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影响之下，以《万里归途》《钢
铁意志》《平凡英雄》《搜救》为代表的几
部主旋律电影，依然成为今年国庆档电
影院线中最动人的银幕景观。在这个
举国同庆的特定纪念时段，作为重要的
大众文艺样式，电影以主旋律叙事与时
代同频共振，既是文艺生产命题的应有
之义，也是近年来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习
惯期待。

不同于《长津湖》这样的军事题材
大片，也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
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这样的时空
集锦式影片，今年的国庆档主旋律电影
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涉及撤侨归国、
医疗抢救、家庭遇险等领域；即便《钢铁
意志》这部颇有年代感的工业题材影
片，也有着映照当下“科技自立自强”的
现实意义。值得观察的是，几部作品尽
管表现内容完全不同，但在叙事形态上
却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相似性，构成了
主旋律叙事的“有意味的形式”。

无论是外交官在异国他乡战乱中
组织的“撤侨”行动，还是工人群体在百
废待兴时期必须成功的“炼钢”壮举；无
论是全社会为一个小男孩胳膊重生而
进行的生命接力，还是父亲和救援人员

在冰天雪地里搜寻失踪孩子的生死营
救，国庆档这几部影片都有一个非常明
确、贯穿全片的艰难任务。任务构成了
影片叙事的目标和中心，创作者可以将
影片中所有的人与事朝向“任务”进行
有条不紊的组织。因此，这些作品的叙
事线索都非常简单清晰，大抵是一线串
珠式的克服艰难险阻的节节推进，并在
抵达成功的彼岸时也凸显抵达心灵的
主题，关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自信、和
平的珍贵或者人间的大爱。

尤其是在主旋律影片中，任务型叙
事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叙事能力。因为
观众们往往知晓了开头，便通常能猜到
结局。任务型叙事的悬念不在于一个
陡转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而在于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叙事过程；不在于是
否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在于如何百
折不挠地完成任务。一方面，创作者普
遍发挥了“计时器”的加速功能。炼钢
的成败与否直接与抗美援朝战场上武
器装备的保障紧密相关，因此要只争朝
夕；在遥远异域漂流的国人要尽快找到
回家的路，所以要日夜兼程；而《平凡英
雄》《搜救》两部影片则分别借助接臂手
术“八小时”临界点与黄金救援“48小
时”分界线的时间标尺，让故事充满节
节推进的情节张力。加速的叙事时间
将原本故事时间中最紧张、最揪心、最
感人的细节抽离出来，剪辑连缀成节奏
分明的人物行动图景。

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叙述显得过于

直白，“节外生枝”的减速也成为创作者
钟情的叙事技巧。典型如《万里归途》，
外交官宗大伟在15天穿越战场和荒漠
的归家之旅中，每每看到希望的终点，就
会面对帮助别人、寻找失踪者或者生死
轮盘赌的意外事件，往往又会被带回失
望的起点。曲折迂回的“减速”是一扇扇
窗口，让观众们看到烽烟战火中漂泊离
乱的众生相，进而感悟和平生活金子般
的宝贵。再如《搜救》，每每在搜救行动
获得线索或进展时，就会引入主人公日
常生活的温情闪回，两个人的婚礼，四口
之家的日常，塑料袋里的金鱼……点点
滴滴回忆中的光，愈发凸显人们在时间
之流中的无奈。“加速”重在时间的节拍，
“减速”重在空间的延展，前者可以聚焦
观众的注意力，后者则容易唤起观众的
情感投入。“加速”与“减速”的拿捏平衡
让这些影片风貌显得摇曳多姿。

《平凡英雄》的片名颇有意味，“平
凡”指向芸芸众生的日常，“英雄”则指
向宏大叙事的升华。看起来，两者之间
似乎存在着遥远的距离，而事实上，两
者又常常是彼此呼应甚至是融为一体
的。“平凡英雄”恰恰是今年国庆档主旋
律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最贴切的概括。

来看下几部作品的主人公形象：
《万里归途》中的宗大伟没有武器的护
身、没有超人的本领，他带领着伙伴们
艰难前行，靠的是一个中国外交官的责
任，也是一个普通人对温暖家庭的向
往；《钢铁意志》中的赵铁池从前是战斗
英雄，但在炼钢厂中他成了门外汉，成
功靠的是工人兄弟们的团结和智慧；
《搜救》中的父亲阿德再也没有了甄子
丹无往而不胜的咏春功夫，他的绝不放
弃近乎执拗的行为，动力是他对孩子生
死相依的爱的执念；回到《平凡英雄》，
这部作品甚至没有绝对的主人公，挺身
而出的医生、飞机上的乘务员、退票让
座的合唱团阿姨，护送车辆的女交警，
还有妈妈、哥哥和忍受巨大身体痛苦的
小麦，他们都是生命接力中不可或缺的
一员。

时代需要英雄的引领，需要榜样的
激励，也需要大众百姓的集体精神彰显
与群体价值观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几部影片将聚光灯照在“平凡英雄”
之上，照亮的就不仅是令人动容的个体
情感，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结
构。这个情感结构的特征，有宏观的属
于民族集体的自信——人们相信中国
可以像“第一炉铁水”的沸腾那样继续
迈步前行在复兴之路上，也相信这个国
家可以一直守护民众的平安和幸福。
也有微观的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比如
关于“回家”的渴望，不管是“万里归途”
还是“比邻而居”，家是几千年来人类文

艺作品中游子最不舍的心灵栖息地，也
是现代社会压力之下人们温暖的避风
港；比如关于爱的传递，人们可以理解
《搜救》中失踪孩子给父亲带来的茫然
失措以及最终决绝的舍身救子；也可以
理解《平凡英雄》中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因为爱而展开的与时间赛跑。宏观的
情感特征与微观的情感需求从来并行
不悖、互相交融，惟其如此，影像的平凡
英雄故事才能走进人们的心灵深处。

从宽泛的标准来看，《特级英雄黄
继光》其实也是一部国庆档影片，只不
过它的观影场域不在影院，而在网络。
这部选题几乎为所有中国人所熟知的
网络电影于10月2日线上首播，很快就
冲上了各大流媒体平台的热播榜。没
有气势磅礴的战争场景与视觉奇观，没
有超级导演与明星的加持，也没有复杂
的戏剧情节设计，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网
络电影作品同样可以人气满满，这既旁
证了国庆档期人们对于主旋律电影的
热切期待，也证明着主旋律电影创作依
然有着广阔的想象空间。
《特级英雄黄继光》成功的启示或

在于：首先，影片的人物塑造是立体
的。黄继光是特级英雄，但绝不是好莱

坞战争片里的超级英雄。在训练中磨
砺，在战争中成熟，创作者将黄继光从
一个小战士到一个战斗英雄的成长过
程逐次呈现。大多数情境中，黄继光是
活泼的、聪明的、不服输的甚至带着孩
子气的，这并无碍于对黄继光最后壮烈
牺牲的升华，反倒因为主人公的深入人
心而呼唤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其
次，影片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没有宏
阔的远景鸟瞰，没有炫丽的视觉特效，
创作者就在局部的战斗场景与细节描
绘中下足了功夫，比如上甘岭战役的具
体推进日期与发生地点，比如交战双方
部队的番号与武器装备的型号，都非常
的详细与准确。让人颇有感触的是，这
些细节大量地被以字幕形式提示在屏
幕之上。你可以说，这个剧组也许缺乏
足够的资金，但你也绝对看得出来那种
精益求精的专业主义精神。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影片是写实的，做旧的黑白
基调色彩仿佛带领观众走进了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黄继光和母亲之间的亲
情是真挚的，他们远隔千山万水却一直
遥相守望；他和战友们的一封封家书又
原原本本的是历史留下的声音。

由是观之，无论是表现历史，还是
表现现实，主旋律电影生产的天地无限
宽广，而只有脚踏实地的创作才能力重
千钧。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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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时空与情感结构

由时代出题，
构建主题与故事交相辉映的艺术新貌

张斌

刘永昶

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2022年

重大主题电视剧再次迎来创作高峰期，

《人世间》《警察荣誉》《大山的女儿》《幸

福到万家》《麓山之歌》《底线》《大考》《我

们这十年》等剧相继热播，成为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和“找准主题、讲好故

事、拍出精品”具体要求的生动实践，形

成重大主题电视剧主题与故事交相辉映

的艺术新貌。

相较前几年聚焦党史的创作取向，

2022年重大主题电视剧通过将作为观念

意涵层面的“主题性”与产业实践层面的

“类型化”实时缝合，锻造出主题性创作

内部系统的多样叙事能力，建构起精彩

丰富的故事世界。

2022年重大主题电视剧由时代出

题。基层工作直接关系到党“为人民服

务”承诺的实践效果,区别于传统警察形

象的英雄化塑造模式，《警察荣誉》将镜

头对准基层民警群体，在日常民生矛盾

纠纷中着墨出基层“调解员”的社会服务

职能；《三泉溪暖》《春风又绿江南岸》《大

山的女儿》重点刻画基层干部如何带领

群众脱贫攻坚、实施农村改革的故事，在

基层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群众与

群众之间等矛盾关系中展现“群众利益

至上”的工作观念。重工业行业的改革

转型通常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同

构，《麓山之歌》在重工业从“制造”到“智

造”的转型阵痛中，以工人、科研工作者、

企业家之间的互动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横

截面，生动描摹出技术与人、技术与国家

千丝万缕的时代命题。除此之外，纪念

香港回归25周年创作的《狮子山下的故

事》，以极其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与人文

情怀，倾诉着港人回归的心路历程，以及

香港与内地同根同脉的中华情。

2022年重大主题电视剧实现了主题

性创作的类型化表达。现实主义剧集采

用“以小见大”叙事模式，展现不同时代

下的“平民史诗”。《人世间》将新中国发

展的50年历史铺展为时间轴，以“周家

三代”和“六小君子”的命运沉浮为切入

口，揭示出人物命运与时代变革相互映

照的共振关系。《幸福到万家》通过聚焦

女主角何幸福的成长脉络，着重探讨新

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

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对“新农村”与

“旧秩序”间结构性矛盾的多重碰撞的展

现，勾画出现实主义批判性与真实性统

一的创作风格。职场与家庭题材长期是

国产剧中雅俗共赏的热门故事类型。

《底线》告别以往模式化的精英律政剧

而以基层法官的工作与生活为故事起

点，通过悬疑紧凑的叙事方式，在重大

案件与民事纠纷的叙事穿插中展现新时

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勇气与决心。《大

考》作为一部非典型意义上的家庭教育

题材剧，将“高考”放置于新冠疫情的

特殊时空语境中，通过家长、学生、教

育工作者众志成城，共同携手战胜疫情

与洪灾的双重“大考”，由此超越了家

庭教育题材的价值书写，达成与国家、

社会同频的现实走向。

重大主题电视剧在塑造典型人物

时，一般采用在宏大的故事篇幅中填充

多条人物和线索关系，并汇聚到高度统

一的主题之下，最终形成典型人物与人

物群像共存的角色创作模式。在2022

年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中，尤为重视

对代际化群像、去身份化群像的关系描

绘，实现典型人物由个体化塑造向集群

化打造的创作转型。

在家庭代际层面，重大主题电视剧

以伦理精神传承折射时代发展变迁，凸

显家庭群像叙事的故事张力。《大考》将

家庭空间延伸至多维外部空间，以“常态

化”高考和“突发性”疫情及洪灾，构筑社

会全场域的群像叙事关系，凸显出当下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型社会关系。在

社会职场层面，“师徒模式”的群像叙事

凸显自发式的职场代际模型，对建构社

会公共空间的良性互动具有现实参照价

值。《警察荣誉》以八里河派出所为叙事

坐标，描写了李大为、夏洁、杨树和赵继

伟四位新警员，与王守一、陈新城、曹建

军等老警员组成传帮带师徒关系，在新

老民警间火花四溅的群像故事中，勾勒

出基层民警接地气的工作质感和充满烟

火气的市井百态。《底线》同样围绕老中

青三代法官梯队展开叙事，其中立案庭

庭长方远与员额法官周亦安的“师徒

档”，通过携手迎接来自法律、道德、人性

复杂关系的多重考验，全景深描写基层

法院内部体系，展示法官职业精神的代

际传承。

《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等英模剧

通过“英雄”的去身份化过程，还原英雄

作为故事群像中的普通一员，进而填补

英雄模范与人民群众的精神区隔。《大山

的女儿》主角黄文秀在现实生活中已经

被命名为“英雄”，全剧在讲述黄文秀先

进个人事迹时，并不是对已知人物故事

素材的繁复堆砌，而是通过将黄文秀一

系列的行为、实践合理化、生活化，例如

她选择回到百坭村成为一名基层公务

员，是缘于她曾经也受到社会爱心人士

的资助；同时，剧中也在相应段落铺叙黄

文秀作为普通青年女性，初到百坭村与

村干部发生冲突时的委屈；得知父亲患

癌时的失控情绪。尤为惊喜的是，全剧

对农占山、蒙昌龙、兰双应、黄元军等人

物群像的生动刻画，延展黄文秀作为“英

雄”形象的生活弧光，最终奏响去身份化

“平民英雄”的赞歌。相比黄文秀，《高山

清渠》中主人公黄大发开篇就烘托出不

同常人的传奇性，但在之后找水、迁坟、

悬崖凿石、补漏等一系列事件之后，黄大

发普通农民的“成长”过程跃然荧屏，特

别在横跨数十年的故事时空中，黄大发

与徐宏良、许怀春、关成瑞父子正反面人

物群像的互动，使得其“英雄”身份逐渐

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日常的平凡性。

近几年，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有意

识地呈现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丰富性，

出现了《山海情》这样的精品。2022年重

大主题电视剧继续深挖地域文化的价值

空间，通过选取不同区域代表性的文化

符号，强化传统记忆与时代意识的情感

联结，不仅凸显主题性电视剧的文化表

意功能，同时还为新时代电视剧的创作

带来历史质感。

一方面，多部作品积极打造区域文

化符号，构建系统性的文化品牌矩阵，进

一步扩大区域文化的全国影响力、辐射

力。《运河边的人们》《三泉溪暖》《胡同》

等主题性作品以区域典型的标识物与意

象架构起整部剧的故事走向。《运河边的

人们》以大运河为故事背景，围绕大运河

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申报世遗等核心事

件，全景展现新时代下大运河两岸人民

群众的精神风貌，流动的运河文化在今

昔的时空转瞬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特有

的文化记忆。《三泉溪暖》充分展示出齐

鲁鲜明的地域风情，通过对龙山黑陶、铁

艺非遗产业、山东快书、山东琴书等文化

符号的描摹，展现着山东美丽乡村转型

振兴的励志故事。《胡同》着力挖掘以“胡

同”为轴心的老北京地域风土人情，同时

“胡同”也见证北京基层居委会三代女性

爱岗敬业，扎根人民群众的奉献故事。

另一方面，重大主题电视剧在地域

空间的叙事策略上，除发达地区外，也深

入欠发达的省份区域，在“传统”与“现

代”、“落后”与“先进”的关系描写中，矫

正大众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传统理解偏

差，改善欠发达区域与社会总体进程间

的发展错位现象。以广西最贫困的山村

百坭村为故事背景的《大山的女儿》，通

过北师大硕士毕业的黄文秀放弃大城市

优厚工作，主动请缨回到百坭村任职第

一书记的抉择中，揭示出新时代下脱贫

攻坚国家战略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

要作用。《高山清渠》聚焦贵州遵义极贫

山村草王坝村，在主人公黄大发坚持修

渠与村民迷信陈旧观念的戏剧冲突中，

描绘出在党的领导下，人受困自然环境

限制时依然努力不懈地摆脱生存现状的

坚韧勇气。

可以看到，在迎接党的二十大的时

代氛围中，2022年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

在继承中积极创新，不断突破主题性创

作的规定表达，收获不同圈层观众的集

体共情。接下来，《县委大院》《战上海》

《山河锦绣》《大山里的女校》等一批重大

主题电视剧也将陆续登陆荧屏，期待它

们能再续辉煌。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副院长）

——迎接党的二十大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逻辑

——国庆档主旋律电影的叙事逻辑

围绕艰难任务展开的
“速度”时空

包罗个体与时代的
情感结构

另一处景象：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启示

重大主题与类型题材交融
建构精彩丰富的故事世界

典型人物与众生群像互存
塑造集群多样的角色形象

时代意识与地域记忆联结
凸显一体多元的文化表达

 《大考》作为一部非典型意义上的家

庭教育题材剧，将“高考”放置于新冠疫情

的特殊时空语境中，超越了家庭教育题材

的价值书写，达成与国家、社会同频的现实

走向。图为《大考》剧照

 《麓山之歌》以工人、科研工作

者、企业家间的互动勾勒出一个时代的

横截面，生动描摹出技术与人，技术与

国家千丝万缕的时代命题。图为《麓山

之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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