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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中
家国情怀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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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在社区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纵观中国电影百余年发展历程，

“主旋律”电影诚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

主线之一。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电

影类型，“家国大义”始终是主旋律电

影最重要的表现主题，历史洪流滚滚

向前，“家国”之心也在不断被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我们看到，主旋律电影

也在这个过程不断发展，完成故事、主

题的时代性重构。尤其是近几年来，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夺冠》等一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与观

众见面，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双丰

收。2021年，时值建党100周年，《我和

我的父辈》、《革命者》、《长津湖》等一

批主旋律电影再次引发关注，从这些

电影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主

旋律电影，已经从最初“教化”剧框架

中解放出来，宏大抽象的“家国”主题

在“故事性”为主导的当代电影文本

中，被还原为具体人物、家庭的内在情

感，在“个体-群体-社会-时代”的逻

辑锁链中，建立了“家”与“国”的双向

链接，从题材、故事、叙事结构、艺术手

法等方面，全面完成了对“家国情怀”

的全新建构。

一、主旋律电影的“家国”传统

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便承担着

“宣导”、“教化”的社会功能，电影经历

并见证了中国风雨变幻的变革、战争、

新生、和改革。在各个历史阶段，电影

人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提炼最具

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实，讲述最具有

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故事，表达最具有

民族共性的价值，就形成了“主旋律电

影”基础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主旋律电影”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32

年-1937年的左翼电影运动，左翼电影

运动的电影创作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

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左翼电影时期

的《中国海的怒潮》、《共赴国难》，到抗

战时期的《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

魂》，再到后来“十七年电影”时期的

《永不消逝的电波》、《红色娘子军》，文

革结束后一直到今天，“主旋律”电影

的发展不断深化，近年来，《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我和我的家乡》、

《中国机长》、《中国医生》、《长津湖》等

优秀主旋律电影不断涌现。纵观这些

主旋律电影，我们会发现，聚焦个体的

生活，以个体的“小家真情”为切入点，

最终落脚“国家大爱”，由“个体”描绘

塑造“群体”群像，把个人、家庭和国家

有机结合在一起，将个体对家的眷念

与国家的热爱联系起来，将个体的自

我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强盛联结在一

起，形成一种解构历史的家国情怀成

为其共同的艺术特色。

二、“国”与“家”的呼应性叙事

在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中，或是聚

焦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或是侧重

于描写主角在历史洪流中的代表性行

为，这种艺术选择旨在突出“宏大性”、

“崇高性”，唤起人民心中的爱国主义

热情。但需要注意的是，过于强调宏

大性，一方面难免会落入“说教灌输”

的表达困境，另一方面，创作中模糊

了角色作为个体的个性，反倒使群众

感到疏离。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电影，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诚然，国家的

“高维”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已经内化

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

核心，但在艺术实践中，如何将略显

抽象的国家大义落脚到人民生活的

实处，成为需要创作者们探索的方

向。这就成为了近几年来主旋律电

影“家国”叙事的逻辑起点——化“国”

为“家”，以“小家”透视“大国”，在“家”

和“国”的呼应中完成“中国故事”、“人

民故事”的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家”与“国”

的呼应叙事，既有对立性，也有同一

性。以《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

为例：《长津湖》中，从战场回来的伍

万里捧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回到故

乡，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号角，万

里不得不辞别双亲，再一次踏上战

场。这种“舍家为国”的对立性，是

“家国”情怀的一大层次；弟弟伍万里

为了证明自己，也追随哥哥的脚步成

为第七穿插连的一名战士。在这一

兄弟三人相继投身战斗的历程中，国

家大义悄然转化为小家内部的精神

传承，以此我们可以瞥见这种精神传

承在中华民族各个个体间的普遍存

在，这就是“家国”同一性的体现。而

在《我和我的父辈》中，更是将这种传

承性放在中心位置加以呈现：《乘风》

中，父亲马兴仁和儿子马乘风同为骑

兵，为了声东击西掩护群众转移，儿

子乘风自愿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

只剩下坐骑“乘风”染血而归，故事最

后，父亲马兴仁率领骑兵团铁骑将敌

人阵地踏平;对儿子而言，他的家国情

怀体现着“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对

于父亲而言，家国情怀是“国仇家恨”

的同一性。《诗》中，父母作为中国航

天事业的先驱，将生命献给了新中国

的航天科研事业。而作为孩子来说，

理解父母的工作，理解父母的离去，

都是无比困难和残酷的事情，这里体

现的是“家”与“国”的对立性；但随着

孩子们的理解，这种矛盾渐渐化解，

成年后的女儿，最终继承了父母的遗

志，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航天员。

三、“家”与“国”的同构集体

我们说，国家归根究底是人民的

国家，历史实际上是人的历史，始终要

回归到一个个个体故事中。与此同

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无论“家”或者

“国”，它的本质都是一种“集体主义”，

是人的汇聚。在“家国”叙事中，过于

强调个体性，也有落入“个人英雄主

义”的桎梏，只有注重广义上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刻画，才能建构起真正的“家

国”情怀。于是，除了在叙事上形成

“家国”呼应，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年来

的主旋律电影也善于利用“家庭式”的

手法，塑造集体，刻画时代群像。“集

体”是“个体”和“国家”之间的桥梁，这

种“家庭”的构建，既可以回归到个人，

也可以延伸至国家。

在《长津湖》中，七连就像是一个

大家庭，战友情等同于家庭中的兄弟

情，连队中的炮排排长雷睢生被大家

成为“雷公”、“雷爹”，这种“大家长”的

称谓进一步强调了七连的“家庭性”。

到了《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平河向万

里坦白百里是为了救自己而死，而已

经成长为真正战士的伍万里心中，对

“家”的概念已经从“小家”变成了“国

家”，对于七连这个集体，也坚定了

“家”的心理认同。于是他回答平河，

七连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哥，在战场

上为战友牺牲和兄弟之间本能的亲情

等同起来。同样的群像还出现在《中

国医生》、《铁道英雄》等影片。《中国医

生》中，面对新冠疫情，武汉金银潭医

院的医护人员成为了第一线的集体，

同时，从各地赶来支援的医生加入到

这个集体之中，有冲突，有矛盾，也有

和解和坚实的情感联结，是一个家庭

的团结、发展、磨合、最终形成的过

程。集体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是对

“家”的另一维度的阐释。

（作者系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音乐教育作为社区教育活动的重要

内容，对全体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审美

素养、人际关系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

良好助益，同时也能为社会团结稳定发

挥积极作用。因此近些年来随着大众生

活水平的直线上升和精神需求的增强，

社区音乐教育迎来了飞速发展。

但同时，社区教育课程中的音乐教

学资源不足且质量不高、社区音乐教育

所需要的基层应用型专业人才缺乏、社

区音乐教育对象单一、社区教育课程体

系不完善等问题日益显露出来，成为当

前制约社区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因

素。以此类似的，高校音乐教育为了解

决学生学习热情不浓郁、教学模式缺乏

个性和创新等问题，运用了影视音乐这

一教学资源辅助教学，获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基于此，在社区自身教育资源基础

上引进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下社区教育所面临

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教学资源和人才

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

将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融入社区教

育课程。

一、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应

用于社区教育的价值

当下社区音乐教育由于种种客观原

因始终无法获得突破性发展。一方面，

社区教育包括社区音乐教育一般都是依

靠社区自身原有的教育、文化资源进行

课程教学，但是大部分社区都不具备足

够丰富和专业的教学资源，也没有能力

聘请专业的高质量教学人才和管理人才

进行日常教学指导和教学规划，因此导

致社区音乐教育效率始终处于低水平阶

段，难以获得有效提升。另一方面，作为

一种面向社区广大基层群众的音乐教

育，社区音乐教育如今面临的教学对象

普遍以老年群体为主，青年群体和少年

儿童由于上学工作的需要一般无法参与

其中。但老年社区成员的音乐理论基

础、领悟能力和专业技能参差不齐且学

习能力和知识接受程度不高，再加上音

乐教学资源匮乏缺乏新鲜感和趣味性，

社区音乐教育始终无法产生广泛的教育

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引进一种富含创新

型、趣味性和生活性的音乐教学资源用

于社区音乐教学，能够让广大社区群众

在欢声笑语中有效获取知识，领悟技能，

提高音乐技能和美学素养。高校影视音

乐教学资源就是这样一种最佳选择。

影视音乐就是一种为电影和电视剧

而创作的音乐，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表现为主题音乐、背景音乐、

叙事性音乐、情绪音乐等。影视音乐不

是一种纯音乐，它为影视主题、人物、情

节服务，饱含了生活百态、万千情绪，与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感情密不可分。因

此，赏析影视音乐不仅能让听众获得听

觉享受，同时还能得到情绪释放和精神

抚慰。高校拥有丰富的影视音乐教学资

源，并以此来训练培养学生的音乐专业

素养。

对于社区音乐审美教育而言，高校

影视音乐教学资源的应用具有多方面的

积极价值。首先，高校丰富的影视音乐

教学资源，为社区音乐美学教育资源提

供新鲜的血液，实现社区音乐教学资源

的创新，改变以往社区音乐教学资源匮

乏单一的客观条件限制。其次，影视音

乐教学资源包含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影视

内容，有了影视内容的加持，其中的音乐

文化将会更富有生活魅力和感情色彩，

能提高广大社区成员参与社区音乐教育

的积极性，也更便于广大人群群众去理

解和领悟，提高部分社区成员的学习效

率和审美能力，最终有效提升社区音乐

教学的质量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青少

年群体加入社区音乐文化和艺术审美教

育。最后，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所包

含的一大批专业音乐人才，他们熟知影

视音乐的艺术魅力和教学价值，吸引高

校影视音乐专业人才参与到社区音乐课

程教学中，对社区音乐教学进行专业指

导，能够帮助社区音乐教育发展实现质

的飞跃。

二、社区教育中高校影视音乐

教学资源的具体应用

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在社区教

育课程中的应用主要包括高校影视音

乐教学素材资料的应用和高校影视音

乐人才的引入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

应当加强与当地高校尤其是艺术类专

门院校的教学合作，积极引进高校音乐

教学所运用的影视音乐教学资料素材，

用以充实社区教学资源库和进行课程

教学实践。首先，社区教育应当专门开

设一门影视音乐专业课程，利用高校所

提供的影视音乐教学资源进行教学授

课，组织社区成员积极报名参与，在特

定时间和场所通过赏析丰富的影视音

乐视频来提高音乐鉴赏能力和艺术审

美水平，提升个人文化艺术综合素养。

其次，社区教育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要

在课堂中正确运用影视音乐教学素材，

组织教学活动。课堂教学中要选择与

社区教学对象生活息息相关，能够让社

区教学对象产生情感共鸣的，提高学习

积极性的，有益于社区成员身心健康的

影视音乐视频资料。

比如电影《红高粱》中的《颠桥曲》片

段、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长号、二胡

乐曲独奏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学人员

要进行专业知识引导，让社区成员通过

影视音乐视频认识各种音乐类型和乐

器，学习各种音乐弹奏和歌唱技巧。除

此之外，课前和课后，社区教育教学人员

也要积极将有价值的影视音乐教学素材

资料分享给广大社区成员，让他们在空

闲时间能够进行自主学习赏析。最后，

在社区影视音乐课堂教学中，社区成员

也可以采用丰富的教学和学习手段进行

学习。比如模仿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料

中的经典片段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和艺术

创作展示，让社区成员在精彩的社区文

艺活动中把握影视音乐素材中的音乐艺

术内涵，提升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力和审

美素养。另一方面，社区应当积极引进

高校优秀的影视音乐专业人才进入社区

进行教学指导和分享经验。社区教育往

往缺乏专业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因

此加强与艺术类高校合作，加强高校与

社区之间的教学交流互动活动，在分享

其影视音乐教学素材的同时也要积极邀

请高校影视音乐教师和优秀学生进入社

区教学课堂进行教学示范，为其他社区

教学人员演示正确科学的影视音乐教学

策略。

高校影视音乐教学资源在社区教

育课程应用中，要注意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在提升社区成员的学习热情同

时，教学素材的选择最好要贴近社区成

员生活日常，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价

值观和人生观，对其身心产生积极影

响。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这一教学资

源广泛提升社区成员的音乐艺术审美

水平和文化知识综合素养，丰富社区生

活和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最终优化整个

社区教育的教学和学习氛围，为社区文

化生活环境和社会和谐稳定进步产生

显著的积极影响。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

师）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

科学项目《高校音乐教育在社区教育课

程中的资源应用与开发》项目编号：

JJKH20190570SK

■文/张 坤

■文/殷豆豆

主旋律电影对女性形象的
多元塑造及对当代女性的启迪

在中国，强调性别平等与人格权独

立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性别意识共同伴随

着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早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时期，农

村来的乡下少女、城市中由求生存到求

自由的女性形象便构成了思想觉醒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善良、隐忍、孝顺长辈、牺

牲自我的女性形象更加构成了中国思想

文化转型断裂知识连接旧文化与新思潮

的一道桥梁，也成为诸多女性观众反思

自身与社会的契机，客观上起到了教育

启迪的榜样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弘扬真善美的主

旋律电影中同样塑造了多元的女性形

象，她们在各自不同的情景中与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遇，或

在战斗中领悟了党的革命精神，或在工

作中自我奉献、不懈奋斗，她们的形象

组合为中华民族奋斗与实现民族复兴

的伟大历程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也持

续影响着当下的女性观众，给予她们新

的启迪。

一、革命建设中的女革命者形象

率先出现在主旋律电影中的是以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英雄为主的女

性英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往往根据真

实人物形象展开艺术加工，以与男性英

雄极为相似的功能出现。战斗女英雄的

登场同时意味着革命的进展。这些充分

革命化的女性英雄往往以舍生忘死的战

斗行为、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为行为准

则，具备为党、集体的事业奉献年轻生命

的无私精神。例如《刘胡兰》中，少女刘

胡兰从小在党的教育下长大，与党员一

起勇敢发动群众反抗恶霸地主；还参加

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为八路军送公

粮、做军鞋。由于协助武工队处决了一

名为非作歹的伪村长，刘胡兰遭到敌人

的报复，在被抓捕之后大义凛然地说：

“怕死不当共产党”，随即英勇牺牲。这

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建构女性英雄主体

的叙述策略典型地呈现为女性角色的英

雄化与非家庭化，尤其是《刘胡兰》中的

少女胡兰子，虽然由于年幼未曾正式参

军，她身上却有着“党的女儿”“解放的妇

女”这两重身份。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片中，生

活在集体单位中的女性形象与妇女经验

通过另一批心系集体、积极投身于国家

建设的理想女性形象体现出来。这一时

期的女性形象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文化

逻辑中仍然延续着革命时期为了集体牺

牲自我，以牺牲为崇高价值的革命主义

精神。1965 年的动画电影《草原英雄小

姐妹》中，两位蒙族小姑娘龙梅和玉荣为

了抢救公社的羊群冒着风雪前进，几近

牺牲。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姐妹俩拼

命收拢受惊的羊群，拼命把被大雪掩埋

的羊群从雪堆中刨出来，为此龙梅与妹

妹失散，玉荣则在扒雪时救羊时掉了一

只毡靴，脚被严重冻伤。随着1962年“不

能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新女性获

得的话语位置表现为党直接培养的“革

命接班人”。在这一时期，主旋律中的女

性形象集中体现为为崇高事业而牺牲自

身的女英雄形象，这些“长在红旗下”的

女性往往年纪较小，没有进入家庭单位，

而是直接通过“党组织”或“公社”与国家

或集体产生联系；另一方面，影片也通过

少女纯真无暇的内心反映她们纯洁而坚

定的信仰。

二、生产运动中的女劳动者形象

在国家开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发展

生产之后，生活在家庭单位中却能摆脱

家务、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并以优异的技

术技能帮助集体进步的女性形象，成为

新兴民族国家着力塑造的“新女性”，电

影创作对性别身份与政治叙述的介入也

正式凸显出来。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李双双式的

农村新女性在充分施展妇女经验的基础

上，在驯夫故事、劳动故事、新人故事中

展现为对家庭具有责任心却不纵容丈夫

旧社会习俗的妻子、善于劳动且勤劳无

私的劳动者与充分接受新思想的社会主

义新人，青年妇女代替少女成为党与集

体最重要的培养对象。电影《李双双》以

孙庄群众邻里吵嘴场景展开，即使家务

缠身、儿女满地也要“到街上管闲事”的

李双双与落后农妇孙有婆展开了一场激

烈的唇枪舌战。李双双二十七八岁，性

格火辣、聪明伶俐，已经在农村地区“识

字班”与“小广播”的视听启蒙下充分新

人化；而她的婆婆与丈夫喜旺只能在家

里“说酸话”。这段争吵表明了李双双为

人妻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社员意识，而

试图“驯悍妻”的婆婆与丈夫则是农村传

统在家庭空间中的分身，他们更注重小

家庭的利益，认为女性应该在家中相夫

教子，负责家务。这样的性别分工明确

指向了小农经济家庭中的夫权逻辑，孙

喜旺通过不做家务、躺卧挑衅对违逆夫

意的李双双施以重压。在一系列集体的

改造与个人的形象下，李双双终于改过

了丈夫自私自利、懒惰笨拙的缺点，影片

以两人“你追我赶，争当模范”结尾。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女性形象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文本

中，新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带来

了女性形象的空前多元化。在指向未来

的改革初期，许多知识女性形象以英勇

无畏、大公无私、废寝忘食的奋斗行为与

思想解放，以及这些行为带来了事业成

功论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这时

的女性形象具有集智慧、勇气和道德于

一身的品质。在1985年的影片《女人的

力量》中，珠山市国营化纤厂面临经营危

机，大量产品滞销，工人奖金停发，工资

全靠贷款。老厂长辞职，一位年仅29岁

的女助理工程师黎莎临危受命担任厂

长，她审慎地发扬民主思维处理工厂中

的矛盾，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工厂

中原有的诸多问题逐一得到解决，许多

原本质疑她能力的男员工与老员工也对

其赞叹不已。黎莎在影片中以实际行动

印证着改革的必要和成功，其行为的正

义性直接指向当时社会语境中普遍追求

的现代化。

之后，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女性形

象出现在主旋律电影中，是影片叙事的

核心也是影片树立的榜样形象。《夺冠》

中的女排教练郎平与性格各异的女排

运动员们为了夺得冠军团结一心，奋力

拼搏；《我和我的父辈·诗》中的女火药

雕刻师一边从事着危险的火药雕刻工

作，一边尽力给予孩子们家庭应有的温

暖与陪伴，并开始以父亲的身份为子女

真正写下了融入自身生命感悟的诗；

《守岛人》中王仕花与其丈夫王继才一

起守护祖国边陲小岛开山岛32年，两夫

妻在岛上升旗、唱国歌、风雨天为渔船

引航，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主旋律的

逻辑框架之下，这些电影充分融入了新

时代女性的性别意识与自我使命感、社

会责任感，将角色置于社会和时代发展

的语境之下，考察女性形象与时代、社

会、家庭、集体、子女等的互动关系，使

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了更加丰富、更加立

体的面貌。当代女性应该从中汲取相

应的精神营养，在个人工作与学习中扎

扎实实，勤学苦练；在攀登知识与技能

高峰时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刻苦钻研，

勇攀高峰；在集体与家庭中与他人同甘

共苦，团结战斗，继承并发扬多个时期

女性榜样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文/于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