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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卫国守疆战斗，哪里有抢险

救灾重任，哪里有国内国际重要历史时

刻，哪里就有八一厂新闻摄影队矫健的

身影。

1952年 10月，八一厂刚建厂即组建

了战地摄影队，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

场，拍摄了《钢铁运输线》等一批战争纪

录片。战地摄影队在朝鲜战场上执行任

务时突遭两架美军飞机空袭，一位年仅

25岁的摄影师为保护摄影机不幸英勇牺

牲，他的名字叫高庆生。

1968 年 8 月 27 日晚，摄影师柴森在

执行国防科研片拍摄任务时，因直升机

失事不幸遇难。这位参与过《地雷战》等

30 余部影片拍摄的优秀摄影师年仅 40
岁。

英雄无悔、英名永存。除高庆生、柴

森之外，还有文宗华、朱永富、李连祥、谷

芬、王杰等 5 位战地摄影队员在执行拍

摄任务时遇难。正是有了这 7位烈士及

战地摄影队众多勇士不畏艰难险阻、不

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事迹，才有了一批批

前仆后继的“八一敢死队”，才有了一代

代接力传承“听党指挥、勇担重任、精益

求精、勇于创新、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

“八一电影人”。

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到中印边境

反击战、中苏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越边

境自卫还击作战；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第一颗氢弹爆炸，到每一艘神舟飞

船发射上天；从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

到 98 抗洪、03 抗击“非典”；从苏丹、马

里、利比里亚国际维和，到历次全军大演

习、大比武及阅兵盛典……

“八一电影人”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

在第一现场，用镜头见证并记录下共和

国与人民军队光辉历程上一个个弥足珍

贵的历史瞬间。他们运用手中的摄影

机，真实记录了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展

现了部队官兵勇敢战斗献身国防的英雄

壮举，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和感

人肺腑的军民情谊。

进入新时代以来，八一厂转型重塑，

一切聚焦备战打仗。从西北戈壁沙漠无

人区到东南沿海演训场，从酷暑炽热的南

国海岸到冰封雪裹的北方极地，战地摄影

队向战而行，担负起重大军事行动、部队

演训、抢险救灾等任务的拍摄工作，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边关腹地、国内国际。

在遂行“东方-2018”中俄联合演习

的拍摄任务时，出现一起“哑弹险情”，一

位战地摄影师毫不犹豫乘车直奔“排险

现场”。这种舍生忘死的“奔赴”，是一种

“浴火凤凰”般的重塑，是对老一辈“八一

敢死队”光荣传统的光大。

几年来，八一厂战地摄影队分批奔

赴边防一线，和战士们一起巡逻放哨，一

起出任务，在严峻的边境形势下，在恶劣

的自然环境中，用摄影机写出了一篇篇

珍贵的“战地日志”。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八一厂的战地摄影队员，和许许多多医

务工作者一样，逆行出征，奔赴武汉执行

抗疫拍摄任务，在疫区拍摄我军医护人

员阻击疫情、抢救生命的感人场景，再一

次彰显了八一厂血性底色。

用光影之刃刻画军魂，用动静之波

荡涤心灵。八一电影人用手中的摄影机

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历史时刻、

重大变化和关键瞬间。七秩风雨仍铿

锵，伟大征程续辉煌。新时代的八一电

影人将传承和弘扬“八一敢死队”精神，

以心系使命的忠诚与担当冲锋在一线、

拍摄在一线的战斗状态，以摄影机为枪、

精忠报国，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

信念、铁一般纪律和铁一般担当的过硬

作风，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不怕牺牲、冲

锋在前，为祖国写真、为人民留影、为军

队造像、为时代铸魂。

“我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这句话充分证明广大观众对八一厂的

认可。70 年来共创作完成各类影视作

品 2700 余部，其中故事片 300 余部。

1955 年，八一厂开始故事片的创作生

产，拍摄了第一部故事片《脚印》，相继

拍摄的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上

映后受到观众好评。

随后，八一厂故事片创作生产日益

繁荣，相继拍摄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

作，如《柳堡的故事》、《英雄虎胆》、《永

不消逝的电波》、《海鹰》、《野火春风斗

古城》、《农奴》、《东方红》、《闪闪的红

星》、《激战无名川》等，书写了艰苦卓绝

与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承载了新中国

成立的激情记忆与坚定信仰，塑造出二

妹子、阿兰、曾泰、李侠、金环/银环、潘

冬子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感

染和激励了亿万观众。

新时期以来，八一厂拍摄了《二泉

映月》、《归心似箭》、《今夜星光灿烂》、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八女投江》、《晚

钟》等较有影响力的故事片。1982 年，

八一厂开始集中力量投入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创作，继《风雨下钟山》、《四渡赤

水》、《巍巍昆仑》之后，陆续推出全景式

描绘解放战争的《大决战》、《大转折》、

《大进军》等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系列

巨作，用影像书写了解放战争雄浑壮丽

的史诗，让观众领略了三大战役的全局

面貌，更以雄辩的气势向观众证明了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这一颠扑

不破的伟大真理，持续产生巨大社会反

响，成为党史、军史和革命光荣传统教

育的生动教材。

进入新世纪，八一厂继续坚守主旋

律阵地，推出《太行山上》、《我的长征》、

《八月一日》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聚焦现实题材，创作出展现人民军队抢

险救灾英雄事迹的“三惊”系列影片《惊

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和展

现中国航天事业壮举的《飞天》等；积极

探索军事类型动作片的表现手法和思

路，推出了《冲出亚马逊》、《夜袭》、《枪

手》、《歼十出击》等佳作；拍摄了《士兵

突击》、《幸福像花儿一样》等电视剧，在

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党的十八大之后，着眼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习主席鲜明提出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统领军队建设、改革

和军事斗争准备，指引我军迈上强军兴

军新征程。八一厂紧扣“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强音，以强

军目标为统领，围绕习主席重大战略思

想、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军队发展建设

和展现官兵风采拍摄了《铁甲精兵》、

《守望者》、《中国蓝盔》等影片，用影像

记录人民军队练兵备战、强军兴军的坚

实步伐，用镜头描绘出强军兴军的宏伟

蓝图；创作了《百团大战》、《血战湘江》、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勇士》等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故事片，以光影记录中国武

装革命斗争史；出品了《海棠依旧》、《彭

德怀元帅》、《维和步兵营》等电视剧，题

材领域持续拓宽。

2018 年以来，转型重塑的八一厂坚

持向战为兵，聚焦主责主业、创拍成绩

斐然，同时以重要历史节点和活动为契

机，打造了军影精品方阵。如电影《信

仰者》、《古田军号》；纪录片《2019 阅兵

盛典》；军队仪式文化宣传片《军人的荣

耀》；建党 100 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守岛

人》、《三湾改编》、《长津湖》、《革命者》

等。

其中《守岛人》根据“时代楷模”王

继才、王仕花夫妇守岛卫国 30余年的先

进事迹改编创作，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长津湖》创造中国电影

市场单片票房新纪录，为建党百年献上

厚礼。这些影片更加注重发挥影视作

品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以文

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

把艺术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

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七十年来，八一厂创作生产了一大

批反映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人民军队战斗和生活的影视作品，

在银幕上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优秀军

人的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

异彩纷呈的电影画面、形象生动的银幕

形象，成为几代人永恒的记忆，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影响，为弘扬先进文化、激

发爱国热情、培育民族精神、增强部队

凝聚力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

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战而生向战而行
传承和弘扬“八一敢死队”精神，不断铸就八一厂血性底色

◎光影镌刻红色基因
为国家和民族留史，为人民鼓与呼

◎紧扣强军兴军目标
向世界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占据国际舆论场制高点

八一厂从1951年3月开始筹建时的

厂名即为“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1952
年，筹建中的八一厂根据上级“一面建

厂，一面生产”的指示，摄制了第一部军

事教育片《河川进攻》、第一部纪录片《荆

江分洪》。其后相继拍摄了家喻户晓的

《地雷战》、《地道战》等军事教学片，在社

会上影响广泛，几十年久映不衰。70年

来，八一厂共摄制完成了近 2000部军事

教育片和纪录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

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对推动部队

军事训练和全面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钢铁运输线》、《较量——抗美援朝实

录》、《冰血长津湖》、《守望者》、《2019阅

兵盛典》等这些影片利用各类信息渠道

传播强军声音、展现强军风貌、建强部队

战斗力、鼓舞人民大众，同时引导国际舆

论、震慑敌对势力，极致发挥文化影像对

认知导向的巨大作用，全方位、多角度为

全军提供了最形象化的军事教材。

根据转型重塑要求，八一厂创作重

心紧紧围绕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

官兵服务，将目光聚焦备战打仗、强军建

设，并放眼国际，主动承担彰显国家意

志、传播主流意识的重大责任，通过大银

幕正确塑造国家形象、军队形象，向世界

讲好中国强军故事，传递中国军事文化

的主流价值，展示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热

爱和平、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崭新形象

和优秀品质，奋力占据纷繁复杂、斗争激

烈的国际舆论制高点。

近年来，八一厂从中国进步、军队改

革、时代变化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

现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的新风

貌，抒写中国军人奋斗之志、创造之力、

发展之果，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

化内涵、艺术价值，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

时代人民军队的精神气象。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八一厂将建设一支强军事

业需要的文艺新军，向时代主题聚焦，对

接强军打仗实践，着力提升影视创作对

战斗力的贡献率，努力建设高水平军事

影视创拍机构，坚定不移向建成服务强

军一流的军事文艺“旗舰”奋进，不断在

实现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伟大征程中谱写精彩华章。

本报讯 由吴家凯执导，张智

鸿联合执导，周依然、吴念轩领衔

主演，汤加文、翁楚汉主演，吴彦

姝、张歆艺、袁弘特别出演的青春

校园爱情电影《一直一直都很喜

欢你》正在热映，好评不断。

片中，女主角童知了（周依然

饰）暗恋了来自台北的校友顾彬

（吴念轩 饰）整整四年，自卑胆小

的她，只能用一封封不曾寄出的

情书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影片通

过描绘图书馆选座“小心思”、制

造偶遇等一系列的暗恋细节，将

童知了的恋恋心事铺陈开来，令

许多经历过暗恋的人都深感共

鸣。不少观众在看完电影后表

示：“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喜欢他的四年时光里，看见他会

紧张，看不见会想念，但终究只是

个没有关系的陌生人罢了”；“我

把我的喜欢设置成仅自己可

见”……一字一句尽显暗恋的酸

涩与无奈。

而电影在青春群像的刻画上

也颇为成功，寥寥几笔便营造出

了青涩鲜活的校园氛围。“与你分

享过的青春不比爱情少半分”，朋

友间偶有矛盾、互诉秘密心事、互

相调侃的桥段就像大多数人青春

的映射，每一个画面都在触动青

春的回忆。“我的大学室友，她见

证了我最美好的年华，也陪我度

过了最孤独的时光，她也是我一

直一直都很‘喜欢’的人。”一位观

众观影后在社交平台留言写道。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由九

洲音像出版公司、超娱影业（佛

山）有限公司、超娱影业（深圳）有

限公司出品，广东珠影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北京环鹰时代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杜思梦）

银幕镌刻胜战荣光 光影书写强军史诗
——八一电影制片厂重整行装阔步迈向新征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

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为国家民族记史、为人民军队立传、为英雄模范塑像，始终是八一电影人的

执着信念和追求。用光影写史，为军旗增辉，熠熠生辉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徽始终印证着这支队伍的血脉与荣光。

始建于1952年8月1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是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是一家以拍摄军事

题材影视片为主，具有摄制故事片、战地纪实片、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防科研片、电视剧等多片种生产能力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

自建厂以来，八一厂始终跟随共和国和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紧扣时代脉搏，奏响时代强音，始终将镜头对准军营、聚焦官兵，与

时代同发展、与军队共进步、与人民心连心，继承和发扬战斗精神，积极投身抗灾一线、参加军事任务和演习，拍摄了一大批脍炙人

口、主题鲜明的经典影片，塑造了一大批生动感人、影响广泛的银幕形象，涌现了一大批德艺双馨、蜚声中外的优秀艺术家，在人民群

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光彩夺目的艺术丰碑。

近年来，八一厂肩负着传承人民军队红色基因、记录人民军队光辉足迹的神圣使命，以艺术的形式见证并记录了人民军队的历

史与现实、发展与进步、成就与辉煌，完成好党、国家和军队赋予的重大影视题材创拍任务，打造出众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影视作品，受到广大官兵及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收获了诸多荣誉，以优异成绩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和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上厚礼。

本报讯 据灯塔专业版数

据显示，截至 7 月 26 日 12 时

39 分，电影《独行月球》预售

总票房突破4000万。

《独行月球》是“沈马组

合”继《夏洛特烦恼》后时隔

7 年再度合作，期待两人在

电影中带来更多惊喜。目

前，该片猫眼想看人数突破

72 万，淘票票想看人数突破

57 万。

（花花）

本报讯 7 月 28 日，由陈思诚

导演，黄渤、荣梓杉领衔主演的科

幻喜剧合家欢电影《外太空的莫

扎特》将于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从目前排映情况来看，马来西亚

将有 60家商业影院排映该片，是

近期华语作品在当地上映难得一

见的现象。

此前，影片已于 7 月 22 日起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超过 1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柬

埔寨、法国将于8月公映。

谈及《外太空的莫扎特》的海

外发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影片之

所以能在全球如此多的国家上

映，与片方高度重视海外市场分

不开。影片在国内院线尚未发行

时，已将样片提供给海外发行商

并邀请院线看片，同时将作品的

高清素材按全球化发行规则在各

个国家进行了语言翻译及DCP制

作，为海外影院征订档期留出了

充裕时间。 （杜思梦）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
“甜虐”暗恋引观众共鸣

60家马来西亚影院将
排映《外太空的莫扎特》

《独行月球》定档7天
预售票房破4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