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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在这一重

要历史时间节点，不少电影人纷纷拿出诚心之作为祖国庆

生。在近期献礼的电影作品中，有两部电影不得不提，一部

是于9月20日于全国院线业已上映的《决胜时刻》，另一部

是即将于9月30日上映，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

徐峥、宁浩、文牧野7位导演联手创作，将7部短片合为一体

的集体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这两部备受好评、引人关

注的影片，都与同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电影《决胜时刻》

的监制兼导演（另一位导演系宁海强），也是电影《我和我的

祖国》的制片人黄建新。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一家后期公

司，黄建新如约在这里同记者会面，结束采访后，他又迅速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在这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将进入

最后的制作冲刺阶段。

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

做过许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决定将视角

转向普通人。在他看来，这些默默无闻坚守在本职岗位上的

普通人，深切感受着国家的发展与变化，每个个体命运同国

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通过情感和故事感动人而非述说道理

的方式，更加贴近电影的艺术本质，也更能够打动百姓。这

一想法得到了电影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陈凯歌和黄建新是

最早介入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项目中的主创工作人员。

由谁拍，拍什么？思前想后，二人选定了7位导演，新中国成

立70年，每10年由一位导演负责拍摄。而“历史瞬间，全民

记忆，迎头相撞”正是该片开宗明义的主张，所谓“历史瞬间，

全民记忆”，便是全中国人都知晓或参与其中的事件，所谓

“迎头相撞”，就是情感的直面撞击。按照这一原则，选定了

30余个事件，通过大家再次筛选与7位导演的各自认领，最

终敲定了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4年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

国女排奥运会夺冠、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2016年11月

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2015年9月3日天

安门阅兵及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阅兵等7个事件。这7

个事件不仅适合视觉化呈现，更能够发挥导演各自的优长。

与过往先有剧本再有导演意见的做法不同，这部影片是先有

导演想法再由编剧操刀完成，其中有的导演还承担了编剧工

作，薛晓路就是其中一位。

与许多含有“和平”、“建国”、“建军”等词语的名字一样，

黄建新的名字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建设新中国。几

经风雨的中国不断发展向前，黄建新至今仍记得，10岁那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满街都是举着报纸号外的人，

处在上升期的中国，每一项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事情都足以激

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荣誉感。1984年，还在剧组做助理导

演的黄建新，大着胆子和吴天明说：“大家都想看女排比赛。”

可是，彼时一部戏几十万的成本，落下一天工期追都追不回

来。要想看，必须提前把活儿干完。当时，剧组在沱江拍摄竹排上的戏，人在

竹排上摇摇晃晃，难免放慢行动的速度，可一说大家干完活儿就能看女排，组

里几个汉子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二话不说开始干活儿，大家用两天的

时间完成了三天的任务量。女排奥运会夺冠那天，剧组买光了小镇里的啤酒，

大家喝得七扭八歪，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那部影片名叫《没有航标的河流》，彼

时中国电影刚刚开始在世界各大奖项中崭露头角，吴天明凭借此片在第四届

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人物的丰富性是弘扬主旋律电影的生命线

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黄建新意识到有一段历史很特别。北平和平

解放，毛泽东在市郊的双清别墅待了6个月之久，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

国家机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和谈，和谈不成解放全中国。这段

历史虽然在《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影片中也有所涉及，但始终都没有细致

展开叙述，《决胜时刻》应运而生。影片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建构了三个层面：

除了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代表的第一个层面与以蒋介

石、李宗仁、白崇禧、毛人凤等为代表的第二个层面，影片还设计了以陈有富、

孟予、田二桥等为代表的年轻人层面。黄建新谈到，“戏剧舞台上，两方人员较

量、交锋才能构成故事，在电影《决胜时刻》中，毛泽东在北京，蒋介石在溪口，

李宗仁在南京，他们彼此之间不见面，只是通过指挥行动来完成各自角色的塑

造，所以我们设计了毛主席的警卫队长陈友富去抓特务等情节，这些情节成就

了不干瘪的、有情感的、有交叉人物关系的电影状态。”此次电影《决胜时刻》，

特意邀请到何冀平编剧，无论是话剧《天下第一楼》还是《德龄与慈禧》，她对人

物的敏感与精准把握，让她成为电影《决胜时刻》编剧的不二人选。当然，最终

成片也有一些变化，黄建新具体谈到，田二桥在原剧本中刚上战场并没有牺

牲，片中他让田二桥给毛主席写信说他想上前线，毛主席看后给陈毅打了电

话，田二桥一上前线就

牺牲了。这种改变让观

众不禁为田二桥年轻生

命的逝去而感到惋惜，

他没能打死一两百个敌

人，可能只打死一两个

敌人，但他依旧是这个

国家和民族的英雄。

与普通人物的伟大

相对应，伟大人物的普通同样重要。影片《决胜时刻》中，毛主席不厌

其烦、耐心细致地给女儿讲如何捕小鸟，令人感到亲切。全片中毛主

席哭了两次，一次是任弼时给毛泽东等四位同志拉小提琴，通过他们

一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苦岁月黑白画面的叠画，表现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惺惺相惜的友谊；另一次是田二桥牺牲时，毛主席只说了

一句“他只有16岁”。黄建新正是通过普通人物的伟大与伟大人物

的普通这一双向表达，深度诠释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不少看过《决胜时刻》的观众，都对影片结尾彩色开国大典的画

面感到赞叹。黄建新介绍说，拍摄《建国大业》时他就想找到彩色的

开国大典画面，去俄罗斯寻找时遗憾得知，当年拍摄的胶片在一场大

火中基本都烧毁殆尽，无奈只得在新影厂找到一些黑白影像使用。

后来，黄建新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了毛主席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彩色片

段，他打听到俄罗斯当年拍完从其中选取了一些镜头挪用到其他纪

录片里，这部分底片被保留下来。他迅速派了一个小组到俄罗斯寻

找关于开国大典各个版本的镜头素材，拿回这些时隔70年的胶片

时，大家发现到处都是点儿，不少还有大的划伤，单纯使用数字修复

技术清晰度又太差，正好国内有一家研究4k技术的公司帮了大忙。

当修复完成的开国大典彩色画面第一次出现在黄建新眼前时，他仿

佛穿越了时光隧道，毛主席的眼神、神情、举止被鲜活地搬上了银幕。

哪怕是做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垫脚石

从业40余年来，黄建新实现了多次华丽的身份转变——从编剧

到导演，从导演到监制，再从监制到制片人。随着身份的转变，黄建

新有了不同的体验与全新的思考。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

机构改革，黄建新在中影第四公司主要负责合拍片，与美国团队合作

拍摄了《杀死比尔》《木乃伊3》《追风筝的孩子》等。黄建新在同国外

合作时发现，国外的电影制片制度与国内的电影制片制度完全不

同。彼时中国电影正处于低谷，《真实的谎言》等美国影片于内地上

映，我们的国产片几乎就没人看了。黄建新认识到，中国电影工业亟

待发展，他愿意为中国电影工业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哪怕自己只是中

国电影工业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过去，内地电影多是导演统管，监制这个职位并不被认可，大家

甚至不知道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现在，业内人都在说要找一位监制

来控盘。这一职位就是要保证钱都用对地方，保证电影制作全流程从前端到

后端的贯通，给导演集中精力拍片子提供保障，在对作品负责的同时，也对投

资者负责。黄建新欣喜地看到，因为规则的透明、契约精神的存在，大家越来

越能够服从电影生产、电影本体的诸多特性与要求。如今，一项电影项目可能

牵涉百十家公司，一位优秀的领头人是确保项目正常运转的前提。

这些年来，外界对黄建新的转型有一些争论。他曾经拍出上世纪80年代

的“先锋三部曲”《黑炮事件》《错位》《轮回》，90年代的“都市三部曲”《站直了，

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以及世纪之交以来的“心理三部

曲”《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等，其中的诸多隐喻被

知识分子津津乐道。黄建新不愿意将过去主要拍摄的作者电影和现今的主流

电影混为一谈，他说，“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的作品是两个决然不同的逻辑。

在过去的电影里，大家很难看到好人和坏人的清晰界限，后来做主流电影我在

这方面很明确。你想发展电影工业，必须要做主流电影，表达主流价值观。主

流价值观也是理想价值观，正义战胜邪恶就是其中一种，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

差距，但是主流电影会给观众希望而非绝望。为什么功夫片中的李小龙、成

龙、李连杰等能被全球熟知？事实上，他们都是通过讲述一个不断成长的小伙

子最后把恶霸打死的故事，满足了观众对惩恶扬善的期望。只有中国电影工

业强大了，好莱坞电影才不会对中国电影产生威胁。坦白讲，前一阶段我拍的

片子，知识分子很感兴趣，但老百姓几乎不知道，也看不懂。当今的大众电影

市场越来越强调分众理念，主流的商业电影模式大概有十几种，它们都是有具

体针对性的，受众很明确，所以也可以计算成本，估量观影人次，这些类型片不

一定都赚钱，但是类型片可以重复生产，像《美国队长》可以拍好几部，艺术电

影很难复制，它几乎就是惟一的，《红高粱》《黄土地》《背靠背，脸对脸》也就只

有一部。我们真的不能回避电影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它需要观众真金白银买

票进入影院观看，但主流电影也绝不能代替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就是深刻的、

有独立思想的，甚至是有天分的人创造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在思想和艺术手法

方面可能领先我们10年、20年，但是它会给我们深刻启迪，影响我们终身，作

者电影的价值是永远存在的。”

采访临近结束时，黄建新笑谈，“你看，我们不是不能拍出《哪吒之魔童降

世》《战狼2》《流浪地球》这样的片子嘛！”他把掌声留给同行的时候，我们更应

该把掌声留给他。倏忽想到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在听闻《我和我的祖国》拍摄

《相遇》故事后专门发来的寄语：“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一不为名、二

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以上邓稼先说，许鹿希记。”——中

国电影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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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莹

9月18日，由北京泛亚视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筹划拍摄，洪宝生执导，演员洪剑

涛、德姬、刘勇希等主演的电影《生根》新闻

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片以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为故事背景，部分情

节根据丁目迪在甘南州真实生活经历创

作，艺术化地再现了藏、回、汉等几个民族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和谐共处的真实

场景，奏响了一曲草原欢歌。影片前后历

时4年完成，以草原为魂，以民族情感为圆

心，以民族兄弟姐妹等表现对象为半径，用

自然平实的笔调绘就了“温暖现实主义”的

影片品质，也构筑了作品的核心主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并以此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指示精神。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九曲甘南独特壮丽的

自然景观与感人至深的民族风情为电影

《生根》插上了艺术的双翼。

（许 莹）

《生根》奏响各民族和谐共处欢歌

由吴家平担任总制片人，申捷编剧，陈

昆晖导演，刘烨、马伊琍、梅婷、保剑锋、曾

黎等主演的都市创业电视剧《在远方》于9

月22日登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该剧重

点描述了1999年到2019年中国大地上发

生的飞速变化的20年。编剧申捷表示，改

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变化之迅猛前所未

有，各种变化让国人应接不暇。在此期间，

千禧年、非典、奥运、汶川地震等各种重大

事件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更共同见证了祖

国经济发展的腾飞和巨变。

电视剧《在远方》从中国神奇的变化中

选取了快递和互联网两个行业作为切入

点。该剧力图用普通人的视角来展现这

20年的神奇变化，通过男主人公姚远以及

刘云天，女主人公路晓欧和刘爱莲20年间

在快递物流与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中踏浪

前行、披荆斩棘的奋斗经历，向大众传递了

新时代创业者不断开拓、勇于思辨、坚韧不

拔的卓越精神，徐徐展开了一幅20年伟大

时代的感人画卷，更反映出平民投身伟大

时代的奋斗精神。据悉，剧中奋斗故事百

分之八十都来自于真实案例和人物，这也

是该剧真正打动观众的地方。 （许 莹）

电视剧《在远方》展现“中国速度”

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领衔出

品，陈凯歌担任总导演，黄建新担任总制片

人，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

浩、文牧野7位华语导演联手打造，由《前夜》

《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

《护航》7个故事构成，汇聚数十位华语影坛

实力派演员出演的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

祖国》将于9月30日上午9点正式登陆全国

院线，并在10月1日开启海外同步上映。届

时，将登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包括欧洲、非洲、亚洲及中东地区等近40

个国家的电影院线。电影还将于9月30日举

行海外9城联动首映活动，与海外同胞们共

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9月19日，片方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

“汇浪成海——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全阵

容盛典”。盛典上，影片剧组主创分别登台，

不仅结合7件“新中国国史见证物”，逐一

讲述出每个故事深情承载的全民时代记

忆，同时还分享了创作背后的经历与感触。

早在一个月前，影片就围绕话题“我和

我的祖国”，在微博平台开展了“我家的新

中国国史见证物”征集活动，激发海量网友

的参与热情，纷纷上传自己身边和新中国

国史相关的物品图片，并分享其中的感人

往事，这些见证物皆来自一个个普通的中

国家庭，从每一位中国人的视角，定格国史

瞬间、记录时代风采。盛典现场，这些征集

而来的新中国国史见证物，同影片中的7

件见证物集纳在一起，凝结成为一部珍贵

的“我和我的祖国”影像集。

活动最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总出品人

傅若清与总制片人黄建新一起登上国图艺

术中心舞台，将“我和我的祖国”影像集赠

予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陈樱。此

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还送上了《我

和我的祖国》同名图书，书中记录了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一路走来的艰辛创作历

程，其中包含了7个电影单元的剧本，总出

品人、总制片人、7位导演的随笔，还有剧

照、工作照等等，一并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许 莹）

以“国史见证物”开启全民时代记忆

《我和我的祖国》全阵容盛典在京举行

由宁敬武导演并编剧，郭广平、陶虹领
衔主演，讲述“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福建省南平市原副市长廖俊波生平事
迹的传记电影《樵夫·廖俊波》日前已在全
国公映。作为一部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影片，该片以倒叙的方式，回顾了廖俊
波同志一生的开拓与坚守。影片以记者的
寻访和廖俊波生前在基层带领群众脱贫攻
坚、为民排忧解难的工作经历等作为两条
交错并行的叙事线索，深入挖掘并细腻展
现了廖俊波一心为民、不畏艰险、披荆斩棘
的“樵夫精神”，以生动鲜活的细节、独特写

意的美学表达，真实、感人地再现了主人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守忠诚、无私奉献
的短暂一生。 （晓 璐）

9月 19日，重大题材电视剧《外交风

云》登陆北京卫视、广东卫视，优酷、腾讯、

爱奇艺同步播出。《外交风云》不仅真实再

现了共和国外交的风云变幻，而且热情讴

歌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走向

国际舞台，使新中国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奠基之功。该剧一开篇展现的就是

收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电台、炮击英国

“紫石英号”战舰的精彩事件，故事环环相

扣，引人入胜。不仅如此，从将军大使的挑

选到联合国舌战杜勒斯；从日内瓦会议新

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到参加万隆会

议“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从与赫鲁

晓夫论战，制造“争气弹”，到炮击金门打碎

美国企图托管台湾的阴谋；从打开西门中

法建交，到出访非洲广交朋友；从尼克松访

华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剧中都有所呈现。 （君 文）

《外交风云》揭开新中国外交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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