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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党领导电影的历史成就与经验，赓续红色电影的血脉和传承

2021年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相对于上两年的轰动热烈、新论迭出，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大年”，但热浪过后的波涛自有它斑斓的涟

漪，平心而论的探求会有它独到的价值。正是在从容不迫、措置裕如和承先启后、持续拓进的基础上，该年度的理论批评努力摆正自己

的位置，当好自己的角色，与时俱进、自信自强、广开视听、深入开掘，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和成效。

在壮阔瑰丽的影像时代担当自己的责任
——2021年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发展述评

◎ 让批评重回现场，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文/李建强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文化建设

的成就和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

值，而且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百年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

理论批评追踪的年度热点之一。诸多重

要电影报刊都推出了专题或专栏，从各个

历史阶段切入，分各种角度层面梳理，形

成了相当的声势和广泛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介入电

影创作生产之后，就发挥着推动和引领中

国电影先进文化发展的作用，专家学者们

的目光首先集中在党领导电影取得的成

就上。周星、黄筱玥认为，党领导下的中

国电影发展可以用五个“新段落”来加以

概括，即：20 世纪 30-40 年代暗中推动进

步电影发展的“新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新创

建”，改革开放探索主旋律与多样化关系

的“新时期”，面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影的

“新面貌”、市场化逐步成熟的“新世纪”，

以及近年来进入中国电影学派、中国文化

传统和中国平视世界电影自身创造的“新

阶段”。王健就此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正

确领导下，“电影不仅承载了党和人民的

革命理想，还培植了全民族的审美意识，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关

键一环”。 可以说，前因后果，一脉相通，

新时代中国电影取得的新的大发展，正是

建立在这样厚重的历史积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电影先进文化

建设近百年，有探索和挫折，有寻觅和失

误，更有成功和经验。这些成功饱含艰

辛，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对于未来中国电

影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王健认为，党在

长期领导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形成了三个

制胜法宝：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

指导，注重以人民为导向；二是在学习外

来文化的同时，坚守民族文化本位，通过

电影的民族化探索去丰富和强化“中国立

场”；三是给予艺术家充分的创作自由，通

过与时俱进的电影文化路线，充分保障电

影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张宏则提出，中国

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集中

体现“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抒情、为民族抒

怀”。 这些重要经验的总结凝练，及其对

于“制胜法宝”、“思想精髓”、“人民导向”、

“价值观引领”等新的概括表述，对于新时

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进电影强国建设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连的是对红色电影的投注。

作为新中国电影特有的一个类型，数十年

来红色电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对它的

研究一直呈零星细碎的状态，借助建党

100 周年的契机，对红色电影的整合性系

统性研究成为年度电影理论批评的又一

个亮点陈犀禾、赵彬认为，红色电影以新

中国为核心价值，通过“国家叙事”服务于

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廖立胜、李尉

清主张，红色电影是以党的艰苦奋斗历程

和伟大英雄人物为题材，反映和弘扬党的

伟大精神的电影。它通过纵向演绎与横

向编织、历史叙事与人物细描、谱系建构

与价值传递等手法在银幕上全景展现雄

伟壮阔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些

观念的碰撞，并不归于一尊，百家争鸣，各

持己见，凸现了理论的开放、活跃和生气。

红色电影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佳

琳认为：“从‘左翼电影’到‘进步电影’，从

‘新中国电影’到‘主旋律电影’，及至当下

的‘新主流电影’, 红色基因从未断绝。”刘

金祥概述，“它孕育于革命年代，在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彰显出不同

的时代价值。”比如，在不同时代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红色电影对英雄人物

的塑造就经历过几次明显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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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筱卉、刘佳

欣指出，“红色电影一直是中国前进道路

上的忠实记录者。与此同时，它也不断地

在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影像符号等方面

取得发展与进步。”20 世纪 50-60 年代，革

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种题材成为主

流；20世纪 70至 90年代，红色电影的大众

传媒属性开始凸显；进入 21 世纪，商业化

的运营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新世纪

红色电影的主要特征。廖立胜、李尉清强

调，红色电影的镜像和载体可能千变万

化，但是传递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和

价值理念，赓续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始

终是红色电影不曾断裂的主线索，“爱国、

奋斗、奉献、团结一直是红色电影的主题

词”。 评论者对此高度认同：形容“顺

变”，精神“守恒”，这正是红色电影绵绵不

绝、生生不息的内在缘由。

总结经验的意义更多是为了推动新

的发展，周星强调，红色电影显然就是中

国价值观的体现，它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

对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话语权的体现，

因此，未来红色电影应该自觉成为国家文

化形象和社会制度、政体制度以及价值观

投射的对象。何晓清则明确从三个方面

对红色电影的走向进行谋划：一是坚持国

家话语，二是双重话语融合，三是多元话

语并存，以不断提升红色电影的视野和品

质。 马圣楠则提出方法论的组合，在她

看来，红色电影的落点往往是历史题材的

演绎。历史的重新演绎，对于当代人的意

义并非“复古”，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

义情怀观照生活，将中华美学精神的方法

论运用于红色电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

用。这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不仅给红色

电影创作带来新的创意，而且为之注入了

新的要素和意蕴。

如何校正方位、放下身段，积极有为、

形而下地参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

中来，成为业界多年的一种祈求和呼唤，也

成为学界一种真诚的期许和夙愿。毫无疑

问，对于理论和批评来说，前者是先导，是

前端，需要“顶天”；但后者是主业，是实操，

需要落地。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来不是对立

的，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理论和批评才能

琴瑟同谐、比翼双飞。本年度的理论批评

于此幡然有悟，竭力从理论和学术话语体

系中走出来，从学院和本体本位中走出来，

落地作者，聚焦作品，走进观众，面目为之

一新，称其为电影理论批评的“拐点”兴许

也不为过。

在此过程中，多家主流媒体、专业媒体

和学术期刊开设电影批评与评论专栏，这

些评论均由专家操作，鞭辟入里，衔接市

场，力求抢占先机，引领评说。一是目光四

射，全面出击。从春节档的《你好，李焕

英》、《刺杀小说家》，五一档的《悬崖之上》、

《你的婚礼》，七一档的《1921》、《革命者》，

到暑期档的《中国医生》、《白蛇 2:青蛇劫

起》，国庆档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

年末的《穿过寒冬拥抱你》、《跨过鸭绿江》

等，几乎年内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都被纳

入了论家热搜的范畴。据知网的统计，年

度刊发《刺杀小说家》的评论接近百篇，《你

好，李焕英》的评论超过 150 篇，《长津湖》

的评论则将近 300篇。更有一些重要作品

评论，与作品公映同步，甚至赶在了前头，

牢牢占据舆论导向的中心位置，理论批评

的敏锐、时效、用心和尽责由此可见一斑。

与奋勇当先比肩的是，评论的视野开阔、目

光四射、精彩纷呈。以《刺杀小说家》的批

评为例，除了对内容创意的主旨评说，既有

对小说到电影转码、游戏叙事与社会想象

的探求，也有对叙事思维与视听节奏感、高

概念电影文学化实验的研究，还有对数字

化工业流程、后现代语境下影像狂欢的切

磋，对影像重组与影游融合、奇幻世界和现

实世界双向重构的推介，这就使评论并不

仅仅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而是通过品评

解析传达出对于电影发展新的认知，在注

重影像艺术层级探讨的同时，将目光导入

关于工业、科技、媒介、消费等更宽泛的层

面，引向中国电影未来的品质发展。自然，

在延伸和扩张作品旨趣的过程中，批评自

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得到了确认。

二是深入开掘，共情共鸣。每一部电

影作品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理论批评的

功能当然不仅在于细致入微地揭示影像本

身的蕴含，更在于通过场景、画面、叙事和

人物等的解析开掘，揭示出时代的、民族

的、社会的体感和温度，提炼出具有时代代

表性的审美价值观和审美心智成果，并有

效实现与广大观众群体的精神对接。所谓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这是衡量一个时期理论批评文史价值的主

要标准，也是批评家们孜孜以求的至高境

界。本年度的电影理论批评努力朝这个目

标迈进，力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进入，

开掘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影像世界的真

谛和艺术的矢量。以《你好，李焕英》为例，

原本是一部根据小品改编，表现母女感情

的平常作品，它的“出圈”多少有点出人意

料。论者们分别从共情传播分析、大众心

理特点、喜剧元素打造、明星 IP效应、记忆

点打造等角度进入，或指出影片之所以打

动大众，隐含作者与穿越剧回旋跨层的巧

妙结合以及对整体节奏的合理掌控，营造

出笑中带泪的效果；或指出影片不仅因为

精彩的反转剧情和爆笑的喜剧元素，更重

要的是其独特的亲情内核成功触动观众心

弦、引发情感共鸣；或指出影片直面女性生

存境遇，呈现了女性通过创造（而非成功

学）来对抗存在、从母爱的消极体验转化为

创造爱的积极体验的过程，超越了一般的小

品集锦。在此基础上，评家们认定该片成为

当前电影行业的一股清流，带出了中国喜剧

电影的潜在群众市场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相

关类型题材电影提供了发展可行性思路，也

引发了当代社会关于人伦亲情又一次深入

的反思，引发观众对于母爱、女性生命力及

创造力的思考。这些切中肯綮的评论，或许

早已超出单一作品本身，甚至超出电影艺术

行业，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正常建构和发展

路径都提供了参照和反思。

三是守正创新，立破并举。本年度，中

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

导意见》，要求坚持正确导向，把好文艺评论

方向盘，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

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这

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文艺评论史上还

很少见，可见高层领导和主管部门对于文艺

批评的关注和重视。电影理论批评应运而

生、积极响应，并结合电影具体作品创作和

电影现象发声发力，守正创新，立破并举，发

挥了主动有为、建构引领的作用。

在“立”的方面，理论批评紧紧把握创

作导向，及时到位地推介优秀作品，大张旗

鼓地宣传重点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

繁荣发展注入自身的智慧和能量。单就中

国影协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牵头召开的

作品研讨会就达数十场。影片专题研讨会

这一批评形式在本年度浴火重生，频繁登

场，彰显了优良传统的发扬和理论批评的

自省与自重。

在“破”的方面，针对“饭圈”文化、“唯流

量论”、“明星偶像”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理

论批评积极发声表态，明确宣示自己的态

度。多家报刊杂志共计刊发近百篇重头文

章，果断出手，频频亮剑。张宏还提出，作为

电影工作者需要吸取这些事件的教训，自省

自律、防微杜渐，并围绕治理业界的违法失

德现象，有的放矢地提出“提高思想认识，做

好学习宣传，主动发声扬剑，加强示范引领，

完善管理机制”等五条原则建议。陆绍阳则

相应提出“五股力量的合力”，即监管部门的

监管力，相关平台的约束力，电影工作者的

自律力，粉丝群体的自制力，批评家的批判

力。这些及时客观真切、明晰坚毅笃定的认

识，特别是自觉置身其中、主动有所作为的

鲜明态度，集中代表和反映了理论批评在大

是大非上的责任意识和集体意志。

◎ 扭住关键的共性命题，锲而不舍地开掘深化

理论批评的深化常常需要共时和历

时的耦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咬定青

山不放松”，紧紧扣准一些重大的关键的

共性的命题锲而不舍，诸如中国电影学

派、电影工业美学、电影 IP 再造、想象力

消费等，在本年度无一不是得到足量的关

注。这种持续的拓展研究，体现了理论的

韧性，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入。本年度有两

个指向尤当关注：

一是电影共同体美学研究。电影共

同体美学研究自 2019 年经饶曙光、张卫

提出后，2020 年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重头研究文章近

20 篇。2021 年的研究势头不减，数量超

过了上一年。

研究的视野持续扩展。在已有丰硕

成果的基础上，本年度研究的广度进一步

拓宽。作为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创导者，饶

曙光共发表了 8 篇文章（包括合作）。这

些成果有的从年度电影创作的实际出发，

有的从理念、路径和价值入手，有的从实

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进入，有的

着重解析亚洲电影、戏曲电影、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有的细致剖判电影伦理叙事和

电影新“基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包

罗万象，视野极为开阔。同样，张经武探

讨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及其与中国

文化传统的联系”，吴诗琪研究“反再现”

美学与影像共同体重构，孟君、郭雪瑶关

注“科幻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实践”，李建

强青睐“电影共同体美学建构的心理学进

路”，刘香呈着力“电影工业美学与共同

体美学的合力”，周星、张黎歆则从“当代

中国电影三个前沿理论构架的评述”入

手……跨疆越界、无拘无缚，视野早已超

出约定俗成的范畴，而进入研究可能覆盖

的各个层面和领域，显示了理论的强大牵

引力和生命力。

（下转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