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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
美学追求

——评影片《邓小平小道》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

国电影票房总量“弯道超车”北美地

区。2021 年，中国以 472.58 亿元的票

房成绩再度超越北美市场位居全球第

一。然而，疫情的反复对电影工业造

成重创，中国电影产业产能规模能否

持续扩张成为其蝉联全球电影票房榜

首位置的成败关键。2020年，全国电

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项目数量降

幅创历史新高，2021年的项目数也仅

为 2800 个，基本与 2020 年持平，受

2022年新一轮疫情的严重影响，全国

多地影院再次大面积停业关闭，猫眼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中旬，在60

个城市共有1944家影院停业，数量占

全国总影院的 16.4%，票房占比高达

15.9%，中国电影产业正面临供给不足、

需求收缩等多重压力，如何开发“爆款”

电影项目吸引更多的观众在“后疫情时

代”走回影院，正成为全行业苦苦求索

之发展核心，旨在孵化优质项目并发掘

新锐电影人才的电影节创投单元正日

益显现出愈加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

节，上海国际电影节自2007年设立创

投单元以来，便以“沟通产业资源，扶

持华语新锐影人，促进中外合作”为目

标。截止至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电影项目创投已帮助 82 部影片进入

制作，其中62部参与国内外各大电影

节展，40部在国际A类电影节中崭露

头角，更有数部斩获包括柏林国际电

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内的世界

大奖。近两年来，尽管受疫情影响，上

影节每年仍有超过300个影视项目积

极参与创投评选。2022年3月25日，

第 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征

集工作刚刚进入项目评审阶段。相较

于 2021 年的 324 个，今年的参赛项目

数量和作品质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各

类扶持资金与产业资源也将纷纷亮

相。作为扶持青年影人的重要手段，

上影节创投单元持续关注个体身份与

价值表述、积极介入社会问题探讨的

电影主题，探索东方美学语境下的叙

事节奏与叙事模式，并试图构建兼具

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新电影类型，打造

提升影视资源整合效率的全球性优质

平台，其创投选题项目呈现出以下趋

势性特征。

一、主题词高频重合概念：

身份、女性与家庭

自创立以来，上影节创投单元一

直致力于发掘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优

质影视项目，鼓励青年影人表达在当

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困惑与反

思。近三年共计103个创投入围项目

的主题及主要戏剧冲突点的词频统计

分析显示（统计年份为 2018、2019 及

2021 年，2020 年因疫情原因不做统

计），当下青年创作者的优质作品在主

题选择上呈现出高频重合性。出现频

率最高的关键词分别为：身份质询

（38%）、家庭关系（31%）、女性（31%）、

亲子关系（25%）、代际变迁（18%）（具

体情况如图）。

这些词频常常以相互组合的形式

出现，表现出对当下中国复杂现实中

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以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词“身份质询”

为例，鉴于其身份客体通常为女性和

青少年，因此表现为“女性身份质询”

及“亲子关系中的身份质询”两类组合

方式。其中，以“女性身份质询”为主

题的影片主要探讨的是社会性别视域

下，当代女性该如何打破社会集体无

意识所造成的对女性的忽略与歧视，

以挣脱固有社会权力体系的束缚。以

2021年入围的创投项目《她在水中央》

的主人公胡璐为例，她一直处于社会

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既定期待中不断挣

扎，作为母亲，她极力为儿子提供优渥

的生活环境与教育条件；作为妻子，她

不仅要供养丈夫读书，更将丈夫的成

功视为人生之终极目标……在得知丈

夫略显颓丧甘于平庸的心愿之后，这

位家庭的牺牲者与奉献者最终选择结

束在海外朝不保夕的劳工生活回到国

内，但她需要面对的难题，却是不知该

如何恢复自己的母亲身份，重新建立

与儿子的亲密关系。尽管未来依旧如

在水中央般迷离，但胡璐无疑已开始

探索自身价值与独立身份的出走之

路。而 2018 年入围创投项目的影片

《太后与我》，则展现了女性在自我意

识觉醒后仍会面临的选择困境。《太

后与我》的主人公陈落芽与母亲苏丽

珍拥有看似不同、实则暗合的生活轨

迹，在经历一系列职场失败之后，苏

丽珍对社会文化规范下相夫教子的

生活开始认命，而正处于职业选择期

的女儿陈落芽，则在打破规范与接受

束缚之间做出抉择，苏丽珍在探索自

我身份与价值的失败经验成为了陈

落芽自我意识觉醒的桎梏，这又将代

际间冲突演绎为对女性的又一层心

理束缚。

以“亲子关系中的身份质询”为主

题的项目故事则多发生在破碎的原生

家庭，围绕青春期叛逆、自我认同危

机、追寻家族群体身份等内容展开，在

历经一系列身份纠结之后，不论结果

如何，青少年都将立足当下的人生与

自己达成和解。如2018年上影节青年

导演创投计划、2021年制作中项目《何

处生长》，讲述了自幼无母的主人公程

非，在与父亲产生家庭矛盾之后，假扮

租客入住了生母何秀琴的家中，却意

外发现何秀晴其实是因二孩政策被迫

带着妹妹与自己分开的亲生母亲，程

非试图在这种畸形分离状态的家庭中

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尽管与现

实生活中被迫分离的母亲更容易达成

谅解，但因父母的欺骗所导致的家庭

破碎无疑会对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

伤害。2018年的制作中项目《迷走广

州》，则关注了一位早熟、压抑的女孩

米淇跟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妈妈相依

为命，当米淇辗转找到早已在广州另

组家庭的生父之后，却无法在已经破

裂的家庭与自己作为被抛弃者的身份

之间找寻到自我认同，最终走上了一

条社会边缘人的逃离之路。这种家庭

情感破碎的遗存关系致使主人公一直

处于自我迷失的灵魂漂泊之中，无论

如何找寻终将没有答案，唯留下难以

治愈伴随终生的心理之疽及迫于无奈

现实的与自我的无力和解。

二、核心叙事要素：

陌生、边缘与复杂

上影节创投项目故事调性大多呈

现出典型的低成本艺术电影特征，在

叙事表达上克制内敛，间以意象性隐

喻的东方美学方法构建核心戏剧张

力。除了极小部分的商业类型片以

外，入围项目大多包括三类核心叙事

元素：陌生化戏剧情境、边缘人物或小

人物、复杂的情感纠葛。陌生化戏剧

情境通常都作为故事前提，在开端时

便开宗明义地建构出主人公新鲜、复

杂并难解的生存处境，人物被裹挟在

不断发展的紧张事态之中，必须采取

行动予以应对，然而，对抗的境遇却使

人迷茫并陷入重重被动，故事也由此

得以展开。2021年入围项目《晚春七

日》，讲述了出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

工厂女工李咏梅，刚下飞机便得知女

儿失踪，她不得不在异国他乡与黑人

女警官携手开展调查的悬疑故事。该

片巧妙地运用了纽约独特的空间建筑

结构来制造视觉上的压力，构建起咏

梅初到纽约后急迫、陌生与不安的无

奈局面。观察近三年的入围项目，身

处陌生化戏剧情境中的主人公，大多

被设置为无力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社

会边缘人群，他们作为事件核心人物

的占比高达 61%，涉及到多个年龄段

与社会阶层。如2019年入围项目《幸

福里99》刻画了居住在上海石库门里

的两位空巢老人阿瓜与老克勒阿维；

2021年入围项目《幸福泡泡车》中主角

是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丽萍；

2018年入围项目《不一样的礼物》则是

聋人老师阿恩与自闭症儿童小浩的故

事。这类边缘化人物因其弱势的生理

条件与失语的社会身份共同决定其生

存境况与心理问题，他们成为了某种

承载群体性精神痛苦的当代社会现实

镜像，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性反思。

对于在失控局面中苦苦挣扎的无力弱

者，他们的情感通常都比较复杂纠葛，

在因现实或心灵障碍下不得不进行艰

难抉择的故事瞬间，他们往往都会面

临多边情感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自身

信念或社会性认知价值的崩塌。例如

2021年入围项目《荒原舞会》，讲述两

位爆炸案幸存者张若水与文迪分别选

择遗忘与追凶以度过余生，当凶手再

度出现在他们面前，是纠结于痛苦的

回忆泥潭依旧逃避，还是鼓起勇气重

新面对，终结内心痛苦的方式还需主

人公去独自探索。2019 年入围项目

《沸腾》，则表现了一个渴望家庭的中

年男性老方，突然发现自己才是杀害

亲生女儿继父的凶手，在躲过女儿所

策划的一系列报复之后，老方最终选

择以精神自赎的终结方式，帮助女儿

完成了对自己的复仇。在这个饱含有

复杂情感浓烈爱恨的故事中，老方貌

似求得自我内心平静的伟大行动，却

也势必招致女儿陷入弑父的道德困

境，作为旁观者，观众眼睁睁地看着角

色滑向悲剧命运的深渊，也深刻体验

到了人物无比抑郁的情绪却无处发泄

的复杂情感。

三、艺术电影类型探索：

人文、黑色与悬疑

近年来，出于对创投项目未来制

作的可行性及市场接受度的考量，上

影节创投单元表现出对艺术电影类型

化探索的极大兴趣，对带有人文主义

色彩的黑色悬疑电影项目尤为偏爱。

与传统悬疑片单一追求紧张氛围，塑

造蛇蝎美人、幕后黑手与阴谋编织者

等典型人物不同，上影节创投导演更

注重将商业元素、黑色幽默与人文气

质相融合，形成更具商业作者风格的

个体价值表达，因此，这类项目也通常

将社会问题作为推动悬疑事件发展的

核心动力，使影片具备现实意义。如

2019年制作中项目《枕边的陌生人》，

主人公林青松在妻子意外身亡之后，

却发现自称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爱人其

实生长于偏远而贫穷的棚户区，父母

品性卑劣，而她甚至可能还是谋杀双

亲的嫌疑人，这个典型的黑色电影故

事，将妻子日常温婉善良的伪装形象

与真实黑暗的人性形成了巨大反差，

而其复仇动机所揭示出社会边缘人群

所承载的过大社会压力同样令人深

思。2021年的创投影片《鹦鹉杀》触碰

了当下网络情感诈骗的热门话题，将

“杀猪盘”的犯罪类型与爱情类型糅

杂进不断展开戏剧反转的黑色悬疑

故事。2019年制作中项目《症候》，则

建构了一个酸雨频发的魔幻现实世

界，调查凶杀案的警官“科迪”生活在

其中并饱受臆想症与身份混淆的精

神困扰，当他最终发现自己居然不是

“科迪”，而是杀害“科迪”的犯罪嫌疑

犯时，他陷入了身份混乱并开始不断

逃避现实。毫无疑问，这类带有意识

流的艺术电影特质的新型悬疑类型

片，以典型人物的命运触碰了严酷社

会现实的道德底线，以独特的人文关

怀关照了人类自身命运，激发了观众

叩问人性并形成对社会的深度自省与

反思。

身处“后疫情”的传播语境，中国

电影仍需继续深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营造友好开放的创作环境，上影节电

影创投单元，在扶持新锐青年影人与

孵化优秀电影项目中所表现出的趋势

特征，正不断激发创作者开发更多满

足人民不同艺术审美及商业需求的正

能量作品，坚定地成为推动中国电影

产业产能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陶涛，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

教授、博导；仝斯宇，中央戏剧学院

2021级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研究生）

对于 50 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来说，

后来被称为“邓小平小道”的那段江

西泥泞路径是他人生里的又一页苦

难；对于今天的人们，它成为中国现

代化长征史诗里的别样风流。把这

段“苦难”历史转化为“风流”叙事，是

中国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也

是难度极高的任务。

影片《邓小平小道》（王兴东编

剧，雷献禾导演，江西电影制片厂有

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品）担当起了这

份责任，也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邓小平同志的精神感召固然是重要

因素，创作者美学方面的自觉追求则

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影片立意很高，把中国传统文化

的命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改作了“共产党人虽穷、却仍兼济

天下”的叙事。影片里的邓小平，大多

数时间里沉默、隐忍，在黄干事监管的

视线和众人旁观打量的环境里用略显

迟缓的速度运动着。他最大力度的爆

发，是听闻当地孩子想吃粽子的哭泣

后，坚持要黄干事把特供自己一家的

粽子送去，他说：“我不特别，粽子也不

特别，娃娃吃不上粽子才特别！我这

个红军爷爷吃不下！”共产党人以人

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在那

一篮粽子和一碗白糖里。

在片中，邓小平所坚守的理想信

念与他实际身处的现实情境形成了

鲜明对比。影调分为光明和昏暗，色

调分为暖色和冷色，而以前者为主

导；音乐时而雄浑刚健，时而低回悲

怆，而以雄健为主导。结尾处，邓小

平乘坐的列车穿过隧道，车厢完全黑

暗下来（这显然非真实），火柴划燃，

照出他沉静坚毅的脸庞，随后列车再

次进入光明。这些精当的艺术手法

为影片奠定了庄严中带有悲怆、悲怆

后走向昂扬的美学基调。

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是全方位

的。剧情里邓小平的生活空间受限，

摄影采用了许多流畅的长镜头，帮助

观众的视线延绵运动，营造出特写、

中近景、变焦、景深等景别和构图的

变化，同时又与人物身体和内心活动

的节奏相吻合。有多个场景出现了

两次：第一次来自他对身边众人的观

察，偏写实化；第二次则出自他的回

忆和思考，色彩的消失、画面的动荡、

剪辑的激烈，造成强烈的心理蒙太奇

效果，把情绪的能量和思考的逻辑直

观地呈现出来。

叙事的手法尤其值得称道。除了

正面塑造人物，影片还用到传统小说

美学的烘云托月手法，即用他人的行

动和语言来侧面、多面烘托出邓小平

形象。笔者感觉，黄干事的形象，在

邓小平和邓朴方之外又加入了一种

心理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处理得极

其微妙。邓小平离开江西前和黄干

事的交流，亲切中甚至有几分诙谐，

从今天的时代节点来看，这给了红卫

兵一代来自长者的一份宽厚、宽容、

谅解，而不是一味严苛的批评。

影片的一个场景里，多个人物在

行动，多条线索在交织，历史和命运

叠加成特定时空上的重量。“黑五类”

子女为了立功，可以暗中观察三天来

确认邓小平的身份行踪，她找领导汇

报时后者正忙着在舞台上饰演《红灯

记》李玉和，这使得他和前者说话时

还用了京剧念白的腔调。随后，红卫

兵闻讯前来揪斗，和护厂工人紧张对

峙，邓小平的安危骤然成为核心的悬

念。令人想不到的是，红卫兵队伍里

突然闪出 1931 年瑞金县老革命罗志

才的儿子，苦苦哀求当年的县委书记

邓为老母亲写证明清白的材料。剧

情急转直下，同时观众所关心的邓小

平的命运也一下子被拉到更大的视

野里，成为更多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困

境和考验。当邓小平告诉那个年轻

人要“忍耐”、“想得开、挺得住”时，他

既是在嘱咐当年的战友，又何尝不是

在鼓舞自己？他后来对邓朴方说，

“忍，不是就认输了，是信仰，信念”。

影片的叙事就是这样，用场景交织线

索，场景和段落的改换又由线索牵连

起来。

接下来，罗朋有了足够的理由来

凿开隔墙，为邓小平夫妇铺就那条著

名的“邓小平小道”。这里又有很多

观众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个细节：在

邓、卓初次走上这条小路时，工人师

傅们已经在路面上铺好了防滑的煤

渣，这在镜头切为远景的山坡、草木

时从色彩上相当鲜明，又并不抢眼。

也是在这个画面上，才出现了片名，

影 片 叙 述 时 间 已 经 过 去 了 约 25 分

钟。显然，电影的艺术修辞，是创作

者非常重视、同时也非常擅长的工

作，它保证了影片的艺术质量，进而

确保了主题意念潜移默化的传达。

上述电影语言的运用，都显现出

高度自觉的、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电影

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中引用现实主义杰出作家柳青

的话，“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

写法”。由此推论，不妨说，《邓小平

小道》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找到了

一些新的拍法。它也体现着习总书

记所说的，“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

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

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

远。”总书记还曾引清代叶燮《原诗》

中的句子阐明艺术工作者应当有怎

样的情志：“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

弘，志远则旨永。”对于重大历史和人

物题材的创作来说，要塑造好伟人，

创作者就不得不努力去真正接近伟

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是《邓小平小

道》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在一

众创作者中，主演卢奇令人印象深

刻。作为特型演员，他在本片里贡献

了堪称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

表演。

影片里，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

对邓朴方说，“要记住这条小路啊，它

是工人和老百姓为我们修的。”正是

因为记得人民，邓小平再次出山后为

人民设计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带

领人民走出贫穷奔小康，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迈出了重要一步。“邓小平

小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的辩证关系，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

物主义历史观，即人民创造历史。《邓

小平小道》的出现，正是这一命题在

电影领域内的一次尝试，即以创新化

的主旋律电影语言完成的创新型历

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