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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制作的 6 集纪录片《同心战“疫”
》于近期推
出，该片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历程，
诠释了此次防疫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所折
射出来的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价值追求。

纪录片《同心战
“疫”
》：

国家叙事视野下的抗疫影像史记
□韩

其次，本片诠释了“人民至上”乃至“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
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
人民战争。
“人民至上”，既是全片的主题站位和
价值观照，也是对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好
诠释。影片前五集《令出如山》
《生死阻击》
《坚
强防线》
《众志成城》
《命运与共》紧紧围绕“人”
为故事讲述主体，从坐镇指挥的政府官员、冲锋
陷阵的医护人员，到一个个普通志愿者、快递小
哥、社区居民、病患亲属、援外人员，为我们呈现
了一幅生动多元的抗疫群像。无论是“令出如
山”后的一呼百应、
“ 生死阻击”下的冲锋陷阵，
还是“坚强防线”前的团结协作、
“ 众志成城”下
的四方驰援、人民的“同心”力量、国家的制度优
势，在波澜壮阔的抗疫影像记录中得以充分彰
显。最后一集《人民至上》则专门点题升华。全
片紧扣“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深度诠释了“抗
疫，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这一行动指南。
“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同样体现在本片
对以“人”为主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诠

全球疫情暴发后，
中方
设立了 20 亿元人民币抗疫
合作专项基金，先后向 150
宏微并重，深化关于“人”的主旨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紧急援助，向 27 个国家派
《同心战“疫”
》在整体立意和表达上，具有
出 29 批医疗专家组。这是
大视野、大格局、大气势的特点，影片尽力达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
援助时间 “主流价值与主流观众的统一”，通过当事人
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
物、现实场景、鲜活故事和细节充实论点，软化
次紧急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宏大主题，较好地把握和整合了宣传规律和艺
术规律。
在宏观结构上，影片紧紧把握住党中央带
领全国人民抗疫的主题，从中央和地方、中国与
世界两大方向建构抗疫图景。在具体讲述中，
影片则通过微观细节还原一线实况，并通过英
雄事迹与感人故事进行情感勾描。影片运用了
大量细节镜头叠砌，在突显画面重点的同时，也
起到烘托氛围之用。例如影片中的一处群像式
眼部特写就反映了疫情暴发期间不同人的情
绪，有迷茫、有感动，但都噙满泪水，在一种蒙太
奇累积中展现了疫情期间的高压复杂环境，也
使影片充盈人文关怀。此外，群像记录中的个
体突出式描摹手法也让讲述更加鲜活生动。影
解。其中，解说词具有重要分量，起到梳理介
片记录了领导干部、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工
绍、总结阐释、点题升华的作用。此外，在艺术
作者、病患等群体，在群像记录中放大了局部典
表达上，部分解说词采用了对仗工整的对偶句，
型个体，成为影片的记忆点和感染观众的情绪
恰如“长江一帆远，黄河九曲阔。晴川三万里，
点。例如影片在一位 90 岁高龄母亲照顾确诊
脊梁十四亿”的磅礴气韵；
“ 号令出，风雷动，旌
感染儿子的故事上不惜笔墨，体现了抗疫中的
旗展，勇士奔”的英勇气概。在情深处喜用古诗
艰难，也展现了大难面前的人性光辉，以细节化
词传递价值，配合画面语言，不仅增加了影片的
方式深化影片关于
“人”
的主旨。
韵味和气势，
也使影片更具深度与情怀。
纪录片《同心战“疫”
》同时推出了多语种
纪录片作为“社会和人类生存之镜”，具有
版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各外语频道
记录和反映现实的工具性价值，而这些今天的
播出，覆盖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会是一次
记录也无疑会成为明天的历史。在本次大疫
全景式中国抗疫故事的全球表达。目前，疫情
面前，纪录影像工作者们充分发挥纪录精神，
仍肆虐全球，抗疫也不再是中国的事情，而是
为这场可歌可泣的抗疫历程留下了最为生动
全世界的共同关注。
《同心战“疫”
》的推出，是
直接的影像文献。尤其是在影像创作的“公众
对国内防疫阻击战的回望，也是在全球疫情蔓
时代”，许多民众也拿起手中的摄录设备，记录
延时，对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再次呼
了很多珍贵的瞬间，许多影像被集合成片进行
吁。同心战“疫”，是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战疫
大众传播。
记忆，同样也是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与共。而纪
相对而言，
《同心战“疫”
》是诸多抗疫影像
录影像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讲好故事，更在于
文献的集大成者，同时，影片在既有抗疫第一线
凝聚共识，进而转化为行动的力量，改变现状，
的鲜活影像基础上，补充了许多党中央决策部
从苦难走向辉煌。

全 国 400
多万名社区工作
者 ，在 65 万 个 城
乡社区进行疫情
监测、出入管理、
宣传教育、环境整
治、困难帮扶等工
作。社区与居民共
同携手，
构筑起了
一道道群防群控
的严密防线。

释上。影片甚至专门开辟出第五集《命运与
共》，展现全球抗疫图景，表达与全球同舟共济、
开放合作、共战疫情的信念。片中记录了从疫
情暴发初期，中国及时向国际社会反馈信息，到
疫情肆虐全球，中国积极援助疫情严重的国家，
共享抗疫经验的情景，这些都是中国秉承“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影片从国家立
场、全球视野，进行了一场关于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影像化自我宣誓，同时也旨在通
过全球抗疫图景的影像建构，对外展现国家形
象，
寻求国际认可。

述论结合，抗疫影像的集大成者
纪录片《同心战“疫”
》的推出是国家层面全
方位记录和传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疫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心战“疫”
》是一次“把抽象思辨和意识
形态形象化”的创作实践，在政治上保持较高的
站位和敏锐度，叙事框架规整，逻辑缜密，对整
个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权威述评和影像化注

专家研讨电影《妈祖回家》

—贫主题电影《《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观后
—扶
□

王
鑫

日前，农村喜剧电影《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
事》入围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华语力量”
单元
并在全国影院上映。该剧由山西省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薛晋文编剧，青年导演李伽西执导，由曾
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赵小锐领衔主
演。电影以近 20 年来中国北方农村的脱贫实践
为背景，讲述了郭大河和郭小河这对土生土长的
农村父女两代人奋战农村脱贫一线的故事。影
片以清新活泼的基调，以及喜剧表达呈现了乡村
蜕变的喜怒哀乐，优雅美丽的田园叙事疏解了当
代人城市化进程中的困惑与焦虑，引领观众从农
村脱贫实践的感人故事中收获心灵的洗礼。

▲3 月 2 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有着 55 年党龄的老党员
钟南山院士领誓，
并寄语新党员。

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光影表达

新作点评

淼

▲

中国纪录片诞生于革命烽火年代，新中国
成立后曾深受苏联创作模式以及党在文艺领域
的宣传思想观念影响。从产生到发展百余年
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公众对纪
录片的功能性诉求，成为纪录片价值和影响力
实现的重要源泉。
作为一部抗疫主题电视纪录片，
《同心战
“疫”
》在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召
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当下，于
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推出，随后湖南卫视、东
方卫视、北京卫视等一线卫视均在黄金时段跟
进播出，并覆盖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网络平
台。可以说，此片整合了全媒体端最佳播出资
源，在传播过程中形成规模效应，最广泛地覆盖
大众。纪录片《同心战“疫”
》通过创新叙事框架
和叙事角度，全景式记录了党带领全国人民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历程，以影像形式完成
了一次国家叙事。
首先，本片凸显了在“百年大疫”面前，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和国家的强大力
量。
《同心战“疫”
》在叙事上以防疫阻击战的整
体进程为线索，中间穿插关键性的中央决策部
署和文件指令，与事态发展形成互为映照关系，
在片中建构起疫情进展与国家行动的互动节
奏，记录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防疫上
的关键性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影片呈现了在疫情防控中体现出的中国速
度、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也折射出党中央的英
明领导和国家制度优势。片中，面对疫情，习近
平总书记果断作出决定，要求立即对湖北省、武
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
管控，湖北和武汉迅即按下“暂停键”；与此同
时，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上“踩油门”，让各方
面工作赶快动起来，全国军队、医护人员、物资
紧急四方驰援。影片在“动静之间”，展现出中
国的举国体制优势。此外，方舱医院建设、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各方物资运输等影像资
料，将中国速度与中国效率予以视觉化呈现；而
健康码从各地推出到跨省互认，最终走向全国
互认的运用推广过程，也生动体现了蕴含于科
技之中的中国智慧。

胡

▲

凝心聚魂，国家叙事的有益实践

飞

署、新闻发布会、中央地方连线、领导人走访调
查、乃至国内外合作抗疫等影像资料，做到大全
景、多层次式地记录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国到世
界的抗疫图景，与之前多注重“局部深描”的抗
疫题材纪录片所不同，建立起清晰的辨识度。
此外，片中很多讲述对观众而言也起到了认知
扫盲作用，比如影片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从设
计到建成的详细呈现，遗体捐献解剖在抗疫进
程中的意义所在等，权威科学的解释增强了影
片本身的文献价值。

乡土叙事的真趣表达
古罗马的贺拉斯但凡论艺，就会强调
“乐”
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中国明代戏剧家高明对于戏剧作品也有
“乐人”
与
“动人”
两个层面
的不同认知，足见
“趣”
之于文艺作品的重要性。电影《大河向东流
之沁源故事》就颇具
“戏趣”
。该片立足山西本土农村现实生活，人
物语言以上党地区方言为主，风趣幽默又兴味十足，其中也不乏晋
东南当地的俏皮话和口头禅。例如上党地区对于
“闹”
“几”
等地域
表达的广泛使用，让观众在观影之余倍感放松，语言技巧的民间化
与地方化，语言风格的草根性和通俗性，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不
觉使人开怀一笑又心领神会。此外，人物角色的巧妙安排也让这
部影片充满意趣。无论是主角郭大河、郭小河父女俩，还是小虎
子、二赖子、大宝、二宝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都极具机趣和幽默
智慧，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生活的乐趣。特别是郭小河与小虎子
这对恋人，一个爱闹、一个沉静，活泼与呆萌相映成趣，可谓本剧的

趣味担当。该片自然、朴实又诙谐的人物塑造方式，达到了“我本
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效果，营造了意味深长的喜剧氛
围。此外，
影片采用传统的链条式结构推进叙事，
没有大开大合的
矛盾冲突，
没有传统农村剧的悲情和煽情，
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村
点滴琐事中去展开故事，
让观众倍尝亲切、朴实和灵动之真味。

父女情感的温情呈现
白居易曾经有言：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任何一部成功的电
影都是作者用情感敲开了通向观众心灵的大门，往往能够让观众
产生心灵的激荡与共鸣。电影《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包含的情
感是丰富多样的。父女之情、同乡之情、恋人之情、同志之情等都
在宁静的景凤村一一呈现出来，找回了乡土社会流失的古道热肠
和脉脉温情。郭大河和郭小河父女的亲情是该片的情感主线。母
亲早年出走导致父女俩相依为命，但影片没有刻意表现父女生活
的苦难，而是打造出父女相亲相爱、有滋有味的生活氛围，从女儿
儿时对父亲撒娇的快乐，
到女儿青春期与父亲叛逆的争吵，
再到女
儿成婚时对父亲的恋恋不舍，影片恰似父女俩细水长流的生命之
河，润物无声地展现了父女之间看似粗线条却又极具真实感的浓
厚亲情。郭小河成长、成才和成家的三段故事徐徐展开，
在创作上
有意回归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中国传统美学观念，
以意境的营造
作为民族情感表达的有效方式。作品中郭小河与小虎子之间的爱
情是本片的情感副线，这段感情有一种青梅竹马的小美好和小温
馨。虽然郭小河在城市读了大学，但她依然对小虎子牵肠挂肚。
影片中两位年轻人的爱情纯净美好，
令人感动。

乡土文化的自觉传承
《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是一部颇具人文精神的艺术电影。
这不仅体现在影片对中国农村乡土风光的热爱与珍视，也体现在
本片对进取、贵和、仁爱、惜时、诚信、扶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坚守与传承。影片采用了大量诗意化的空镜头，为观众呈现了北
方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情景交融的生命意境。片中多次出现茂
密的森林、绿色的梯田、奔流的瀑布等地域风光。观众伴随着主人
公心境的起伏，
感受到大好河山之壮美，
具有一种新时代文化寻根
的意味和追求。作品最后一场戏，
父女二人站立黄河岸边，
面对奔
涌的黄河水，
同声唱起振奋人心的经典歌曲《大河向东流》，
歌声中
充满了父女俩对家乡脱贫攻坚走上正轨的喜悦之情，充满了子承
父业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昂扬之情，
隐喻着乡土社会的发展如同
黄河水一般奔腾不息，
永远不会断流。
本片塑造了一组有文化韵味的农民群像，例如，一心扑在家乡
脱贫致富路上的郭家父女、心系群众顾全大局的老支书、乐于助人
善解人意的大宝和二宝、知错能改知恩图报的二赖子、淳朴憨厚的
小虎子等，他们都是乡土文化哺育下的中华儿女，尤其是努力回报
父老乡亲的郭小河极具文化象征意义，代表着美丽乡村的未来和
希望，隐喻着乡土文化的当代复苏和时代价值，可以说，这组人物
群像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内涵。新时代的家乡于他们而言不再
是装点梦境的故乡，
而是干事创业和追逐梦想的舞台。
我们从电影《大河向东流之沁源故事》中看到了久违的乡土故
事的真趣，看到了温暖朴实的伦理情感，也看到了乡土文化传承的
自觉。当然，该片并非白璧无瑕，抑或是由于资本的局限，在矛盾
冲突的展开方面、在表演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方面以及人物的角色
转化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妈祖文化是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重要纽带
9 月 10 日，由中国影协、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电影局、福建省文联、莆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电影《妈祖回家》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影片根
据王鸿中篇小说《台北来信》改编，蒲剑执导，赵亮等
主演，讲述了 1989 年，离家 36 年的吴天桂捧着当年
带去台湾的妈祖圣像，和 200 余名妈祖信众承渔船前
往莆田湄洲岛谒祖进香，
开启两岸隔绝以来第一次大
规模民间直航的感人故事。与会专家认为，
妈祖文化
既是乡土文化，也是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重要纽带，
影片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现了海峡两岸同根
同源的血脉关系。
影片中由于新婚姻法的颁布，
娶了三房姨太太的
吴天桂轻信传言来到台湾，造成亲人之间的疏离，在

妈祖文化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精神规约下，来到台
湾穷困潦倒的吴天桂，信守承诺寻找结拜兄弟的妻
子，并将其孩子抚养成人。与会专家谈到，这种将普
通百姓命运同时代风云相结合的方式，
为主创留出了
足够的表达空间。大陆来的父亲把台湾小孩养大，
台
湾来的父亲把大陆小孩养大，
这样的情节建构反映出
两岸人民守望相助的精神，
点明了民心相通在解决两
岸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有专家谈到，
影片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时代特色、莆田及台湾自然特色、以莆仙戏
为代表的文化特色三方面足见深刻功力。但在整体
结构方面，多位专家认为前半段一夫三妻的戏重了
些，
建议将后半段身处台湾及返回内陆的戏做足。
（许 莹）

雕琢金曲 “音”而不凡

《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在京发布
9月8日，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首届《中国歌曲TOP排行榜》
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今年全新升级后的《中国歌曲TOP排行榜》，
将在
手段、机制、内容三个层面进行创新，
从评奖权威性、业界影响力、音乐
专业度、
内容时尚感及全媒体融合布局五大维度进行优化升级。
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副召集人毛才桃谈到，
“活动联合了全国百家
电台共同参与，
携手百名业界专家共同评选，
同时充分利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的平台优势，
致力打造中国流行音乐大奖，
成为国家主流媒体引
领音乐潮流、
助力文化发展、
助推经济振兴的典范。
”
据《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总导演夏雨透露，今年总台拿出优
质资源，进行全媒体融合布局，共设置有 15 个奖项，新闻发布会后将
正式启动本次系列活动。
《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将在 9 月中旬完
成奖项初评工作，进而全面启动作品展播及拉票系列活动，10 月中
旬将进行最佳系列奖项专家复评和终评工作，最终于 11 月举办颁奖
典礼。
《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将从电视端、广播端、网络端三端发
力，全方位覆盖受众群体。其中 8 期综艺节目《TOP 荣耀时刻》于 9 月
12 日起登陆电视端与观众见面，节目将邀请年度入围榜单歌手及历
届获奖歌手现场重新演绎获奖金曲，
带观众重回金曲年代。
（许 莹）

扶贫支教主题公益电影《你最珍贵》开机
9 月 19 日，
扶贫支教主题公益电影《你最珍贵》在
山东济南开机。
该片由山东电影制片厂、
永康三冠影业
有限公司、
北京心和佳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筹拍，
张辉力执导，
斗笠编剧，
来喜、
张野、
秦雪等主演。
电影《你最珍贵》以
“最美乡村教师”
、
“三支一扶”
为切入点，讲述了应届毕业生程浩和常向春，在支教
老师江蓝的行为感召下，
毅然创办软件公司决心支持
乡村教育，
并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然而，
创业经费

和融资成为二人眼前最大的难题。偶然间，他们收到
一个名叫“你最珍贵”的公益组织寄来的创业启动基
金，二人抓住机会、开拓进取，成功在即时，才得知原
来是支教老师江蓝在默默支持他们……片中男女主
人公心怀大爱，
守望大山，
守望梦想，
展示了年轻人的
亮丽风采。据悉，影片拟于山东、云南两地取景拍摄，
并献礼建党 100 周年。
（影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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