
可、能动人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
有粉丝、自带很高关注度。 在这些青年
演员、青春面孔身上，年轻观众投射的
是对早期革命者更为风格化、人格化的
想象，这有助于带动年轻观众重新思考
主旋律、认同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说，

青年演员的参与也是主旋律影视剧展
现其动员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再次
掀起观影狂潮，进而引发观众再次回顾
历史、致敬先辈的现象，我们似乎看到
了当下新的主旋律影片作为优秀文艺
作品、 作为一种有效情动力量的功能。

讲述国家和集体的故事并不是要将其
内部形形色色的个人的颜色统一，而恰
恰是， 要寻找和达到一个更高的共同
性。 这种共同性，正是一个民族其精神
的表征， 是民族性生发和传承的领域。

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创作者已经看到革
命历史和国家发展历程这个巨大的宝
库， 这个宝库既是优秀故事的宝库，也
是观众、 当下年轻人可以从中寻找经
验、寻找情感力量的源泉。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北京语言大
学人文学院教师）

用好革命与国家历史的故事宝库
今年以来主旋律影视剧 “破圈” 之路带来的启示———

苏展

国庆档“逆风飞扬”
彰显“全球第一大票仓”市场潜力

国庆档电影市场走出 “逆风飞扬” 之势， 不仅提振了行业对全年及未来发展

的信心，更彰显国产精品大作的传播力度和传播效果，家国情怀再一次成为凝聚观众话

题的核心。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主旋律影视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创作

者也已经看到革命历史和国家发展历程这个巨大的宝库，这个宝库既是优秀故事的

宝库，也是观众、当下年轻人可以从中寻找经验、寻找情感力量的源泉。

上图为《我和我的父辈》剧照，右图为《长津湖》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