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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红色题材电影
对大学生的思政引领作用

新主旋律电影对当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文/王国泰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
建设的生力军，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们才能同仇敌忾，将爱国主义精神渗透

雄，每一个小兵、每一个群众都可以是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

升家国情怀。新时代以来我们创作出

主义、功利主义对学生带来负面的影

到自己的血液当中。

英雄，他们不畏艰险、不怕流血，是因

一，承担着较强的价值引导和教化功

了多部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主旋律电

响，让大学生能够了解到真正富有内涵

为他们坚信新中国的明天一定会到

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旋律的影视

影都象征着某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

的社会主流娱乐文化。

来。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在黑

作品开始跃入大众的视野，不断引导着

文化的现实写照。以电影《我和我的祖

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不可少的

二、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一步，关系到我国复兴大业的实现。新

■文/王虞涵 史乐

中国成立以来，电影事业不断发展，涌

二、新主旋律电影参与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

夜中从未停止摸索。如在电影《铁道

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和崇高

国》为例，该部影片分为七个单元，分别

现出了一批立足中国历史、带有中国特

经典红色题材的电影会在潜移默

游击队》中，在日军和国民党的炮火袭

的道德理想。近年来，随着民众文化审

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普

色的经典红色题材电影。这些电影记

化中影响大学生的言行，通过榜样模范

击下，以刘洪为首的游击队艰难地抵

美水平的不断提高、影视制作技术的创

通民众与国家的故事，
《前夜》讲述了新

录了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史，传播了可歌

作用来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

抗和反击，哪怕芳林嫂被日寇抓走，他

新发展，新主旋律电影开始大放异彩。

中国成立前夜，电动旗杆设计师为保证

第一，新主旋律电影深度参与大学

可泣的红色精神，对大学生有重要的思

劳、百折不挠、甘于奉献等精神，从而提

们也从未放弃战斗，因为他们坚信日

由于新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的爆发式

新中国的第一面电动旗帜能够顺利升

思政课堂。将新主旋律电影融入到大

政引领作用。

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具体来说，主要

军是可以战胜的，正是这种必胜的信

发展，将新主旋律电影融入到当代大学

起而作出不懈努力的故事；
《相遇》展现

学思政课堂当中，不仅能够推动学生的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念，他们救出了芳林嫂，给了日军沉重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能够更好地提

了我国在成立之初科技国防都十分落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发展，提升大学

打击。大学生正处在人生的岔路口，

升大学生的思想素质，使其加强对自身

后的情况下，无数无名英雄为研发原子

生的思想认知，而且还能进一步促进高

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在经典红色

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十分有必要

的认识，更好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弹而隐姓埋名甚至献出生命，展现出舍

校思政课程改革，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质

红色电影记载了我国战火连天的

题材电影中塑造了大量吃苦耐劳、艰苦

的。经典红色题材电影可以让大学生

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使命。

小家为大家的崇高精神；
《夺冠》以中国

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深入挖掘

岁月，主角既有开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奋斗的人物，像《烈火中永生》、
《红色娘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理想，确立自己

女排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夺冠为背

高校思政课堂教学的功能，强化课堂教

英雄人物，也有普通的士兵、军人，还有

子军》、
《英雄儿女》等影片中的主人公在

的人生价值。

景，国内民众观看比赛时激昂的热情进

学的针对性，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进

后线支援的群众，他们的身份虽各不相

敌人的装备压制下，
在恶劣的环境中，
一

首先，红色题材电影能帮助大学

一步彰显了爱国情怀；
《回归》刻绘了

而不断推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时刻以国

直都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艰苦奋斗的精

生反思自己的人生理想。在红色题材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分秒不

教师可以选取与本节课所讲内容相关

家利益为重。他们可能平凡，但正是他

神支撑着我军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

电影激昂奋进的总旋律下，影片中的

让的爱国主义热情；
《北京你好》以 2008

的新主旋律电影片段，通过影视片段的

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推动战争

突破了常人的极限，在武器装备远远落

英雄人物都有着轰轰烈烈的一生。在

一方面，新主旋律电影能够引导大

年北京奥运会为背景、
《白昼流星》以神

播 放 ，吸 引 学 生 的 注 意 ，活 跃 课 堂 气

走向了胜利。在高校思政课堂上，播放

后于敌人的情况下，取得了战争的胜

这些英雄角色的影响下，大学生会不

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大

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体现了我国的

氛。在影视片段播放完毕之后，教师不

经典红色题材电影，能够加强对大学生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逐

自觉地对比自己的人生，重新审视自

学思政课堂的主要作用就是增强大学

航天成就为背景、
《护航》以抗战胜利 70

仅可以在学生们了解的基础上对教学

的爱国主义教育，具体来说，主要表现

渐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境地，通过改革开

己的人生理想。不甘平凡是每一个人

生的政治意识，使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周年大阅兵为背景……每个单元都代

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而且可以听取学

在以下两个方面：

放、精准扶贫等政策解决了百姓的温饱

的潜意识，大学生自然也会想要拥有

领导，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新主旋律

表了一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民众都对国

生的观后感，从而提高学生的接受度。
例如，当学习到《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

一、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第一，经典红色题材电影有助于培

一、新主旋律电影对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主题内容：
端正大学生意识形态

第一，经典红色题材电影能提高大

问题，我们不用再和饥饿、寒冷对抗，但

英雄一样灿烂的人生。在这些因素的

电影不断挖掘我党坚强奋斗、勇往直前

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该部影片同以往热

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经典红色电影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艰苦奋斗，相

影响下，大学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反

的思想内涵，进一步融合新时代观众的

衷于塑造高大上的创作手法不同，从小

展示了革命前辈们浴血奋战的历史，借

反，
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期，
国际

思自己的理想，从而重新规划自己的

实际需要，在电影的制作手段上寻找突

人物出发，以小人物书写大时代，在一

《革命者》等影片，让学生们充分了解到

助现代科技手段高度还原了那段历史

环境比以往更复杂，大学生需要肩负时

人生道路。

破，再现了我党的奋斗史，展现出了国

系列重要节点上的历史故事，串联起我

革命先辈们为了我们后代的新生活所

岁月，相对于书本，大学生可以更直观

代的重任，
用知识武装头脑，
以革命先辈

其次，红色题材电影帮助大学生

家的政治态势。大学生们通过观看新

国历史发展进程与时代风貌，具有极强

做出的牺牲和奋斗，从而激发起学生的

地看到先辈们是如何推翻压在中国头

为榜样，
时刻以祖国为先，
为实现中华民

树立崇高的理想。反思之后，就要重

主旋律电影，能够充分感知革命先烈为

的爱国主义感染力。因此，要在高校思

共鸣，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好地投

上的三座大山，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生。

新树立人生理想。理想信念的崇高与

实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发展所付出的

政课堂中加大对于该类新主旋律电影

身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

的宣传，
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内容时，教师能够为学生播放《1921》、

那段历史的壮烈。这是电影的图像和

第二，经典红色题材电影有助于培

否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在

努力，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从

声音所特有的效果，是书本和课堂无法

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在经典红色题材影

经典红色题材电影之中，大学生会看

而不断端正自身的政治意识，树立正确

带来的效果。只有在内心真正对那段

片中，我们经常会被主人公的无私奉献

到崇高理想对人的激励作用，会看到

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另一方面，新主旋

岁月产生共鸣，大学生才能更深刻地认

所感动，
他们舍生忘死、
舍小家为大家的

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只有树立崇

律电影能够引导和强化大学生的理想

新主旋律电影不仅能够培养学生

能够充分利用好学生的课余时间，在潜

识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才能真正提

奉献精神总会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经

高的理想，大学生才不会满足于现状，

信念教育。大学思政课堂的另一重要

的爱国热情，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移默化当中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思

高对祖国的归属感。

典电影总是具有深沉、
持久的力量，
会在

不会甘于平凡，他们会不断充实自己，

功能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树

和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新主旋律

想道德素质。具体来讲，就是更多地开

潜移默化中对观众产生影响，不仅影响

会丈量自己和理想之间的距离，通过

立崇高远大的理想。新主旋律电影当

电影还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设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以话

正确认识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平年代，

观众的行为习惯，有时甚至会影响观众

坚持不懈的努力，让自己离理想的距

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勇于

新主旋律电影聚焦细节展现大时代发

剧表演、微电影摄制等具体方式，让学

爱国精神似乎失去了萌芽的平台，爱国

的人生抉择。经典红色电影也会为大学

离越来越近。

探索、迎难而上的伟大精神，能够帮助

展，从小人物出发，不断提高电影质量，

生能够通过自身的演出，自身对于电影

精神仿佛离我们很远。但是，爱国无小

生的人生方向提供指导，像电影《焦裕

文化会带给一个民族更深沉、更

大学生坚定自身理想信念，以实现社会

通过创新技术和叙事，寻求多样化的表

角色性格的把握，不断提升对于新主旋

事。在经典红色题材的电影里，主角并

禄》上映之后，
有很多年轻人自愿去支援

持久的力量，经典红色题材电影也是

价值为己任，努力奋斗，进而突破自己，

达，采用全新的技术拍摄手段，加强视

律电影的认知。同时，还可以在学校的

不总是在前线战斗的士兵，后方的群众

大西北的建设，这就是榜样带来的力

如此。经典红色题材电影用现代科技

勇担重任。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公映的电

觉创新的运用，不断增强身临其境之

媒体平台向学生推荐优秀的新主旋律

也 占 了 很 大 一 部 分 ，像 电 影《大 决

量。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红色经典题材

还原时代场景，刻画了大量的经典英

影《1921》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首

感。高校大学生在观看这类新主旋律

电影，让学生能够在课余时间也受到思

战》、
《大转折》、
《大进军》、
《中华儿女》

电影中甘于奉献的革命先烈的影响，不

雄人物，打破了时空限制，让那段历史

批共产党人，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当中肩

电影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其艺术审

想政治教育的洗礼，进而不断提升学生

等等，那些推着小推车为前线送粮送衣

少大学生将为人民服务、勇于奉献作为

更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电影

负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在坚强信念的指

美价值。例如，电影《铁道英雄》在美术

的文化修养。此外，对于高校大学生思

的群众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也告

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在面对个人和国家

包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可以作为大

引之下，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使

方面有着独特的创新，该部影片按照历

想政治素质的提升不仅仅需要高校政

诉了我们爱国无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

抉择的时候，很多大学生会毫不犹豫地

学生思政教育的资源库使用。观看经

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电影当中

史资料中的叙述，深度还原了上世纪三

治教师的努力，还需要在整个高校校园

是祖国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

选择牺牲个人利益成全集体利益，这一

典红色电影可以让大学生更加了解那

细节化的描述，能够激发起大学生的共

十年代工业气质深厚的旧时代北方工

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通过外界环境

国的建设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大学

点可以在疫情期间活跃在各地的大学生

段浴血奋战的历史，更深刻地认识到

情，增强大学生对此段历史的认同感，

业小城，在对于角色服装、道具的细节

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提升学生对于知

生要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履行作

志愿者身上得到充分印证。

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可以从多方面

进而不断端正其意识形态。

设计当中，也都蕴含着浓浓的工业风

识的渴望，对学生进行更好地宣传教

格，艺术文化元素为观众带来了精神上

育。

第二，经典红色题材电影让大学生

为中国公民的义务，做好自己分内之

完善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对大学生具

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事。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从小事

有重要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助

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只有做好了祖
国的建设者，共同绘制祖国的蓝图，我

理研究员）

红色题材电影中向来不缺乏英

近年来，儒学在漫长历史阶段中的

（二）价值追求：提升大学生的家国

（三）创新表达：提高大学生的审美
能力

是在课堂以外的时间，高校思政教师要

的享受。此外，在高校思政课堂中加强

（王虞涵系四川传媒学院就业指导

新主旋律电影当中最重要的价值

对于新主旋律电影应用，还能够塑造大

中心助理研究员，史乐系四川传媒学院

追求就是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提

学生正确的娱乐文化观，避免西方享乐

有声语言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情怀

才子佳人的陈腐公式中解脱了出来。在

论清代文学中的儒学世俗化

世俗化过程成为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命
题。从汉到唐，以贵族士大夫阶层为主

第二，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塑造
良好文化氛围。第二课堂顾名思义就

与原作同名的电影作品《四弦秋》杂剧中，
唐代才子白居易遇长安名妓花退红以琵

要读者的诗赋散文成为文学创作与儒学

■文/王梦琪

传播的中心。这种文人文学的作者多半

琶诉说身世，
两人相怜相惜。杂剧分别以
花退红嫁与九江茶商吴名世为妻、
白居易

出自高门，它们以儒学大家的形象成就

承了明代陆王心学肯定个性与个人欲望

性的束缚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嘲讽。

福的行为；
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儒学的教化

节冗长的弊端，
创作了一批极具有时代特

上疏请求捉拿凶犯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故

了文人文学的颠覆。但自宋元之后，随

的一面，真正在思想意识与社会生活两

儒学世俗化在故事内容或社会生活

功能，
对贪淫、
不顾礼法、
不敬长辈等行为

征的优秀作品。李玉所著的《万里圆》便

事为线索，
最后在浔阳江头归为一体。这

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完善、市民经济的

方面开始了对儒学的世俗化。

方面则体现为小说中官能追求与香艳描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为人情的追求划出

以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为背景，讲述了出

部电影将朝堂论争、
沙场征战的人生理想

发展与庶族地主的不断崛起，宋词、元

在思想意识或者说价值观引导的方

写的增加。尽管其中的末流不免嬗化为

了伦理道德的底线。这种世俗化的儒学

任云南大姚县令的黄孔昭夫妇与儿子儿

与红尘万丈的世俗生活融合，
可以感受到

曲、明清小说成为一般民众广为参与的

面，世俗化的教化倾向与对流行价值观

千人一面的佳人小说或以色情化描写为

观念既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
也包含着对

媳、
孙子团圆的故事。在《万里圆》的改编

杂剧家对风尘女性的道德宽容、
理解甚至

文学样式，儒学也随之从高深走向通俗，

的追随催生了《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

主的狭邪小说；但在对人性与欲望的肯

伦理责任的强调。

电影中，
父亲黄孔昭宁可隐居在白盐井也

欣赏；同时，这部作品将江州司马沉浮幕

从士大夫阶层走向普通民众。清朝初年

讽刺小说对“正统”儒生的调侃又反而

定下，
这也是市民清代儒学世俗化难以避

不愿出任京官，
儿子黄向坚则为寻回双亲

僚的政治起伏寄托于女性知音的理解与

的泰州学派继承并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

肯定了流行的世俗化儒学。对儒学或

免的侧面。更多小说则是在人性自由的

独行万里，
历尽艰险将父母迎回苏州。影

知遇，赋予白居易与琵琶女同等地位，也

思想，在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核心观念

儒生的认识并非一批固定的结论，而是

写 作 中 ，体 现 出 人 性 光 辉 与 情 感 的 珍

片试图通过黄向坚穿越国土的视角担负

折射着这一时期的多元伦理精神。作者

中，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不同历史时期大众认可的普遍观念。一

贵。例如《好逑传》
（又名《侠义风月传》
）

尽 管 王 国 维 提 出“ 一 代 有 一 代 之

起社会全景剧的职责。其中儒学思想的

没有从纯粹的道德视野看待花退红的风

清代文学中的思想解放与儒学的自我更

个时代的常识可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谬

中，御史之子秀才铁中玉为洗清父亲冤

文学”，并将小说称为明清最具代表性

很大一部分已经从缅怀故国、
揭露故国移

月身世，
而是基于现实生活情理的道德宽

新进一步体现为传统儒学的世俗化，在

见。
《儒林外史》以简练有力的写实笔法

屈却惹怒权贵，无奈离开京城，在游学中

的 文 学 门 类 ，但 诗 词 戏 文 等 文 学 形 式

民悲惨无助的国家主题转向教化观众孝

容与理解对女性人格与经历的关系进行

小说、杂剧、传奇等多个方面均有重要体

描绘了各种儒生们为追求功名富贵的样

搭救兵部侍郎家女水冰心；后来铁中玉

在市民经济繁盛的清朝也数量巨大、

顺父母的家庭主题，
儒学教化的意义更多

了重新思考，
它们折射出了清代世俗伦理

现，甚至当代根据清代文学改编的影视

貌 ，许 多 电 影 中 也 有 着 相 应 的 表 现 。

寄宿寺庙时被僧人下毒，水冰心将铁中

足有可观。例如杂剧在这一时期并未

地显现为身临其境的感召力。

的宽容性。它是面向日常生活和基于人

中仍能看到对这些内容的反映。

1985 年蒋广森导演、巢萍主演的《儒林外

玉收留在家中，才学相当的二人相互倾

形成继其在元代的划时代突破。朝代

在传奇兴盛的同时，与传奇同属于

情、人性需要的宽容道德观，也包含着对

史》便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老儒生范进中

慕，却因二人均以为相见非礼，因此婚后

的兴亡、民族的危难，以及晚明以来城

戏曲文学但篇幅较短的杂剧也体现着儒

礼法精神的强调。清杂剧为我们提供了

举后谵妄疯癫的丑态。范进时年五十余

不肯同房。在经皇后验明其清白后两人

市工商经济的蓬勃发展都影响着清传

学世俗化的特征。儒学虽是治学、修身、

重新审视清代生活习俗和伦理道德观念

岁，家中穷困不堪。周进见到他，便想

终于扫除障碍，结为连理。在与原作同

奇的创作。

理 政 的 学 问 ，但 儒 学 同 样 面 向 广 大 民

的鲜活视角。总而言之，
儒学在清代社会

起 了 自 己 当 年 的 惨 状 ，在 惺 惺 相 惜 之

名的电影作品《平山冷燕》中，平如衡、山

清代传奇作家们或秉遗民志气，
或取

众。清杂剧多取涉及国家兴亡的历史人

中仍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将个体教化、

峰与市民文学的代表。清代小说样式丰

下，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

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个青年男女经历坎

民间流行的传说，
令他们的作品内容同样

物与故事作为创作的题材，与其他文学

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相融合，
在各种文学

富多彩，其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

“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这部影视作

坷，
终于在皇帝的赐婚下结成两对佳偶的

包罗从人情风俗到世态炎凉间的世间万

形式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思想较

作品的创作中体现出了创新性的转化和

方面面。尽管它们未必是清代社会生活

品真实地揭示出僵化的理学与科举制

爱情故事。这样的故事人情故事表达出

象，
在百余年里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市民与

为多元的一个时期。

发展趋势。

的镜子，然而确实与当时的种种方向有

度是腐蚀人心的原因，并对当时官场的

了丰富的伦理倾向，它们一方面同情、理

小农的思想观念。例如，以李玉为首的

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扩展了杂剧的

关。就儒学的世俗化而言，清代小说继

腐败、选拔制度的弊端、封建礼教对人

解甚至欣赏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
追求幸

“苏州派”
作家针对晚明传奇文采繁缛、
情

题材与视野，
使这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从

一、
清代小说中的儒学世俗化
清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巅

二、
清代戏曲文学中的儒学世俗化

（作者系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公
共基础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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