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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这件小事》
《冬荫功》
《天才枪手》让人们看到泰
国在商业电影方面的潜力。
新加坡电影的鲜明特
点是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爸妈不在家》
《小孩不
笨》通过教育和家庭问题剖析新加坡社会。西亚
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艺术电影见长，继雷伊、阿
巴斯之后，
《小鞋子》
《一次别离》
《推销员》
《云端
之上》证明了伊朗艺术电影的延续性和开放性，
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影像风格享誉世界，新作《野
梨树》依然坚持他的电影美学；同样位于西亚的
黎巴嫩电影则打破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
的封锁线，
刚刚上映的《何以为家》深深地刺痛了
全世界，
一个少年的诉讼案吸引国际社会关注黎
巴嫩尖锐的社会问题。
上述亚洲国家的电影产业
规模大小不一，电影发展状况各具特点，在全球
化商业大潮下保持着民族特色，
亚洲电影借助出
色的艺术本体与商业力量向世界各国进行文化
输出，召唤具有地理、种族、文化、阶级、年龄、性
别差异的大众，
这无疑是强而有力的文化实践。

亚洲电影的“想象
想象”
”机制与“召唤
召唤”
”力量
□孟
亚洲电影是一个涵盖电影艺术、电影产业、
国际传播和人文地理的综合性电影范畴。正是
由于其丰富内涵，亚洲电影突破了地理疆域和
电影行业限制，在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 1983 年
出版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
源与散布》中，将小说和报纸视作建构“民族”这
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
“想
象”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某种方式的想象建立
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作为艺术的小说和作为
媒介的报纸便是这样的方式和手段。今天，我们
可以肯定地说，伴随技术进步发展应运而生的
电影，正和小说、报纸一道承担着“想象”某种共
同体的功能。事实上，亚洲电影正是因为虚构和
想象而具有强大的“召唤”力量，通过既具本源
性又具差异性的“电影叙述”弥合亚洲地理和电
影行业的界限，建构出一个亚洲电影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黎巴
嫩、泰国等亚洲国家电影的产量、质量和影响力
在逐步提升。其中，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态势有
目共睹，从电影资本、电影创作、电影发行到电
影放映的产业链各环节都在逐步完善，出现了
《红海行动》
《我不是药神》
《流浪地球》等标志性
电影作品。同时，其他亚洲国家的电影也取得了
显著成绩。仅从国内上映的情况看，包括《摔跤
吧，爸爸》
《天才枪手》
《小偷家族》
《摄影机不要
停》
《雪国列车》
《釜山行》
《一次别离》
《何以为
家》在内的亚洲电影在票房或口碑上取得了可

点

喜成绩。可见，亚洲电影是具有多重价值和强大
功能的文化生产力，亚洲国家的艺术电影和商
业电影同步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想象”和
“召唤”。作为共同体的亚洲电影推动着世界电
影的发展，在艺术创作和电影产业方面进行文
化想象，并形成社会热议的公共议题而介入社
会；同时，亚洲电影还通过跨国的深度合作和国
际性的电影活动进行文化生产，召唤散布于不
同地理疆域的受众，获得来自于亚洲不同民族
的认同。
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根本在于各国导演
在创作中对于亚洲的艺术想象，通过虚构和想
象，亚洲各国诞生了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兼具
独特性和普遍性的亚洲电影。
亚洲电影一直以具有高艺术水准的电影作
品享誉世界影坛，近年来《白日焰火》
《三峡好
人》
《图雅的婚事》
《长江图》
《推拿》
《人山人海》
《刺客聂隐娘》
《郊游，郊游》
《小偷家族》
《寄生
虫》
《一次别离》
《冬眠》
《野梨树》
《热带疾病》
《能
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
《何以为家》等亚洲电影
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和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大
量奖项，它们证明了亚洲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杰出的电影
作品表明亚洲各国电影“想象”所具有的美学功
能和社会功能，它们既创造了强烈的东方美学
风格，也呈现了亚洲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区域性社会价值的素材被
电影处理成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议题，从而获得

《《麦香》：模范军属传承永远的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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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电影在创作的诸多层面为中国提
供了可兹参照的样本，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印度
已取得成效的电影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电影
在电影美学、电影类型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黑泽明、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北野武、宫
崎骏等开创多样化的日本电影美学，社会问题
片、家庭片、战争片、青春片、灾难片、动画片俘
获全球观众，日本在 CGI 等电影技术方面保持
世界领先，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电影普遍关注社
会与人的本源性问题，因而具有哲学意义。韩国
政府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政策上对电影产
业进行扶持和激励，促使韩国电影快速崛起，无
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都令世人瞩目，尤
其是以奉俊昊、朴赞郁为代表的韩国导演将艺
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结合的成功尝试，为世界电
影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传统的印度电影因民族
特色浓郁而拘囿于本国市场，新宝莱坞为赢得
世界市场在电影剧本、表演等方面进行重大改
良，削减了传统的歌舞、苦情、超时长等特征，关
注普罗大众和底层社会的阶级、性别、教育等现
实困境，获得广泛共鸣，因此成功开辟了包括中
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和世界市场。日韩印三国在
电影美学、电影类型、电影技术、电影政策、电影
剧本、电影市场等方面各自取得了成功，中国电
影应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开展既获得世界性认
同又坚持本土性特色的中国“想象”。
除了“想象”机制驱动的艺术创作和产业发

电影《周恩来与乌兰牧骑》观摩研讨会在京召开
以内蒙古自治区 1957 年诞生的第一代“红色文艺轻骑
兵”乌兰牧骑队员群体为创作原型，再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关心、支持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电影《周
恩来与乌兰牧骑》，6 月 3 日在京召开了专家观摩研讨会。会
议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
主办。
作为一部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的影片，该片的剧本创作项目早在 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回信前夕，就已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推荐下，获得了中
国文联重大主题文艺创作项目的支持，得到了中国文学艺

了时代的发展与一代人的生活。饰演云宽的演员章
贺说：
“ 我有军人情结，我非常喜欢云宽这个角色。
《麦香》整体是一部既讲究情节、又接地气的电视剧，
□ 她的气质正是我所追求的。”
薪火相传无畏奋斗精神，力现模范军属高远格
局。
《麦香》紧扣真实生活，为年轻观众打开了时光的
回音壁，听到了山河岁月里来自父辈、祖辈代代相传
的誓言。不管是作为女儿、姐姐、妻子还是母亲，麦香
永远不忘守护军人荣誉的初心。艰辛的生活与创业
过程并没有将她打倒，众多困难被麦香接连克服，最
后她收获累累硕果，获得了乡亲们对军烈属的尊敬。
麦香的生活是坎坷的，但麦香也是幸运的。改
革开放改变了国家与麦香这代军属的面貌，经济的
飞速发展、思想理念的更新让麦香敢想敢干的性格
有了用武之地，她一面学习新技能，一面将学到的
技 能 运 用 到 实 践 中 ，在 经 历 了 土 地 承 包 、国 企 改
制、乡镇企业崛起等一系列变革后，终于兑现了带
领落雁滩的乡亲们致富的承诺，为麦家争得了荣
誉，也与一直有误会的陶二兰达成了和解。饰演陶
二兰的演员王伟认为，陶二兰是一个非常爱家人的
女性，她擅长经营生活，有烟火气。王伟归纳总结
了陶二兰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物特点：初期的她
是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娘，中期的她是一个斤斤计较
的家庭主妇，后期跟麦香和解后又变得宽厚豁达。
其实陶二兰一直都不曾真正讨厌过麦香，只是因为
爱上云宽而一度迷失了自己。
《麦香》是细腻的，那些发生在落雁滩的故事，既
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该剧传播了有责任有担当的老兵精
神，呈现了“退役不褪色”、
“ 转业不转志”的军人风采，重新
引起了社会对军人尤其是复转军人、烈属军属的关注与关
怀，凝聚起爱国爱军的磅礴力量。

李李
卉卉

现实题材剧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一直占有很重
要的分量。电视剧《麦香》用全新视角聚焦退役军
人、军属的日常生活，讲述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
性为荣誉坚守的故事，让年轻人找到了学习的榜
样，彰显了创作者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
义情怀，并从现实生活入手，为中国电视剧市场注
入了汩汩清流。
清新叙事书写“女性史诗”，小人物体现一代
人生活。作为一部聚焦农村退役军人生活的剧集，
《麦香》以宏大的叙事，讲述了从 1980 年到 2008
年间近 30 年里发生的故事，呈现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浙江丽水落雁滩这一方小小的舞台上，麦
香为荣誉坚守、云宽为致富拼搏的崇高精神。导演
顾晶说：
“ 在拍摄这部戏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收获
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感动，尤其是麦家那面荣誉墙，
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给予我力量，它是这部戏的
精神象征，每当麦家人遇到大事小情，他们站在这
面荣誉墙前时，一切都变得庄严起来。”
该剧以麦香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情感故事为
主线，以军人荣誉贯穿始终，全景描摹了一代优秀
乡村青年敢想敢干、勇于担当的精神。演员对人物
的鲜活诠释，让一个善良、美丽、坚韧、对荣誉不懈
坚守的女性形象跃然荧屏。麦香出生在江南水乡
的一个军人世家，父母离世，丈夫在部队牺牲后，
麦香独自抚养年幼的弟弟和女儿，她在大雁河上
当渡娘、养鸭子、勤俭持家。孩子们长大后，她在对
荣誉的重新解读中找回自己，成为备受尊敬的乡
镇企业家。她勇敢面对生活风雨，在一次次解开生
活“疙瘩”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自己、亲情与爱
情。麦香一生爱军、拥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
了军人家属的荣誉。饰演麦香的演员傅晶说：
“麦
香这个角色给了我很大帮助，她是一个精神世界
非常丰富的人，那面荣誉墙就是她的精神家园。”
除麦香外，其余几位主人公的塑造也非常生
动精彩。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南方小村里，有退役后
积极投入新农村建设的云宽，在村委会工作的他
以敢打敢拼的魄力，成为带领落雁滩走向致富之
路的带头人，并将退役军人“转业不转志”的拼搏
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有在抗洪救灾中为了救一
个小战士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天来与为了帮助他人
而失去健康双腿的麦收，天来与麦收呈现了军人
在他们最美好的年纪里，为了国家与人民奉献自
己的青春甚至生命的无悔选择，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尊重与
敬仰；有为朋友两肋插刀、豪爽正直的翠姑，每当麦香遇到
困难时，她总是默默站在麦香身后，支持她迈过生活中的坎
儿。
《麦香》以大时代为背景，通过描绘小人物的命运，展现

全球性认同。
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还表现在，亚洲各
国普遍在电影产业方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文化工业，凭借电影的全球化市场影响着当代
社会的消费。
近年来，中国在科幻片、喜剧片、动画片、动
作片等类型片有了成功的尝试，
电影产业链逐步
完善，
港澳和海峡两岸的电影展现了文化趋同的
态势。日本电影在《小偷家族》取得国际声誉的
同时，依然保留了在动画片、爱情片等领域的传
统优势，甚至在伪纪录片方面取得了成功，
《昼
颜》
《你的名字》
《银魂 2》
《哆啦 A 梦》
《摄影机不要
停》等影片都是近年被中国观众追捧的佳作。韩
国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并驾齐驱，
《燃烧》
《釜
山行》
《国际市场》的成功便是证明，值得注意的
是，刚刚获得第 72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的《寄生虫》体现了韩国电影的独特之处，
即在类
型片的成功基础之上进行艺术探索，
这对将艺术
和商业进行二元对立的电影观念是一种颠覆。
印度宝莱坞电影已形成可与好莱坞竞争的电影
工业，
《三傻大闹宝莱坞》
《摔跤吧，
爸爸》
《巴霍巴
利王》
《神秘巨星》
《嗝嗝老师》
《调音师》
《一个母
亲的复仇》等影片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源于宝
莱坞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西方电
影的成功经验，
极具辨识度的印度电影在全球化
和本土化的矛盾中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平衡。
泰国
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上均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
阿
彼察邦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泰国电影作者，
《初

君

展外，亚洲电影无疑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实践功
能，通过多种电影实践来“召唤”具有多样性和
差异性的亚洲。
事实上，亚洲电影在保持各自独立形态的
同时，亚洲各国持续通过跨国合作致力于建构亚
洲电影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强大的整合
力量勾连着全世界各行业，
电影是其中的一个分
支。由于投资、评奖、交易、传播等电影产业链各
环节的跨国合作，
世界电影较之以往越来越具有
互融性和互渗性，亚洲电影也呈现出这样的特
征，体现了亚洲电影的国际传播力。通过合拍电
影，亚洲各国在电影资本、电影人才和电影市场
上进行广泛的深度合作，从中日合拍片《追捕》
《你好，
之华》、中韩合拍片《好雨时节》
《重返二十
岁》、中印合拍片《大唐玄奘》
《功夫瑜伽》、中哈合
拍片《音乐家》、中泰合拍片《定制爱情》
《食人狂
魔》、日韩合拍片《风之颜色》
《空气人偶》等大量
合拍片的出现可以看出，
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
国家试图打破地理疆域的藩篱的努力。
在这些电
影作品中，亚洲电影从不同角度进行跨国合作，
优秀的剧本、导演、演员和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
被相互分享和借鉴，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融合。
电影活动也是电影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
洲国家不断开展以亚洲为中心和目的的电影活
动，
以促进亚洲电影的共同发展。东京国际电影
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是传统的
亚洲三大 A 类国际电影，釜山国际电影节、北
京国际电影节也逐步成为世界影人云集的电影
活动，这些盛大的电影赛事和电影展映是凝聚
和传播亚洲电影的重要活动，经年来对构建与
世界对话的亚洲文化共同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也在专门为亚洲电影的交流互鉴搭
建平台，譬如今年在中国五座城市举行的亚洲
电影展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
主题，
倡导和践行亚洲电影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
的责任与使命。这些电影活动无疑有助于亚洲
在多极化世界里进行文化输出，亚洲的电影独
立、开放，电影中的亚洲丰富、多元，亚洲的“意
义”
通过电影的
“召唤”
被人们所理解和阐释。
历史地看，
我们正处于恢弘的时间巨链中的
一个环节，
同时这个充斥着转型与巨变的环节也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环节。在这个时间节点
上，
亚洲电影以其特殊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作
用于亚洲社会。
电影或许不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
正相关关系，但一定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因
为电影既能反映现实，也能介入现实，亚洲电影
始终与亚洲的社会现实“共振”。一方面，亚洲电
影是在地书写的
“意义”
生产者，
阐释着区域性和
异质性的亚洲；另一方面，亚洲电影也是打破壁
垒的“话语”巴别塔，勾连着作为共同体的亚洲。
亚洲电影正在以其独有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
叙说着关于亚洲的可说和不可说的一切，
电影的
力量隐秘而又强大，
正如安德森所说，
“虚构静静
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
。

术基金会的专项资助。为更好地引导创作，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在该片剧本初稿完成、正式开拍前，曾特邀请业内专
家，以前置式评论的方式积极介入创作，对剧本展开研讨，
以便主创团队在吸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进一步
打磨。此次，协会又于影片拍竣之际、公映之前召开观摩研
讨会，进行跟踪式评论，亦是为了更好地鼓励并支持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探索。与会专家对该剧的时代意义、
内容呈现的艺术价值及鲜活的民族特色予以肯定，并就如
何进一步修改、完善影片的不足提出了具体意见。据悉，该
片在 2019 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曾获民族电影评委会特别奖，
预计于今年 8 月在全国上映。
（路斐斐）

专家研讨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
由杨志刚编剧、韩志君总导演的
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讲述了偶然当
选为村委会主任的耿二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力主通过发展养驴产业，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影片用喜剧的
形式，诠释精准扶贫的意义，让观众在
轻松的观影中，对如何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进行深入思考。在 5 月 15 日
《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电影《耿二
驴那些事儿》观摩研讨会上，专家表

示，该片从生活中发现细节，从时代的
发展中提炼形象，地域特色鲜明，继承
了“山药蛋派”的文学风格，但又有当
下的新气象，彰显了农民的主体意识。
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文化特质的风俗
喜剧，塑造了“耿二”这样一个饱满、典
型的新时代农民形象。该片用喜剧风
格呈现时代特性、表现精准扶贫，这在
同类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在喜剧技

巧的运用上，该片几乎没有使用惯常
的误会、巧合等技巧，而是通过耿二这
一人物塑造了一种“性格喜剧”，在人
物关系和人物性格中烘托出影片的喜
剧氛围，用“驴”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家
畜凸显了影片的文化内涵和人物特
点。同时，专家也谈到，影片存在“驴”
的意象出现较频繁、耿二与胡娇的情
感戏铺垫得不够充分等弱点。
（余 非）

电视剧《我的真朋友
我的真朋友》
》在京发布
6 月 2 日，电视剧《我的真朋友》发布会在京举行。出品
人兼总制片人贾轶群、导演张思麟、编剧梅英菊及杨颖、邓
伦、朱一龙、许娣等多位主演纷纷到场，分享了剧集创作的
初衷与打造好作品的决心。该剧讲述了一群因为买房、卖
房、租房而聚到一起的陌生人，从互不相识甚至彼此误会，
到后来逐渐放下戒备并肩作战，最终实现自我成长的暖心
故事。由于该剧提档播出，制片人应广大喜爱该剧的观众
要求，在剧情播出过半的情况下举办了此次发布会，现场
互动气氛十分热烈。
剧中初入职场的房产中介程真真、邵芃橙见证了都市
百态。编剧梅英菊表示，之所以将人物职业设定为中介，是
因为中介是一个万花筒，能够让千家万户的故事融入到其
中，也希望观众能够在剧中人物身上找到共鸣。该剧虽以
房子为核心意象，但摒弃了以往因房子产生众多复杂关系
纠葛的剧情设定，而是向观众传递出明亮温暖的生活理

念。对此，总制片人贾轶群表示，她期待该剧能开启一种新
的思维模式，如何去理解人与房子的关系，如何以更加自
然从容的居住观去生活，都成为这部剧在价值塑造上的重
要考量。据悉，
《我的真朋友》大至实地取景，小至精作道
具，都努力贴近剧中人物的生活状态。目前该剧正在东方
卫视、浙江卫视热播，腾讯、爱奇艺、优酷平台等同步上线
播出。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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