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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庆档，既有《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新主
流电影感悟家国情怀、提振精神力量，又有《五个扑水的少
年》《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
在行动》《老鹰抓小鸡》等多部青春、少儿题材的故事片、动
画片，为观众带来多样化多层次的观影体验。

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今年国庆档票房达
43.85亿元。其中，《长津湖》以32.03亿元的成绩领跑，并创
造了新的国庆档票房纪录。

《长津湖》打破多项纪录
今年国庆档票房的最大惊喜来自《长津湖》。
影片在 10月 1日当天，就以突破 4亿元的成绩打破了

国庆档影片单日的票房纪录。《长津湖》的票房成绩不仅在
今年国庆档遥遥领先，也刷新了由《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
年创造的国庆档影片票房纪录。《我和我的父辈》以9.65亿
元的票房成绩排在今年国庆档第二位。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分析认为，今年国
庆档电影市场展现出强劲的消费能力，头部影片票房号召
力突出，说明大银幕集体观影仍是人们重要的文化消费模
式。

纵向对比看，从 2019 年《我和我的祖国》，到 2020 年
《我和我的家乡》，再到今年的《长津湖》，新主流电影已经
连续三年登顶国庆档票房榜。

对此，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在国庆档
这样的特殊档期，观众对于家国情怀总会产生内在的情感
共鸣。“新主流电影的故事表达和观众的情感需求之间形
成良性互动，实现无缝衔接。这也是新主流电影在国庆档
票房成绩亮眼的关键。”

新主流电影引热议
“好看！超燃！”“向英雄致敬！”……电影《长津湖》以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在约 3个小时的时
长内，通过高强度的视听语言、精彩激烈的战斗画面，以及
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长津湖》总制片人于冬用“宏大、艰难、不易”来形容
整个拍摄历程。他认为，《长津湖》不仅仅限于“奇观场
面”，而是力求实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

在电影的影响下，纪录片《冰血长津湖》及相关军事知
识短视频也在网络走红，在国庆长假期间带动一股学习党
史和军史热。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人们通过参观纪念

馆、开展城市“红色微旅游”等，将爱国热情进一步转化为
增长知识和提高才干的动力。

《我和我的父辈》则是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
乡》基础上，我国电影人奉献的又一部新主流电影作品。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热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牺牲
奉献；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敢为人先，到新时代新征程上
的创新创造，影片再现了奋斗精神的血脉传承。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越来越成为观众们的第一选择，
不断掀起观影热潮。单从今年看，不论是五一档的《悬崖
之上》，还是暑期档的《1921》《革命者》《中国医生》，都产生
了积极反响。如何推动新主流电影更好发展，也成为不少
业界人士思考的重点。

“新主流电影要不断创新表达、追求多样发展，更好地
与年轻观众进行对话，这样才能获得更多内生动力，实现
可持续繁荣发展。”饶曙光说。

多样化题材合家欢
近年来，每逢国庆档、暑期档等重要档期，总少不了国

产动画电影的身影，“国漫复兴”渐成趋势。国产动画电影
不论是艺术性还是商业性都获得好评，逐渐成为各档期的

“刚需”，在烘托节日气氛、满足合家欢观影需求等方面都
有亮眼表现。

今年的国庆档，皮皮鲁和鲁西西、大耳朵图图、探探猫
等深受儿童喜爱的动画形象纷纷走上银幕，知名 IP成为吸
引观众的一大“法宝”。

《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中的大耳朵图图是陪
伴观众十几年的经典动画形象。《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
小人》则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作品首次被改编为院线真
人电影，原作受众覆盖了从“70后”到“10后”的读者，成为
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在“主旋律+动画”的主基调外，今年国庆档还有一抹
青春的亮色。

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讲述五个少年意外组成一支
男子花样游泳队，面对周围人的质疑，克服重重困难完成
花样游泳表演的故事。影片虽是小成本制作，但凭借其清
新的故事、励志的元素，收获了良好口碑。

整体而言，动画电影和青春题材影片的加入，丰富了
今年国庆档的影片类型，也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
个性化观影需求。

2021国庆档：新主流电影引领观影潮流
新华社记者 王鹏 许晓青 魏婧宇

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到《我和我
的父辈》，“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已经创作出三部作
品。可以说，这种用集锦式故事形式呈现的电影，
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新空间。虽
然还要等待市场进一步的检验，但是到目前为止，
大众对这种模式不仅是认可的，而且是欢迎的。

汲取前两部的创作经验，《我和我的父辈》在思
想主题的表现上又有新的探索。探索主要体现在
题材方面，作品从战争的烽火岁月一下子跳跃到当
下的普通生活，又跳跃到 2050年的科幻世界，观众
的思维随着导演的大胆创新跨越时空。从审美的
角度分析，这是具有强烈思想性的。

《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个故事汇集而成——《乘
风》《诗》《鸭先知》《少年行》。这部作品以革命、建
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从题材看是散
的，但是形散而神聚。创作者从不同的历史视角出
发，以家庭关系观察父辈人生这一特殊视角，讲述
各个阶层群体为祖国利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
斗历程，从而反映时代变迁下中华民族精神、家国
情怀的生生不息、传承弘扬。

第一个单元《乘风》，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
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冀中骑兵团，为保护群众
撤离与日军战斗，塑造了冀中人民共同抗击日寇侵
略的军民群像。危难关头，骑兵团的英雄们在枪林
弹雨中冲锋，彰显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青纱
帐、大刀队、骑兵等特殊的冀中抗日元素也得到真
实、鲜活的表现，给观众带来丰富独特的观赏感
受。第二单元《诗》用女性细腻的情感，再现航天工
作者的坚韧和温柔。电影中的女儿长大后成为航
天员遨游太空，其中如泣如歌的叙述，深深打动了
观众，使他们对航天工作者甘于奉献和敢于牺牲的
精神表示由衷敬意。

如果说前两个故事更多的是英雄叙事的话的话，，那那
么后两个故事《鸭先知》和《少年行》则主要讲述平
凡人的故事。《鸭先知》取材于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
诞生背后的故事，写了一个普通人家的父亲敢于第
一个吃螃蟹的不服输精神。导演一下子把创作笔
触伸进了上海的弄堂生活中，以这个弄堂为背景，
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求新求变的改革精神，传
达改革是适应了时代呼唤的理念。相比来说，《少
年行》这部带有极强科幻韵味的作品，给观众带来
的不仅是现实的感触，也有对未来的想象。作品以
机器人“星一浩”肩负特殊使命从 2050年回到 2021
年，邂逅了怀揣科学梦想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
成一对“临时”父子。在机器人老爸的影响下，少年
小小坚定了追求科学梦想的决心，将给当下的青少
年群体带来别样的人生启示。

《我和我的父辈》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好评，其根
本原因在于导演遵循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无论

《乘风》中的乘风父子，还是《诗》中的一家人，抑或
是《鸭先知》中的那个痴迷创新的父亲，或者是《少
年行》中的“临时”父子，这些都是普通人，都是千百
万人民群众的代表。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受到观
众的青睐？因为它一下子拉近了艺术与老百姓的
距离，让人看后有一种亲切感。文艺作品的成功不
在于表现的题材和人物的大与小，而在于有没有写
出真情实感。《乘风》中的父子，《诗》中的一家四口
都是普通人，这些人物都生活在我们周围，都是我
们身边的“这一个”。但正是因为有了千百万个这
样具有家国情怀的普通人，国家才在发展中不断强
大起来。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

（（来源来源：：光明网光明网--《《光明日报光明日报》）》）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致敬父辈的奋斗人生
陈先义

国庆长假首日，我国电影票房突破 6
亿元。其中，《长津湖》更是以当日突破 4
亿元的票房成绩强势领跑。

统计数据显示，《长津湖》不仅刷新国
庆档影片单日的票房纪录，也在同档期影
片中占据排片占比、观影人次、上座率等
多项数据的第一，豆瓣评分目前也高达
7.6分。

我们不禁要问，这部以抗美援朝战争
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影片，为何有如此
大的魅力，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打破常规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
这是《长津湖》的导演阵容。三位导

演都是华语影坛的重量级人物，由他们共
同完成一部电影，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是
难得一见的。

总制片人于冬透露，之所以采用三位
导演共同创作，是因为《长津湖》的故事题
材，意味着创作团队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
冬天拍摄完成。“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特
殊方法，让三位导演分三组同时进行创
作。”

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的故
事结构，《长津湖》中三位导演是共同完成
一个完整的故事，而非单个独立的段落。
因此，三位导演的分工与配合也成为影片
完成度的关键。

据了解，陈凯歌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
鲜部分，徐克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
和生动细节的展示，林超贤则偏重战斗场
面创作，并在动作设计中完成人物性格和
情感的塑造。

三位导演各自发挥所长，产生了独特

的化学反应，让影片兼具他们各自的特色
——既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和鲜明的时代
风貌，又有战士的铁血硬朗和战斗的紧张
刺激。

近3小时。
这是《长津湖》的时长。这样的片长

在我国的院线国产片中同样罕见。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这是

由长津湖战役的体量所决定的，“这是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关键一战。”

从内容看，影片前半段用超过30分钟
的篇幅，介绍了长津湖战役的背景、意义，
主要人物渐次登场，给了观众充分的时间
进入到影片的情绪当中。随后，在两个多
小时高强度的视听语言中，影片对长津湖
战役进行了全方位展现，伴随故事情节的
推进，将情绪不断推向高潮。

不少观众在观看后表示，“三个小时
并不觉得长”“意犹未尽”。

情感共振
“为了下一代远离硝烟，英雄们把热

血融进土地。《长津湖》是悲壮的离歌，更
是燃烧的史诗。”一位网友在看完影片后
这样评论。

在国庆假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观看一部兼具故事性和思想性的主旋
律影片，在很多人看来，有着特殊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指出，影片
体现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无畏牺牲的
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的军
魂，“最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回答了我们为
什么一定要打那场仗，因为‘我们不打，就
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

则认为影片展现了“家国叙事美学”，“电
影中的每位战士都有对家的留恋和向往，
家国叙事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

值得一提的是，《长津湖》对于主题和
精神的展现，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和说
教来完成的。影片生动描绘了七连战士
的人物群像，人物塑造成为影片主题表达
的关键要素。

对此，陈凯歌表示：“一部战争电影，
说到底是关于人。一部好的战争电影，一
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只
有当观众对人物有足够的感情，才会对角
色产生莫大的关心。”

影片中，吴京饰演的伍千里想为家中
的父母盖座新房，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
在战争的残酷中不断成长，朱亚文饰演的
梅生惦念着教家中的女儿算数，胡军饰演
的雷公在英勇牺牲前唱起了《沂蒙山小
调》……

这些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实现了对
人性的充分挖掘，让影片中的情感表达成
功“落地”，也更好地起到了提振精神力
量、引发观众共鸣的作用。

有效探索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长津湖》蕴含我

国电影人对战争题材影片的诸多新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电影工业水
准的新高度。

影片的创作团队数量惊人。据介绍，
在前期拍摄阶段，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率
领的三大摄制组人数达到7000人，加上后
期8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长津湖》项目的
工作人员总数有1.2万之多。

“我此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长的片
尾工作人员字幕，《长津湖》充分展现了当
前我国电影工业的雄厚实力。”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教授詹庆生说。

《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地道战》
《地雷战》……在我国的电影史上，一直不
乏优秀的战争片。但《长津湖》在延续我
国战争题材影片一贯史诗风格的同时，在
技术层面达到新水准。

“遇袭的长镜头、遭遇战的多视点切
换、长津湖大战的快速剪辑，呈现出形态
各异的气氛效果。影片整体气势宏伟，战
斗细节表现丰富，大量手持摄影和快节奏
剪辑营造出极强的临场感。”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在饶曙光看来，影片在战火呈现和战
争思考之间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努
力。“伍千里制止伍万里开枪时，以‘有些
枪必须要开，有些枪可以不开’阐明了中
国军人面对战争的终极态度，为本片增添
了战争电影应有的思想价值。”

“《长津湖》在战争叙事上的新探索和
新表达，无疑为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前进方
向，为国产战争影片的后续创作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范本。”饶曙光说。

这部影片，缘何打破国庆档单日票房纪录？
新华社记者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