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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回顾百年党史，
“红色”始终与中国革命紧密
相连，无论是革命旗帜、革命军队、革命根据地，
还是革命政权、苏维埃共和国等，均以红色命名，
“红色”成为中国革命的色彩，成为革命信仰、行
动和品质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象
征。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成为
红色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不仅成为了中
国文艺作品的重要叙事资源，也成为了中国电影
的重要表现主题。
电影作为一门受众广泛的综合性艺术，在发
掘红色资源、讲述红色故事、弘扬红色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电影艺术创作始终把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作为重要使命，在持续不懈的文艺实践中，促进
红色电影话语体系的完善，用艺术的形式描绘红
色精神图景，并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互动互
恰的关系，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劲健的文化
张力。由红色遗产、红色记忆、红色故事、红色精
神等构成的红色文化，承载和赓续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彰显着我们党精神谱
系的时代品格。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在
弘扬民族精神、再现历史景观和挖掘文化心理等
多重向度中传承红色文化基因，促进红色精神与
大众情感的融汇，既倡导主流价值观和时代精
神，契合大众传统的审美和接受心理，更成为红
色文化统摄下我国主流电影叙事的逻辑起点和
最终归宿。
红色题材历来就是我国主流电影的重要表
现内容。不同时期创作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不少都采用“横切”方式对历史予以展现。比如选
取党史中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抉发和状绘，以
此唤醒历史记忆、激发观众审美感知。我党百年
历程中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迄今绝大部分已有
相应的改编电影作品，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更是被
不断地叙说和反复演绎。如《南昌起义》
《秋收起
义》
《血战湘江》
《四渡赤水》
《大渡河》
《长征》
《西
安事变》
《百团大战》
《重庆谈判》
《巍巍昆仑》
《风
雨下钟山》
《大决战》
《决胜时刻》
《开国大典》
（以
电影展现的历史时间为序）等影片，便给观众留
下了极深印象，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若以建党、
建军、建立新中国三个电影艺术叙事的中心节点
进行观察，可看到，每逢重大历史节点，红色题材

电视系列剧
“温州家人”
三
部曲，是以地名构成剧名的系
列，这在电视剧史上并不多见。
三部剧持续发力，
“刻画温州人
物，书写温州故事，表现温州精
神”，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 35
年奋斗史，以及党的十八大以
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史诗性
作品。
三部剧写了六家人。以他
们不同的生活轨迹展现了一幅
“清明上河图”
式的当代温州商
人创业历史长卷：周万顺一家
人在穷困的条件下，以乐观精
神艰苦奋斗、追求幸福；
侯家与
黄家守业奋斗，诚信为本、义利
并举，守望相助；
《温州三家人》以在本地、国内、
海外的三个温州家庭为叙事对象，讲述新时代大
背景下，叶乾坤、林一山、黄云梅等老一代温州企
业家，和叶子凡、潘小勇、林知夏、曾知秋等新一
代企业家，在“一带一路”和“互联网+”的征程
上，创新创业的当代传奇。

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
“温州家人”系列电视剧，将“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的温州精神予以动人表现。艺术研究中常
谈到“形象大于思想”这个概念，就是说好的艺术
作品需要有成功的审美形象。
“温州家人”系列写
的是人，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行为方式、人物的价
值观，鲜活的故事为观众提供了丰饶而生动的内
容，剧中铸就了历史与文化，精神追求和物质创
造血肉相连的温州的人文精神内涵，那么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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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影叙事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刘金祥

电影创作尤其会呈
“井喷”
态势。
回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创作，
《渡江侦察记》
《董存瑞》
《上甘岭》
《铁道游
击队》
《青春之歌》
《红旗谱》
《红日》
《冰山上
的来客》
《英雄儿女》
《烈火中永生》等生成
于特定时代文化土壤的红色影片，不仅在
大银幕上树起了一座座红色文化的艺术丰
碑，还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及精神追求与道德理
想。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闪闪的红
星》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
《大浪
淘沙》
《保密局的枪声》
《高山下的花环》
《百
色起义》
《焦裕禄》
《孔繁森》
《离开雷锋的日
子》
《红色恋人》
《黄河绝恋》
《国歌》
《共和国
之旗》等影片，作为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
初期拍摄的红色文艺精品，在注重民族文
化传统承续发扬的同时，着重打磨故事情
节、雕琢作品细节，形象地解读并艺术地
诠释了党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及其故事，
找到了红色电影走向大众的新的叙述策略
和路径，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像
记忆。
进入 21 世纪，红色电影创作再度掀起
新的高潮，艺术水准也迅速攀升至新的高
度。
《横空出世》
《生死抉择》
《紧急迫降》
《集结号》
《袁隆平》
《风声》
《智取威虎山》
《古田军号》
《中国
机长》
《烈火英雄》
《夺冠》
《血战湘江》
《金刚川》等
形质俱佳的红色影片，在充分考虑当代观众的精
神需求和审美趣味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历史与现
实的结合点，力求真实反映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精
神风貌，有力地彰显了红色文化基因在新世纪电
影中的延绵传续。这些不同时期的红色电影不仅
在我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席位，而且很
大程度上也引领着主流国产电影的演进与发展
方向。这些电影呈现出的审美旨趣与美学追求，
体现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
和主流审美观的时代特色。由于艺术呈现的方式
新异和表现手法多样，即使这些作品反映的历史
事件和人物都在人们既有的知识视野内，影片对
观众也依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红色电影与时俱进，在市
场化背景下也产生了不少具有较好艺术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影片。如新世纪以来拍摄的《建国大

业》
《建军大业》
《建党伟业》
《可爱的中国》
《百团
大战》
《血战湘江》等具有雄浑气象和史诗品格的
电影作品，或以壮阔宏大场面再现历史事件原
貌，或以精致细腻笔触描摹领袖人物风采，这些
作品借助影像叙事追溯和还原革命斗争历史场
景，强化了观众的在场感和代入感，展现了新中
国几代电影人对红色文化的艺术追求和美学探
索，折射出当代中国电影叙事的理性、成熟和自
信。通过影像表达，繁复庞杂的历史被具象化、形
象化，唤起了广大观众对革命历史的回忆和追
缅，
笃化了人们的历史自觉和制度自信。
如取材于埃德加斯诺的战地采访实录的纪
实风格影片《红星照耀中国》，从西方记者的视角
讲述红军故事和延安记忆，揭秘“红色中国”的故
事，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
亮的红星，不仅辉耀中国的西北而且照亮着整个
中国，为世界观众了解彼时中国革命的真实状况
提供了重要的电影文本。又如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片《古田军号》，该片采取了跨越 90 年历

评

史时空的艺术构思，以军号、毛笔、地图、领章等
诗意化符号，展现了革命领袖带领红军战士历
经艰难曲折，在绝境中探寻真理火种、开辟革命
道路的非凡历程，可谓一部深情回望党史军史、
用电影艺术培根铸魂的生动教材。
红色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弘扬主旋律电影精
神图景的基调和底色，在历史纵深地带亦展现
了普通人和领袖人物的丰富情感。比如富有时
代质感的电影《云水谣》
《秋之白华》等作品，就
更加注重展示风云激荡的历史大潮中个体命运
的悲欢离合与跌宕起伏。作为仁人志士革命意
志和斗争精神的凝结与升华，红色文化还蕴藉着
强劲的精神力量和丰沛的人文动能。观照革命先
驱情感世界的电影《秋之白华》，一方面摹绘了瞿
秋白和杨之华革命爱情的纯真与圣洁，一方面颂
扬了革命者献身革命事业的坚贞和忠毅，成功塑
造了瞿秋白儒雅浪漫、大义凛然的革命家形象，
集中展现了人物坦荡的襟怀、磊落的人格和高洁
的操守。获第 2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奖
的作品《张思德》，在真实的历史细节与浓郁的时
代氛围的呈现下，塑造了抗战时期一个血肉丰满
的、充满精神感召力的淳朴军人形象、英雄形象，
影片引导观众走近艰窘困苦的战争年代，感受革
命前辈戎马倥偬的艰苦生活，强烈激发了观众的
爱国情操与情感共鸣。
红色文化既是历史的表达，更是现实的反
映，它孕育于革命年代，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的不同时期也彰显出不同的时代价值。纵观我
国红色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在不同时代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下，红色电影对党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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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奋斗不“躺平”
□刘淑欣

——评系列电视剧
“温州家人”三部曲

首先是勇于奋斗不“躺平”。温州人是一路战
神，就是恪守诚信。他们提出，商战最好的境界
胜艰难打拼出来的，他们不会遇到挫折就“躺
是“商和”，好的商人更应该合作，良性发展应该
平”。正如周长顺所说，
“没有一个人（成功）是瞪
是双赢。因此，当行业出现困难的时候，黄瑞城
眼睛瞪出来的，都是拳打脚踢干出来的”。小雨记
说，
“温州有很顽强的生命力。相信自强不息，自
得爷爷的话，
“孩子你要坚强，没有人愿意听你的
力更生是我们的第一选项，我们必须要用温商团
苦难。上帝太忙了，人们太累了。苦难是一杯美
结互助的传统，坚定信心，共渡难关。”他号召
酒。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你的眼泪喝下去。”林一 “30 家企业联合中小企业转贷临时解决困难，每
“温州文化”
“温州精神”
“温州性格”的研究，就显
山说，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
家拿出 2000 万。用这笔救命钱稳定温州企业家
得比较抽象。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其成因是
浪漫”“
。温州一家人”走着一条坎坷的路，但是他
的人心”，帮助那些一直以来跟他们同舟共济的
多方面的，例如文化传统悠久，沿海优势独特，人
们不气馁，
“他们停不下来”，他们跌倒了爬起来，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这是一种富含现代多元共
杰地灵，人民勤劳智慧，温州人行事“敢为人先，
因此他们脚下的路一直在延伸，
延伸到全世界。
存、开放包容的精神。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是
特别能创业”，甚至有网友说，
“哪里有市场，哪里
其次是守望相助。当下“内卷化”成为流行热 “温州家人”系列电视剧传递给我们的现代商业
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温州精神是“白手起
词，就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行业或
精神。
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
者人群，会停止向外开拓，陷入恶性竞争。温州商
再就是强大的创新愿望、坚实的创新行动。
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
人当然深深懂得，商场如战场，商业就要竞争。但
温州人具有“自强不息，永不满足”的精神。温州
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温州人用他们的精
是，温州人的几十年历程告诉我们，温商精神不
精神有着“精神世界的现代化”的优秀因子。比如
神创造了很多“第一”和“奇迹”，创造了“温州模 “内卷”，正如叶子凡所说，商业“竞争应该是建设
《温州三家人》中，新老两代创业者已经在开发海
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也许一千
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竞争的核心是要提升自
洋发电、海浪发电、潮汐发电、洋流发电、黑涛发
个读者就有一千种对温州形象的描述。电视剧
身的价值”。这为温州提供了广阔的可供开拓的
电这些新能源项目。有人曾提出过这种疑问：
“南
“温州家人”系列对三代人不同性别、不同创业道
天地。
方人能吃苦，就是随便搭个棚子也能过日子。他
路的描写，表现了他们心中深深植根的共同不变
三是守诚信的行业精神。
“温州家人”系列写
们的钱已经够吃一辈子两辈子的，为什么到咱们
的中华价值观。系列剧表现的温州人的文化精神
的六家人都是经商起家，也可以说是一部色彩浓
这个穷地方来，图个啥呀？”温州精神是社会发展
中最具启发意义和引领价值的是以下几点：
厚的行业剧、职场剧。剧中表现了温商的不变精
的不枯竭的内在动力。在“内卷”
“躺平”成为负面

人物的塑造经历过几次明显转变，随着时代发
展，对英雄形象的塑造由对人物外在环境及表现
的摹写不断转向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发掘。但无论
如何变化，红色文化所涵纳的奋斗精神一直通过
电影实现着传承接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一批
具有坚定价值立场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红色电影，
如《湄公河行动》
《战狼 2》
《流浪地球》
《红海行
动》
《厉害了，我的国》
《霓虹灯下新哨兵》
《飞天》
《决胜时刻》
《十八洞村》
《我和我的祖国》
《攀登
者》等影片，蕴含着红色文化基因、洋溢着理想主
义激情、突显着英雄主义气质，在满足观众精神
需求的同时，也坚定着国人的爱国信念与文化自
信。对于出生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成长为国
家建设中坚力量的一代青年而言，这些红色电影
赋予了他们正向成长的精神养料。电影所传承的
红色文化“种子”，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当代青年
精神结构的有机成分，成为他们面临困难和挫折
时不舍不弃、坚毅前行的力量支撑。
红色文化的魅力在于其中蕴含的爱国、信
仰、坚毅、奉献等精神内核。红色文化是传统的也
是现代的，既具有历史时代感也葆有现实指导意
义。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一批新创红色影片备受
期待，
《长津湖》
《中国医生》
《无名》
《东极岛》
《排
雷英雄》
《火神山》
《1921》
《革命者》
《我和我的父
辈》
《中国乒乓》
《平凡世界之全民战疫》
《笑着对
你说》
《开国将帅授勋 1955》
《我的父亲焦裕禄》
等新作将陆续与观众见面，这些新时代的红色影
片更强调主流价值观表达的艺术性与创造力，通
过这些作品，观众或将更深切地感知红色文化的
当下意义。

热词的当下，温州系列剧发挥着引领价值观的积
极意义。温州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的缩影，温州精
神就是中国精神的提炼，温州价值观就是中国当
代提倡的积极奋进的价值观。对于改革开放的中
国，对老一代的怀旧、新一代的励志，
“温州家人”
系列包含着巨大的真善美的力量。

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现实题材作品担负着为时代立传的重任。现
实题材的系列电视剧更加难写。缺乏生活难免陷
入自我重复；蹭热度的作品是邯郸学步，难以成
功；同时由于观众群体的审美趣味不断变化，现
实题材的作品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良知。
“ 温州家
人”系列三部曲成为一种例外，受到各方持续关
注，深入人心，其原因值得总结。笔者认为，首先
是温州有人物。温州是一个创造奇迹、能人辈出
的地方，高满堂老师曾说，
“电视剧就是要拍历史
不能忘记的人，拍勇敢和快乐的人，有智慧的人，
有人生经验的人，而温州人恰恰是这样的人。”其
次是温州有故事，在万家灯火的温州，几乎每个
人都是周万顺，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从收废
品到做纽扣、鞋子生意，再到建设发电站，一步一
个脚印，观众看到了温州人民奋进的足印，正如
剧中人说的，
“ 温州不富，天理不容。温州的经济
不发展，天理不容。”丰富而生生不息的温州精
神、温州文化中，包含着挖掘不尽的财富。温州发
展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缩影。温州人
民的奋斗创业实际上是一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
放史。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
缩影。温州系列电视剧的创作团队过硬，电视剧
传达了正确的价值观，电视剧作品对温州精神有
着精准提炼、准确把握与形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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