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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 静

中国商业金融题材电影的经济法角度探析
■文/封雨龙

近年来红色电影的爱国主义表达
■文/隋维娟

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举

足轻重的一大特殊类型，既有厚重的

历史根基，又紧扣时代脉搏，以电影的

方式记录和呈现了我国从民族独立，

到民族解放，再到民族复兴，波澜壮阔

的革命历程。纵观“红色电影”风貌，

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化表达成为其中

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创作逻辑。通

过电影的叙事、视听呈现，革命历史得

以重现，时代新貌也寓于其中，宏观而

抽象的“爱国主义”被具化成一个个镜

头，通过银幕直达观众内心，唤起大众

心中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一再

强化它。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

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爱国主义被赋予

了新的时代内涵，红色电影中的爱国

主义表达也应随之改变，不仅呈现出

由英雄主义向平民视角转换的倾向，

更是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主线中挖掘和

呈现那些细微的、隐秘的人物和故事，

在一个个真实的、日常的电影画面中，

完成电影对爱国主义的表达。

一、从大人物到小人物，

转换爱国主义的视角

回溯中国电影史中的红色电影，

有两部作品不容忽视，那就是于2009

年上映的《建国大业》和于2017年上映

的电影《战狼2》。前者开启了中国红

色电影的全明星献礼片的之路，取得

成功，其后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

复制了其“全明星演绎”、“全景展现历

史段落”的模式，形成了一个“红色电

影品牌”，在历史的重现中传递着“爱

国主义”繁的初心和使命；后者在前作

的基础上，继续讲述特种兵冷锋的个

人英雄传奇，一举跻身当时的中国影

史票房冠军。而总体来看，两部电影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英雄视

角”——《建国大业》中，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宋庆龄、蒋介石、李宗仁、蒋

经国、宋美龄、杜月笙......影片中出现

众多人物，承担故事主线叙事的基本

都是那些在历史中“留其名”的人物，

之后的《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也是

如此，这是典型的“伟人叙事”。而《战

狼》，主角冷锋代表的是“特种兵”这一

特殊的“国之利刃”，影片中，冷锋几乎

凭借一己之力，勇闯虎穴，在战乱遍地

的非洲腹地英勇撤侨，是典型的“英雄

叙事”。

而在近年来的红色电影中，我们

发现，同样是表达爱国主义的情感，但

这种“大人物”的视角却已经悄然转

变，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我和我的祖

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2019年

国庆档上映，是由七位导演共同执导

的多段式庆祝新中国70周年献礼片，

由《前夜》、《相遇》、《夺冠》、《回归》、

《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个

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构成，这些故

事各自独立，但又前后衔接，共同构成

了新中国的发展线。值得一提的是，

每个故事都避开了描写“大人物”，而

着墨于一个个平凡而鲜活的个体，通

过平凡百姓经历的故事折射时代进

步。《前夜》的主角是电动旗杆设计安

装者林治远；《相遇》中的原子弹科研

工作者高远只是千万科研人员中的一

份子；《夺冠》描写的是为了保证邻居

们能看到中国女排1984年奥运会夺冠

时刻，错过了与好朋友告别的机会的

上海弄堂里的小男孩东东；《回归》中

香港女警、钟表匠、外交官、护旗手，都

是在各自岗位上坚守的小人物；《北京

你好》中主角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出租

车司机；《白昼流星》则是通过两个“浪

子”安家的故事，与神舟十一号飞船着

陆形成呼应；《护航》聚焦的是阅兵式

上没能出现的“备飞”女飞行员。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爱国主义表达，

是以讲述平凡人物不平凡的故事，把

时代的使命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更容易激发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从而

产生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二、从大潮到细流，

拓展爱国主义的视野

除了聚焦小人物，近年来的红色

电影创作者都倾向于挖掘历史中鲜为

人知的人和事作为爱国主义表达的切

入点。历史是鲜活的、立体的，历史书

上的寥寥数笔写不尽其中的隐秘与艰

辛，也写不万历史伟业中，每一个人物

的喜怒哀乐和人情冷暖，而这些，恰是

电影可以做到的，电影成为展现历史

侧面、传达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媒介。

就以2021年上映的建党一百周年

献礼片《1921》来说，和《建党伟业》相

同，影片讲述的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

党的先驱们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战胜

重重困难，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史

实，和《建党伟业》一样，《1921》也汇集

了诸多明星演员，注重“伟人群像”的

建构。但与《建党伟业》不同的是，

《1921》不仅展现了更多不为大众所知

晓的早期共产党人——比如施存统、

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等——更是以

共产党和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李

达作为第一主角。相比陈独秀、李大

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建党历史上浓

墨重彩的人物，李达显然更不为大众

所知。正是电影全方位展现了他译文

本、办学校、联党员、开党会的全过程，

才将他的事迹展现得更生动，传播得

更广泛。除了革命运动之外，电影中

还着力展现了李达和妻子王会晤的感

情，其中王会晤为了帮助参会代表们

找住处，只能和李达一起不断练习撒

谎的情节更是颇具趣味性，人物的情

感赋予了历史真实性，也使得其中的

爱国主义充满了人情味。影片的结

尾，镜头从历史回到现实时空，孩子们

参观着建党遗址，也将爱国主义的新

时代传承寓于其中。

（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助理

研究员）

近 30 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呈现

跨越式发展趋势，但是金融学课程还

未全面进入基础教育体系。随着法治

建设进程的加快，部分人的认知停留

在“金融法是经济法的一部分”、“经济

法是政府对经济干预模式的产物”的

层面。中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吸引

更多产业资本进入金融投资领域，“金

融+电影”新业态应运而生。商业金融

题材电影的出现能够帮助大众较为真

实地感受金融市场的波澜诡谲、金融

逻辑、学术理论和实际操作等。尤其

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影视市场的

大环境下，商业金融题材电影处于向

上发展关键期，需要经济法予以保障，

确保国家政策、市场资本和其他主体

能够以健康、有序的姿态为影视产业

服务。鉴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

等劣势，从经济法角度探析商业金融

题材电影对于促进电影和金融市场稳

定持续发展皆具有积极意义。

加强国家政策引导，完善税法

电影产业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

使部分金融资本望而却步。金融资本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不可撼动，

对于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决定电影产业迫切需要与金

融结合。商业金融题材电影对于金融

专业知识和行业的要求较高，目前国

内较为知名的金融题材电影包括“港

片”《夺命金》、《窃听风云》、《反贪风

暴》等，以及内地影片《白银帝国》、《一

出好戏》等。相较于国外，中国商业金

融题材电影数量有待提升。

为此，国家应及时完善金融和电

影产业政策法规体系，切实发挥顶层

监管作用，在经济法中增加专门的“金

融+电影”投资标准等内容，为金融题

材电影投资方提供方向性指引。同

时，国家立法相关部门应完善税法，明

确金融题材电影投资税收优惠方案，

从根本上保证投资方利益。在经济法

普及方面，国家可以调动教育系统在

基础教育阶段的经济法教学中普及基

础的金融概念，作为金融法、税法完善

的后盾，带动更多主体参与法律完善，

作为金融题材电影发展的监督者；还

应调动社会各方，包括税务局等税法

实施部门，以及社会民众对金融题材

电影中税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运用

互联网技术开通多渠道监管方式，形

成自上而下较为完善的税法体系，为

金融题材电影投资、融资、制作、营销

等环节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

加强市场资本调控，完善金融法

当前，文化成为世界各国新的竞

争点，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对国家

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作用愈加凸显。

同时，电影产业的金融属性更加明

显，电影产业意识到金融能够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加之中国产业化

改革步伐加快，电影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电影工业链愈加错综复杂，在传

统“研发—生产—销售”“编辑—演员

—拍摄—后期—发行”和“融资—投

资—还款”基本产业链的基础上，金

融题材电影需要增加不同环节的成

本，需要与金融市场、金融专业人员

进行合作，提前熟知包括“股票”、“合

同”、“融资”等术语和符合经济法规

定的金融法条，逐步形成金融题材电

影良性产业化运作的专门产业链，为

金融电影质量和数量的提升营造健

康、高效的市场环境。

在此环境下，金融法中针对股票、

理财和融资等内容的规定应更加规

范。高校、社会等主体作为为金融题

材电影拍摄制作储备人才的重要力

量，应在教学、宣传中将此作为金融通

识予以传播，为后续电影欣赏和宣传

奠定基础。例如，《白银帝国》围绕

“义”与“利”展开，部分人却并不了解，

利益至上在现代金融学中对应股东至

上原则，还包括债权人、客户、员工等

与企业有利厉害关系的群体；电影中

还涉及股东股息计算等专业的金融知

识，对于大多数不具备金融知识的受

众而言并无看点，必然削弱其市场价

值和效应。因此，金融题材电影亦可

以用通俗的演绎宣传金融法知识。

强化风险应对机制，完善营销法

电影投资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

大，包括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受众审美

的变化、国外文化和电影的冲击等，风

险较大，需要商业金融题材电影投资、

拍摄、制作环节结合营销法，从经济法

视角构建和完善风险降低机制。如

此，金融题材电影制作方应提前了解

营销法，明确市场竞争和营销机制，明

确市场竞争的精髓应该是任何一个利

益方都不可以靠挪用别人资源实现自

身目的（无论目的是否高尚）。同时，

制作方应提前细分市场，对观众金融

知识及其对电影的期待进行调研，据

此调整影片情结或者语言，对这些额

外成本进行预估，并且对未来收益进

行预估，形成电影生产计划模式，逐步

形成“完片担保”机制，以最大限度降

低风险。

从营销法角度而言，金融题材电

影应完善宣传策略。尤其是在影片上

映之前，金融题材电影可以以黑色幽

默、图文等形式将金融知识提前传播

给受众，与民众对金融、金钱、理财等

知识追求的现实相契合，提前造势，形

成营销“代入感”。例如，《一出好戏》

以幽默的方式讲述经济法中的合同法

等知识，具备经济学知识的观众能够

深入欣赏该影片。金融题材电影投

资、制作方应切实将营销法运用于细

节，以合法手段降低投资风险。

（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2019级本科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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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旨在通过深化

创业主题与展现普通创业者的创业历

程，再现创业的风口与前景，激发人们

的创业热情，推动全民创业与万众创新

的快速发展。如今，年轻一代逐渐成为

创业项目中的关键群体。为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参与到创业过程中，创业题材

电影便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的道路，致

力于通过年轻化的创业表达拉近与年

轻群体之间的距离，助推年轻群体进入

创业浪潮，为“双创”理论的实现提供具

体路径。

一、新时代中国创业题材电影

年轻化表达的价值意义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通过年轻化表达

的方式，将创业机遇与风口内化于影片

内容中，为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创业经验，

推动创业者把握新时期的创业浪潮。同

时，创业题材电影利用先进的创业理念

扭转人们固有的就业思维，为全民创业

与万众创新提供实现空间。

新时代中国创业题材电影通过年轻

化的表达方式，能够彰显出时代发展的

显著特征，利用影片中的主角经历与时

代变迁再现创业的机遇与远景，有效激

发观众的创业活力，为创业者坚定梦想

提供有力支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

迁，创业逐渐成为就业的新风口。大部

分创业者把握时代机遇，在不同领域拉

开属于自己的精彩序幕，但还有部分年

轻创业者仍在踌躇，面对创业洪流与政

策无可适从，与创业机遇擦肩而过。中

国创业题材电影将新时代的创业政策与

前景内化到影片内容中，通过微观的创

业细节刻画宏观的创业走向，使年轻创

业者在影片中直观感受到创业的风口与

机遇，继而助推年轻创业者把握时代浪

潮，为年轻创业者的创业构想注入新的

生机与活力。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拓充电影市场类

型，利用先进的创业理念引领观众的价

值观念，有效转变传统就业思维，为年轻

一代创业营造开放与和谐的社会氛围。

传统的就业观念倾向于求稳，旨在通过

稳定的行业与收入保持平稳的就业状

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创新能力

的发展。中国创业题材电影突破固有思

维，从创业出发向人们展现出新颖的就

业观念，有效引领人们的价值理念，使创

业精神逐步被大众所接受。同时，创业

题材电影将创业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

键主线，并融入年轻化的话语表达与草

根化的人物形象突显出创业过程，拉近

创业影片与年轻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使年轻观众在观影时潜移默化地改变原

有的就业思维，为年轻一代自主创业提

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新时代中国创业题材电影

年轻化表达的艺术特征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中蕴含着丰富的

创业理念与思想价值。为使创业题材电

影被大众接受，创业题材电影需跟随时

代发展潮流，探索年轻化表达的艺术路

径。一方面，创业题材电影可将重点置

于年轻创业者之上，利用创业过程中的

情感张力引发观众与创业者之间的情感

流动，为创业题材电影注入年轻活力。

另一方面，创业题材电影可深耕内容表

达，联合数字媒体技术为观众营造沉浸

式的观影氛围，使观众在身临其境的环

境中直观感受创业的艰辛与喜悦，实现

创业题材电影的年轻化表达。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改变塑造英雄的

传统叙事方式，将镜头聚焦于社会生活

中的年轻创业者，通过个体叙事突出创

业人物的形象写实，使电影更加贴近年

轻人的观影习惯。不论是《一点就到家》

中毅然回归云南古寨开启咖啡种植事业

的年轻人，还是《中国合伙人》中共同创

办英语培训学校而实现“中国式梦想”的

发起人，他们都是千千万万普通年轻创

业者中的一员，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创业

者的缩影，呈现出创业者的坚韧精神。

正是叙事主体的转变，使影片真正进入

观众的生活中，被年轻一代的观众所接

受，有效拓展了创业题材影片的传播深

度与广度。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注重情感张力，

利用电影情节突出创业过程中的共情叙

事，加深影片主体与观众之间的情感流

动。情感张力是影片不可缺乏的关键因

素，也是连接影片与观众的重要桥梁。

但部分电影在拍摄与制作时忽略情感表

达，仅将影片作为宣传与说教的载体，使

影片逐渐趋于严肃化与古板化，流失大

量年轻观众。为使影片重新焕发出生机

与活力，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把握年轻观

众的观看心理，将情感张力融入影片的

内容表达中，使影片符合观众的情感期

待，从而使观众在情感共鸣中对创业产

生深刻理解。创业本身便是充满挑战与

艰辛的漫长路程，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

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瓶颈。正是这些由于

这些困难的洗礼，才会推动创业者向前

迈过一个又一个高峰，到达成功彼岸。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正是将创业中所出现

的困境与瓶颈作为表现情感张力的基

础，使观众在跟随主角克服困难的过程

中体验创业情感变化，达到连接观众与

影片的目的，促使观众真正参与到影片

中并成为影片中的一分子，通过共情叙

事实现创业题材影片的年轻化表达。电

影《奇迹·笨小孩》正是通过再现主人公

景浩的创业历程而突出影片的共情叙

事，使观众跟随景浩一同感受创业的辛

酸苦辣。景浩为给八岁的妹妹筹备手术

费用，靠着自身努力成为从事设备维修

的个体户，在景浩创业的过程中，他经历

过失败、低谷、否定等种种情况，但景浩

并没有中途放弃，而是继续自筹创业资

金，去开辟新的创业道路。景浩在创业

时所遇到的艰辛与困境，都是影片中所

突出的情感张力，可有效激发观众的情

感共鸣，从而增强观众对于影片所表达

内容的理解，加速观众与影片之间的情

感流动。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深耕内容体系，

通过融入年轻化话语表达与联合新生代

年轻演员增强创业题材电影的生活化与

年轻化，有效拉近创业电影与观众之间

的心理距离。一方面，中国创业题材电

影更新话语表达的方式，将网络流行语

言等年轻话语作为影片的主要表达方

式，使创业影片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中国创业题材电影联合新生

代演员共同演绎创业历程，为创业题材

电影注入新的演员血液。为使创业题材

电影始终焕发出年轻的生命力，影片与

新生代演员相联合，通过年轻演员再现

普通创业者的创业经历，为创业题材电

影走向年轻化提供新力量。《奇迹·笨小

孩》便与年轻演员易烊千玺合作，为影片

增添年轻活力。易烊千玺通过精湛的演

技还原主人公景浩创业的艰辛历程，为

观众展现出新生代演员的实力与前景。

在话语表达与新生代演员的共同联合

下，中国创业题材电影的内容体系实现

了年轻化表达，推动了创业题材电影真

正走进观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创业

题材电影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结合新兴技术，

应用数字媒体艺术提升电影视觉效果，

推动创业题材电影实现奇观化表达。随

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现实技术、

3D·建模技术等已逐步渗入各个行业与

领域，成为时下吸引年轻群体的关键要

素。为跟随技术发展潮流，创业题材电

影积极通过新兴技术赋能电影场景，旨

在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观影氛围，推动创

业题材电影年轻化变革。首先，中国创

业题材电影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影片

情境中，通过具体设备使用户参与到创

业浪潮中，与影片中的创业者一同感受

创业的酸甜苦辣，从而为影片增添技术

色彩。其次，创业题材电影对创业场景

表现的要求较高，而幕布搭景等方式已

不能满足创业题材电影的要求。为真实

还原创业情境，创业题材电影对场景进

行3D重构，致力于为观众呈现出一部精

彩的创业大戏

三、新时代中国创业题材电影

年轻化表达的现实落点

中国创业题材电影进行年轻化表达

的最终目的与现实落点仍在于深化创业

主题，使“双创”理念被观众熟知，加深观

众群体的创业体验，唤起人们的创业激

情，更加坚定创新创业的宏伟蓝图，开启

全民创业与万众创新的新时代。

再现年轻创业者创业经历，提升电

影的主题深度。目前，年轻创业者是中

国创业群体的中流砥柱，在创业群体中

占据极大比重。中国创业题材电影通过

再现年轻创业者的创业历程，将新时代

的创业脉络进行串联，使新时代的创业

机遇与风口得以完整呈现，有力地对创

业主题进行升华，为创业电影增添深度

与厚度。同时，以年轻创业者作为影片

年轻化表达的特征之一，可吸引更多的

年轻群体加入创新创业队伍中，使更多

年轻人的“创业梦”被实现，为年轻群体

提供有力支持。

还原创业期整体准备流程，加深观

众的创业体验。创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

举便可以实现的事情，简短的两个字中

饱含艰辛与困难。但部分创业者在未全

面了解创业的复杂流程之前便投身于创

业浪潮，在面临困境时易出现退缩现象，

阻碍创业者的后续发展。为使观众可以

亲身体验创业的整体流程与微观细节，

创业题材电影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影

片中，利用观众群体易于接受的年轻化

技术吸引观众进入虚拟创业场景中，为

观众提供真实的创业体验。观众可通过

具身设备参与创业的各个细节，近距离

体验创业过程的不易与辛酸，从而对创

业产生理性认知。

四、结语

新时代中国创业题材电影需持续推

进年轻化表达，将年轻创业者作为推动

影片发展的关键主体，并将创业机遇与

风口内化于影片中，为创业者指明可靠

的前行方向。同时，创业题材电影应在

内容表达上有所深耕，将日常用语融入

影片表达中，联合新兴数字媒体技术直

观展现创业整体流程，激发观众的创业

热情，实现全民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同频

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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