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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为了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
雄》《英雄儿女》《刀锋》《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光影纪实》等众多主流话语大片在10月中下旬
集中推出，以政论或文献纪录片的类型重新召
唤这段珍贵的国家记忆，唤起大众的爱国情怀
和英雄情结，同时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鼓舞
士气，凝心聚力，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得以彰显。

“抗美援朝”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直是中国纪录片重点关注的对象和题材。在党
中央和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伊始，纪
录片人就做好了准备。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了大量新闻纪录电影工作
者奔赴前线，其中光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改
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出入朝工作的摄
影、编辑、录音等摄制人员就超过百人。当时北影
厂的新闻摄影队以徐肖冰为领队，人员包括刘德
源、石益民、牟森、苏中义、孙树相、赵化、李刚、张
凤梧等，他们成为第一批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的摄制人员。这些纪录者大多都是从延安电影团
走出来的，毛主席曾亲切地说他们是“我们延安
自己培养的摄影师，吃小米饭成长起来的”。他们
以摄影机为武器，多角度记录了朝鲜战场上多次
重大战役，对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与残
酷暴行，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敌、
保家卫国的光辉事迹。作为战士中的一员，在拍
摄中，刘德源、苏中义、孙树相还创造了俘虏三个
美国大兵的佳话。

这些影像工作者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甘
共苦，冒着生命危险拍摄战地实况，积累了大量
的原始素材。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北影厂先后
拍摄制作了《抗美援朝（第1部）》（1951）、《抗美
援朝（第2部）》（1952）、《反对细菌战》（1952）、
《交换伤病俘虏》（1953）、《英雄赞》（1958）和
《欢迎志愿军回国》（1958）等；八一厂拍摄了《慰
问最可爱的人》（1953）、《钢铁运输线》（1954）、
《宽待俘虏》（1954）、《友谊万岁》（1954）、《大江
同上》（1954）等大量新闻纪录片作品。这些作品
日后成为珍贵的一手影音资料，为更多的抗美
援朝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基础素材。

70年来，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创作呈现出
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体现在以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两个纪念时刻为节点，以“逢五逢十”为契机，以

“献礼”为由头。纪录片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以历史影像为基底，结合现代性阐释，周
期性出现，配合党和国家进行主题宣传，在不同
时期对这段难忘的国家记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
召唤，提醒人们不忘历史，鼓舞人民团结起来，
一同参与到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
去。10月中下旬集中推出的几部抗美援朝题材
纪录片，也是在这个周期节点上的产物，同时呈
现出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在类型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呈现
出历史文献与政论片相结合的特点。此次抗美
援朝纪录片的创作初衷是以追溯历史的方式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其基础创作素材是大量珍贵的历史影音、文物
和档案等，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例如《国家记
忆》栏目推出的20集文献纪录片《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秉承了栏目一贯风格和宗旨，摄制团
队历时一年在国内外进行详细调研和梳理，挖
掘了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为历史做注解；纪录
片《英雄儿女》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故事作
为讲述重点，首次披露许多珍贵的历史影音资
料，比如彭德怀作关于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原

声录音，毛岸英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文化
科学艺术代表团的彩色影像，以及黄继光母亲
邓芳芝讲话的原声录音等。历史影音、电报文件
和文物等不仅增强了影像叙事的真实感，同时
也增强了纪录片自身的文献价值。此外，几部影
片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大量人物口述历史影像，
其中许多是对抗美援朝亲历者的“抢救式采
访”。亲历者的采访口述，无疑是最形象的一手
文献，为影片提供了私人化的视角，以及更接近
历史真实和情感逻辑的叙述。个人化的记忆和
情感借由当事者的口述，穿越历史扑面而来，成
为充实国家记忆最形象的模块。

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必定蕴含着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的传播，这就需要纪录片在史实呈现
的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阐释能力。本次涌现的
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更重视通过个体采访引入
相关分析和论断，采访对象主要为战争亲历者
和专家学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和平》
《刀锋》更是在叙事视角上，引入了国外权威专
家以及美方参战官兵和政要的视点，形式包括
采访、日记、回忆录等，作为一种论据，为历史揭
秘提供了来自他者的观点和分析，增强了视角

的全面度与事件的可信性。
第二，在创作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遵循

了主题先行原则，结构自成一体，形式守正创
新。纪录片《为了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
抗美援朝的总体进程为叙述脉络，每集都有独
立的单元主题，但所有主题都以“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这一总主题为中心，形成部分与整体的和
谐统一；《英雄》《英雄儿女》以群像描摹的方式，
以抗美援朝亲历者的口述、采访为重点，突出英
雄人物和英雄故事；《刀锋》则将故事聚焦在抗
美援朝二次战役，即整个战争中极为惨烈、极具
代表性的长津湖战役，进行细致深入的讲述。在
形式上，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雄儿
女》遵循了传统专题式纪录片“画面＋解说＋采
访”的形式框架，充分发挥拍摄素材、影像文献
和档案的作用，营造出视效上的真实感和历史
厚重感；《为了和平》在文献纪录的基础上更加
突出政论性表达，史论结合；北京电视台出品的
纪录片《英雄》则采用了情景演绎的手法，营造
故事性和情境感，在形式上与其他影片形成差
异，这也是该主创团队的自身创作基因决定的；
而《刀锋》的特点在于整个故事张力的营造，通
过大量当事人采访及历史文献，对二次战役做
了详细分析解读。

第三，在传播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集中
推出、矩阵传播，形成规模效应。10月中下旬共
有5部抗美援朝题材电视纪录片在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前后集
中播出。电视媒体仍然是主流纪录片的核心阵
地，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以中央和实力较强的
省级电视台为主要传播平台，利用传统主流媒
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积极打造传播热度，在多
个频道联合发力的同时，也借助新媒体平台同
步播出，形成渠道上的矩阵式传播。例如纪录片

《为了和平》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
金时段每天两集推出，在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
频道重播，同时，部分省级卫视也跟进播出，中
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
平台等也同步推出这部纪录片；另一部由中央
牵头的六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英雄儿女》除了同
样在“央视1黄”两集联播，还特别制作了关于
百名老战士的微纪录片《我的抗美援朝故事》，
以及先导版微视频、速览版微视频、抖音系列短
视频等，以多类型影像产品迎合媒体融合时代
全媒体传播的特点。而《刀锋》作为深耕本题材
十余年的李鹰团队继《断刀》后创作的第二部抗
美援朝纪录片，具有品牌的延续性，获得了业内
外的高度关注。

第四，在价值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凝结
和建构了国家记忆，提振了民族士气。在国家记
忆的承载上，媒介发挥着建构记忆和诉诸认同
的作用。纪录片一方面是承载记忆的媒介，也为
询唤和建构记忆、凝聚认同提供了一种具体可
感的方式。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
永续传承、世代发扬。”继承于中国文学艺术的
价值基底，中国纪录片素来有“文以载道”的传
统，其发展具有功能驱动的特质。站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这个重要时
间节点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再发力，目的是
为了让人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这
些纪录片在社会上取得广泛反响，作为“国家相
册”的纪录片在建构抗美援朝这段国家记忆中
的功能实践由此可见一斑。

影视民族化是践行文化自信的必
由之路，也为更好展开文化交流提供
了充足动能。在2020·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评论周“新语境下中国影视
民族化探索”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围
绕新语境下中国影视如何延续民族化
优势并不断创新，如何以影视民族化
加强自身文化自信等问题展开研讨。

影视的民族化探索是一个动态持
续的过程。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
从史学角度出发，梳理分析了影视民
族化的发展脉络。路海波谈到，民族化
这一概念由戏剧理论家张庚于1939
年在论文《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
中提出。张庚认为，抗战改变了民族生
活，观众和戏剧目的也要相应变化，应
该用戏剧教育人民、投入抗战。这说
明，民族化的提出源于民族危机；20世
纪80年代电影民族化讨论则源于电
影复兴的创新需要。第五代导演进行
了新的电影探索，改革开放为中国电
影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在这
一时代背景下，电影理论家罗艺军于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电影艺术》连载文章，专门谈论
了电影民族化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在
电影领域进行文化角力，美国好莱坞文化殖民战略背
景下，中国电影民族化再度提上议程。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史博公认为，影
视民族化是一种价值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其一，指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通常以影
视作品中的民俗、民族元素为表征；其二，故事内容的
国别性或地域性，亦即对国情进行反映；其三，反映在
情感观念表达的差异性。电影民族化或者电影理论的
本土化实践，核心恰在于中国电影社会学的建构。北
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建议，我们应尽可能完整地保
存、收藏民族文化遗产，有选择地学习和研究，为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保存重要资源。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路春艳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
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记录、被书
写，进而积淀成样态丰富的本土文化经验。对于中国
影视创作而言，不管是通过家庭叙事折射社会症结，
还是借助技术打造奇观异景，最终都要呈现出自身文
化系统的意义和文本特征，方能体现其本土性，实现
民族化。在路春艳看来，日常生活景观的影像建构是
实现影视民族化的重要路径。“景观虽然日常，但文化
含量却是不凡的，其中细腻的观看视角与考究的生活
质感，渗透着创作者不凡的笔法与切实的文化认同，
日常生活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近些年来，国产动画片在影视民族化方面成绩

显著，《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山河社
稷图，《姜子牙》中对五行不同空间色
彩的运用，《大鱼海棠》中土楼建筑的
呈现等，不仅从画风上善用民族元素，
更站在中国神话传说的肩膀上，注入
了新的时代力量。不少专家学者谈到，
事实上中国动画与影视民族化相伴相
生。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
期，中国动画以独特的、充满民族风格
的形式与内容，取得过有效的国际传
播，打响了“中国动画学派”的知名度。
当前大部分国产动画片取材于中国古
典神话，再造为魔幻、奇幻、玄幻等类
型，为想象力的彻底释放提供了载体。
中国动画需要在古典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进一步注入时代精神，在动画叙
事、人物形象设计、关系设置等层面发
挥二者的优势。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国影视民
族化书写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电影文
化境遇同样引人关注。中国影协民族
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马维干谈到，民
族化和国际化并不是矛盾的。当下不

少民族题材影视作品，有的拘泥于本民族的风土人情
的呈现，欲望的窥视、奇观性消费，并没有在更深层次
获得其他民族观众的共鸣，有的则过于热衷模仿外国
影视作品的表达，弄得“不中不洋”。民族电影既应有
国际视野，也要尊重民族文化。中国影协少数民族专
业学会副会长韩万峰结合自身拍摄，思考了全球化背
景下民族电影创作的思路与策略。在韩万峰看来，民
族电影要从母语的原生态场景、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
承与现代性的呈现方面进行个性化表达。“文化的差
异和生活习俗的陌生，都有可能造成创作者拍摄民族
电影时无所适从，导演必须作出决策，必须要说话。但
是，一旦作出决断，自己的判断是不是符合少数民族
文化的属性？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依靠民俗顾
问，导演要与民俗顾问一起探讨故事，推进剧情发展，
为民族电影美学探索提供文本。”

10月15日零时，2020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累计
达129.5亿元人民币（约19.3亿美元），正式超过北美
同期成绩，历史上中国内地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票
仓。现场不少专家对此谈到，成为全球票房第一得益
于中国强大的抗疫能力以及国产影片植根本地市场、
尊重本土观众的实践经验，但是也应认识到这是在特
殊背景下实现的，不能盲目乐观。中国电影资料馆电
影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认为，当下国内市场上许多
看似成功的大片，并没有在艺术语言方面取得更多突
破。相反，是不断地用资源的叠加完成一个过密化的
表达，应当警惕陷入“内卷”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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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残香无痕》对我来讲是件特别的事，岢岚这个地方我并不陌
生。观看《残香无痕》仿佛又让我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熟悉的音乐
响起，乡音乡情袭来，面对那片饱受苦难的土地，我不禁泪流满面。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陕西一带，买卖婚姻现象时有发生，那
是道德遭遇贫穷时的无奈。也正因如此，许多生活在底层的女性成为
苦难的牺牲品。多愁善感的导演大飞捕捉到这点——本地姑娘嫁外
地，外地姑娘不愿来。前年看过这部影片的画册，我担忧大飞会弄成
俗套的乡村伦理片，过于俗套或直白。看过影片后令我惊喜的是，大
飞继承了山西作家的优良传统，又有些许超越与创新，开掘出作品独
特的精神内核。

该片一方面对社会价值观进行展示，一方面对家庭伦理进行思
考。从电影美学角度来看，影片充滿迷幻色彩，父亲为了凑够儿子结

婚的彩礼，不得已把女儿从四川远嫁到山西，“有了钱你弟才能娶媳
妇，你是我们家的功臣。”“这是旧家，地基批下来，再过几年盖新房。”
情感与家园叙事两条线索并行而至，使作品呈现出深邃动人的美学
价值。所以说，《残香无痕》既有摧残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

同时身处绝境的老大、老二和小四川，担忧着各自的命运，没有
过去和未来。哲学家帕斯卡说，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事莫过于处于完
全的歇息，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他就会感到
自己的虚无、自己被人抛弃、自己的不足、自己对别人的依赖、自己的
无能、自己的空虚。他的灵魂深处马上会生出无聊、阴沉、悲哀、忧伤、
恼怒、绝望。老大要小四川为她传宗接代，卑微苦难的女性又在寻找
着真爱，在现实的种种打击下，小四川仍然坚守着真爱。

片中不论是围墙、土坡、山峁，还是杀猪与野兔，不是土里土气，
而是土色土香。那黑白荒芜的草木，以及山谷和鸟鸣的意象，就是生
命萧瑟的光影。小四川心里还是始终放不下老二，结尾的暖色让观众
会心一笑，买了瓶水的小四川说“去哪儿？走着看吧！”

影片中大飞饰演的邮差也承载着某种寓意，邮差的信打消了小
四川返回家乡的念头，面对茫然的小四川，质朴的邮差也爱莫能助。
故乡岢岚是导演大飞的精神坐标，那里有丰富的文化和精神矿藏，影
响着他灵魂的精神漫步，是他不能丢失的故土家园。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抗美援朝纪录影像创作的历史溯源与当下观察抗美援朝纪录影像创作的历史溯源与当下观察
□□韩韩 飞飞

电影电影《《残香无痕残香无痕》：》：

人性狂野的苦难叙述人性狂野的苦难叙述
□□鲁鲁 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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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由十月文学院、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办的
“十月文学院影视创作中心”揭牌暨“文学作品的影视转
化”跨界对话活动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陈宁，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十月文学院院长曲仲，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郑俊斌及20余位文学
界、影视界人士与会，共同探讨“文学+影视”的创作与转
化。活动由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约、特聘副院长欧亚
主持。

十月文学院始终致力于推动文学精品的多形态转化，
“十月文学院影视创作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十月文学院率
先开启了文学与影视行业的机制化合作，旨在打破行业界
限，产生破圈效应，促进文学与影视行业的创造性发展。
活动现场，北京出版集团分别与北京紫禁城影业责任有限
公司、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润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北京儒意欣欣影业投资
有限公司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主办方表示，希望该中
心的成立能搭建专业平台、聚拢优质资源，推动优秀文学
作品的影视转化，打造北京与中国文学IP的影视孵化平
台，不断推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精品力作。

在跨界对话环节，万方、格非、李洱、张楚、石一枫、毛
尖、金川、蒋德福、刘燕铭、吴毅、讲武生、鄢颇、全勇先、林
苑中、陶红等作家、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齐聚一堂，分
别围绕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市场化条件下文艺片的发展、
文学IP的转化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全方位剖析文学作
品影视化的潜力和面临的问题。大家表示，文学可以通过
影视走向大众，影视则可以通过文学获得更宽广的情怀、
更深厚的灵魂、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希望通过各方共同努
力，推动文学与影视相互激发、促进和提升，不断结出合作
硕果，共同塑造中国文艺的新生态和新景观。 （王 觅）

11月16日，由刘浩良执导，韩三平监制，王千源、吴彦祖
领衔主演的影片《除暴》在京举办首映礼，该片已于部分城市
超前点映，将在11月20日正式上映。电影《除暴》聚焦上世
纪90年代内地恶性暴力犯罪事件。片中王千源饰演的警察
钟诚为追捕吴彦祖饰演的悍匪张隼咬死不放、追击到底。警
匪阵营历经多番殊死搏斗，最终将匪徒缉拿归案，凸显了警
察敢于斗争、勇于奉献的精神，以此致敬无数为打击犯罪而
冲在一线的英勇公安干警。在被问及怎样理解此次饰演的警
察角色时，王千源谈到自己从钟诚身上体会到上世纪90年
代警察工作的不易，“在监控没有全面安装，指纹识别、GPS
定位等一系列高科技手段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们依然能够坚
持不懈、誓捕罪犯的精神令人敬佩”。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