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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主旋律电影这个概念本身

所指驳杂，尽管这些意指彼此重叠，但又往往

在不同的维度或坐标中被使用。有时指的是

承载或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有时指能

够召唤尽可能多的观众走进影院的国产电

影，有时指体现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实

践的电影；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切宣传

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总的来说，主旋律电

影应该指的是那些反映国家、人民的利益与

呼声，并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电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桥》《上甘岭》《英雄儿

女》《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开国大典》《焦裕

禄》《周恩来》等一大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构

筑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和文化

记忆，但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文化现象、

电影产业现象被标识并被反复讨论，则是在

新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的全面

开启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 2009 年，

由 172 位明星参演的、一举夺得国产电影年

度票房冠军的《建国大业》上映后，在经历了

娱乐文化冲击的中国电影界才突然意识到主

旋律电影同样可以在口碑和票房两个层面上

赢得自己的观众。如果我们把 2009 年作为

主旋律电影的分水岭，就会发现十余年来中

国主旋律电影大致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主旋律电影题材与类型的多样

性。近些年来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中，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智取威

虎山》《八佰》《金刚川》《1921》《长津湖》《狙击

手》等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在市场和精神层

面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其他不同题材、不

同 类 型 的 电 影 ，如 军 事 片《战 狼 2》《红 海 行

动》、警匪片《湄公河行动》、体育片《夺冠》、抗

疫片《中国医生》《穿越寒冬拥抱你》、灾难片

《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科幻片《流浪地球》、

谍战片《悬崖之上》等也在持续发力。这些电影丰富或拓展了主旋律电影

的内容与空间，并且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主旋律与多种类型

片的有机融合。主旋律既突出了自身的叙事特征、审美趣味，同时也弘扬

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电影人讲故事的能力和技巧在不断地提

升，社会反响良好。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生产的电影《三湾改编》在日均排

片占比不足 0.1%的情况下，取得了 5420.9 万元的票房佳绩。该片场面恢

宏、人物刻画细腻饱满，真实地还原了毛泽东在永新三湾村领导三湾改编，

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治军方略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学

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次是主旋律电影叙事范式的创新性。当前主旋律电影正在逐步摆

脱之前一些或居高临下流于说教，或主题先行流于空洞，或强行煽情流于

表面的概念化、机械化、套路化弊端，逐步以诗意的方式再现生活、把握时

代、传递温情。《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电影，尽

管都是大制作，但切口都非常小，都是以个体化的生命经验深切再现真实

而广阔的历史画卷；都是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关于民族、时代、命运的故

事，讲述平凡的劳动者、建设者的梦想、奋斗与坚持，讲述家与国休戚与共

的血肉联系与精神谱系。《十八洞村》《守岛人》等中小成本的主旋律电影在

主题意蕴、叙事策略、审美范式的开掘上可谓是别具匠心，这些电影将一些

富有诗意的情感张力纳入文本结构中，并且始终将故事的着力点聚焦在人

的主体存在上，因而就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总之，正是由于中国电影

人坚持守正创新，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奋力开掘主

旋律电影艺术表达的新范式，才在主旋律“大片”与“小片”上都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

此外是主旋律电影制作模式的多元性。近年来，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好

看，也与中国两岸三地电影人日渐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密不可分，甚至很多作

品还有国际电影人加盟创作。收获了 57.75亿元票房的《长津湖》就是由内地

导演陈凯歌，中国香港导演徐克、林超贤三人携手执导的，这种合作模式取长

补短，熔三位导演的优势于一炉，比如陈凯歌擅长把握时代气质，所以开场的

“长城戏”由他拍摄，而动作和战争场面就交由林超贤负责，徐克则拍摄他所

擅长的冰雪场面。这部电影最终呈现出的风貌既有史诗般的宏大格局，又有

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还有感人肺腑的催泪瞬间。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香

港导演就执导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如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

《夺冠》、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

援》、李仁港的《攀登者》等。他们将以往电影创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地融入主

旋律电影的创作中，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和多样性表达，也推动了主

旋律电影步入更成熟、更高效、更完善的产业化道路。

鲁迅先生曾告诫我们：“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

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作为镜与灯的主旋律电影自然承担着反映和传递

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的使命，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应该是有思想、有筋骨、有

暖意的诚意之作，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提升文艺原

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引领社会风尚，鼓舞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地迎接挑战、

开创未来。同时，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成为负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形

象名片，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旋律电影。必须看到，像《巴顿将军》《壮志

凌云》《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美国队长》之类的美国主旋律电影不仅

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票房，也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在

这一点上，中国主旋律电影如何走出国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并借此向全

世界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这将是今后电影界需要深入研

究和开垦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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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追主旋律

主旋律成了
年轻人的“心头好”

●主持人：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越来

越“圈粉”年轻人。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部？

王继亮：这些年主旋律电影带给我很大冲

击，尤其是《战狼》，看完热血翻涌，那是很久都

没有过的一种深刻感受了。

刘骏文：我也喜欢《战狼》。军旅题材历来

是国产影视的一块“重地”。《战狼》中，吴京饰

演的冷锋是个军人，反应敏捷、头脑灵活、一身

好功夫，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他在保家卫

国中，不断突破自己、挑战自己。尤其是那句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让人热血澎湃。

江锦灵：我喜欢电影《1921》，它融合了革

命史和青春史，展示给观众的既有革命信念，

也有柴米油盐。如毛泽东在李达家“蹭饭”时

的闲侃，刘仁静和几位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玩

的情节等。那些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和早期革

命者，与当下青年一样向往美好，心存好奇与

浪漫。

陈炜：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对文艺作

品的历史表现是否真实会比较挑剔，而电视剧

《觉醒年代》很打动我，它史实真实，经得起观

众推敲，也拍得很美，镜头充满了诗意，让人耳

目一新。尤其是剧中的人物刻画和故事讲述，

都有细节的共情，把那些伟人塑造得鲜活立

体，平易近人。看剧时，那群有志青年仿佛就

在我们身边。

姜丽敏：很多主旋律作品都非常“硬核”、

耐看，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若一定要从中选

出“之最”，我也会选《觉醒年代》。这部剧献礼

建党百年，以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上

下求索为主线，感人肺腑地再现了那个风起云

涌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陈

乔年、陈延年等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努力在

黑暗中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光明，他们前仆后

继、矢志不渝……

●主持人：从再现历史风云的《觉醒年代》

《长津湖》到礼赞英雄的《中国机长》《中国医

生》，从脱贫攻坚的《十八洞村》《山海情》到经

典 文 学 改 编《平 凡 的 世 界》《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主旋律不断火出圈。咱们这届年轻人

为什么爱追主旋律？

江锦灵：主要原因可能是主旋律作品的品

质普遍提高。时下，主旋律越来越向年轻人靠

拢，尊重并探究年轻人的品位、趣味，打破以往

结构模式化、角色脸谱化、情节套路化的创作

窠臼。作品中的主要角色也日趋年轻化，呈现

了他们繁复的内心纹理，情感的表达贴近日常

生活和当下，叙述形式也越发弹性与丰富，如

春风化雨般浸润观众内心，引发了年轻人的好

感与共情。

刘骏文：从受众看，主旋律成为爆款，离不

开年轻人自己的抉择与渴求。当下的 90 后、

00后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是影视剧等文化

产品的消费主体。他们思想活跃，想象丰富，

求知欲强，希望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共鸣、温暖，

而近些年来的主旋律作品表现了飞扬的青春，

弘扬了奋斗的精神，这些与处在激烈竞争中的

青年有着心灵的共契。

姜丽敏：的确，主旋律的流行，可视作年轻

人与主旋律的“双向奔赴”。有网友说，90后、

00后是最爱国的一代人。这个说法也许偏颇，

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

也不断提升。主旋律唤起了许多国人的文化

自豪和文化自信，年轻人因时而进，更需要一

束光照耀前行之路，驱散青春的迷茫，主旋律

恰恰为青年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引领。年轻人

喜欢主旋律，是潜在需求得到满足的表现，实

属正常。

主旋律自带高光
照耀“后浪”

●主持人：其实，学界和媒体一直没有对

主旋律的定义达成共识，但这并不影响主旋律

成为我们文艺创作的主流，并受到人们的广泛

喜爱。在你们看来，什么样的作品可称之为优

秀的主旋律作品？或者说，主旋律应该具备哪

些特质？

陈炜：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一路伟大征程，留

下了一个个光辉足迹，镌刻下闪光的时代精

神。从革命年代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到当下

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凡是展现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作品，或许都可归为主旋

律。故此，主旋律作品当严谨取材，尊重史实，

树立大历史观。

江锦灵：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与

荣光，当然是主旋律，而我偏向从更广阔的视

野看主旋律。那些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引人求真、向善、尚美，有着更强现实导向性的

作品，在我看来都是主旋律。主旋律可以是国

家民族的史诗、英雄楷模的礼赞，也可以是日

常烟火的叙事。比如电影《狙击手》，撇开抗美

援朝的历史背景，那贯穿全片的天地白茫茫中

生命的渺小而坚毅，单纯、深刻，感动人心。

王继亮：大家都习惯从内容来评判主旋

律，但我觉得，主旋律还应包括形式表达层面

的美和精致。从某个角度来说，“主旋律”表达

中不能忽视的是“旋律”，而旋律是有美感的。

就像听歌旋律悠扬，方能赏心悦目，毫无韵律

之美的聒噪之音则让人厌烦。前些年出现的

一些“抗日神剧”等，虽然题材很“正”，但不该

说它们是主旋律。

●主持人：锦灵老师、陈炜老师，你们在课

堂上会向孩子们、学员们分享主旋律佳作吗？

江锦灵：当然会。这些年每有主旋律爆款

出现，同事们多会谈论与点赞，开会发言和给

学生们上课时，也会引用相关的台词和情节。

某种意义上，成长对于每个人，是进行一个又

一个微型的革命，完成一个又一个细小的战

役。看着那些革命先辈在艰难时刻的信仰与

奋斗，就像听了一堂人生课，带给孩子们激励

和引领。

陈炜：作为一名党校干部，我看的主旋律

作品可能比较多。课堂上，我会撷取一些经典

视频片段用于宣讲，活跃氛围，学员反响都很

好。《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开国大典》《长征》

等，都在我的课堂出现过。另外，我很迷恋主

旋律中的理想主义的美感。物质日益丰富的

今天，精神的绿洲更让人向往。生活许是平淡

的，但可以通过文艺作品感受热血与激情。人

生如一苇以航，精神的坚定才是行稳致远的关

键。

主持人：主旋律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王继亮：我是个影迷，每到周末就去影院

“淘”片子，战争片、历史片、动画片，都喜欢

看。光影是有力量的，治愈人心，那些精品影

片给我带来许多滋养，让我变得积极、乐观，勇

敢面对挫折与困难。其中，许多佳作在宏大背

景中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这指导我写作不

应满足于书写自己的生活和故事，必须与脚下

的土地、更广阔的时代建立起深厚的联系。

刘骏文：小学时，爷爷常常带着我一起看

《亮剑》。他是个退役老兵，会用剧中李云龙的

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告诫我克服学习中的

困难。爷爷还有很多藏书，《红岩》《青春之歌》

《抚州名人故事》《临川文化史》等。因为爷爷，

我慢慢爱上了阅读，爱上了《青春之歌》里的青

年江华，爱上了临川文化中的名人先贤，他们

跨越时空，在不同的年代流淌着同样的热血，

我把他们定义为“很酷”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担任了《乡贤》短

视频栏目的制片人。接下来的四年，我对话了

从家乡走出去的一百多位乡贤，他们有院士专

家，有商界人才，有艺坛名家。读懂和传递他

们的那些“很酷”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品德，我

想，这或许也是一次主旋律创作吧？

姜丽敏：走出校园后，我成了一名基层干

部。如今，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经常

会组织支部党员观看主旋律作品。百年过去，

我们已然是先烈口中的子孙后代。陈乔年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人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

的幸福吧……”沾满鲜血的镣铐、铿锵的誓言、

坚定的眼神，我一次次看片，一次次泪目，心潮

澎湃，感慨万千。

主旋律带给我美的享受，帮助我进一步纯

洁了自身党性，也让我找到了一条团结同志、

筑牢基层党建精神堡垒的有效途径。

主旋律与年轻人
彼此需要

●主持人：在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年轻人

对主旋律是有其他看法的。你们怎么看待主

旋律与年轻人？

陈炜：年轻人和主旋律不应该是彼此隔膜

的，年轻人喜欢主旋律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

事。早些年，许多年轻人对主旋律不买账，不

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主旋律，而是一些不接地气

的、粗糙的、不严谨的作品，让大家对主旋律产

生了误解和抵触。一直以来，年轻人都在追逐

真善美，当下的年轻人很有个性，他们讨厌说

教，对文艺有多面的要求，至少希望智商和审

美的双重被尊重。

近年来，一大批主旋律作品秉承精品意

识，迈上了创新之路，以更生动鲜活的小切面

来讲述故事，角度新，充满艺术质感，加上一批

老戏骨和优质偶像的精彩演绎，实现了叫好又

叫 座 ，尤 其 是 在 年 轻 人 中 掀 起 了 一 阵 阵“ 红

流”，如《血战湘江》《金刚川》《长津湖》等，都很

受年轻人喜欢。

王继亮：我和陈炜看法一致，主旋律与年

轻人应该是彼此需要、彼此成就的。如今，人

们精神层次提高了，对主旋律的品位要求也提

高了，相对一些小众文艺，主旋律涉及的内容

与广大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于是，就像两块

磁铁，主旋律与年轻人彼此需要而紧紧地吸引

在一起。同时，主旋律也需要年轻人，不仅在

于青年是主要的受众群体，还在于年轻的心可

以容纳更多想象，激发更多可能，一大批青年

加入主旋律的创作，定会让主旋律绽放缤纷色

彩。如电影《一点就到家》等，很多都有青年力

量的加盟。

●主持人：主旋律作品越来越受到大众认

可，这是可喜的态势。而时代向前，年轻人的

审美也在改变。你们对主旋律创作有哪些新

期待？

姜丽敏：我们从小学红色历史，无数仁人

志士坚守初心和使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然而

有些认知一时间难以抵达内心深处，多停留在

思想表面。期待红色题材能有更多新潮的、年

轻的“打开方式”，将那些掩埋在时间缝隙里的

历史，以另一种形式有血有肉地丰满起来。

王继亮：我希望主旋律创作进一步与时俱

进、求新求变。将大时代与普通百姓的小日常

结合起来，将老一辈的精神与新一代年轻人的

特质共同呈现出来，语言鲜活、接地气，百姓生

活场景有烟火气、市井味等。

江锦灵：我赞同继亮的看法，期待主旋律

与年轻人“互粉”。主旋律宏大叙事的同时，可

拓宽日常抒情的“音域”，题材更加多样化。抒

写凡人小事，于日常中显悲欢，细微处见光泽，

更易打动人。

刘骏文：我是一个 90 后，在全媒体时代，

我们追求精神层次的共鸣,也追求大片的视觉

感。主旋律内容为王，还应让大众喜闻乐见。

主旋律往往具备优秀文化作品的内涵，也要具

备“流量”传播的普遍价值。“流量”传播不是降

低内容品位，相反是对主旋律提出了更高要

求，从人民的生活中寻求灵感，接上传统美德

的“天线”，也接到现实场景里的“地气”。

陈炜：一部成功的主旋律作品，必定能在

精彩的故事和好看的画面之外，让观众寻获初

心与理想。主旋律是座富矿，除了目前已经火

爆的题材，一定还有很多好故事，有待我们去

发掘、呈现。我和大家一样，希望主旋律温暖

岁月，也惊艳时光，带给人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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