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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电视艺术
工作者聚焦强军目标，围绕中国梦强
军梦时代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创作推出了一批深受部队官兵和
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电视剧作品。特
别是 2016 年，电视剧 《陆军一号》
《彭德怀元帅》《海棠依旧》《马兰谣》
《长征大会师》《淬火成钢》 6部作品
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
播出，军旅电视剧时隔 16年再次以 6
部的数量在央视集中接受全国观众检
阅，其中《海棠依旧》《彭德怀元帅》
被誉为文艺工作座谈会后的“高峰之
作”，成为十八大以来军旅电视剧创作
成果的显著标志。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是当今中国
的时代主题，也为电视剧创作生产提
供难得的历史机遇。改革强军的伟大
实践和辉煌历程，为军旅电视剧创作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精神营
养和艺术激情，成为创作者无可替代
的源头活水和精神支柱。一大批反映
现实生活的作品，聚焦强军目标，着

眼使命任务拓展，传承军旅正剧特有
的艺术品质和家国情怀，不断探索实
践现实军事题材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审
美品格。第 30届中国电视“飞天奖”
获奖作品《舰在亚丁湾》是首部讲述
我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
文艺作品，是一部记述国情、军史和
民族复兴脚步的艺术文献；电视剧
《陆军一号》瞄准改革强军，聚焦陆军
组建，赋予人物独到鲜活的军人情
感，彰显出一种大格局大视野大情
怀，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重要的现
实意义，一举荣获第 29 届中国电视
“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

重大节庆日为军旅题材电视剧创
作提供了有利契机。2015年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周
年，今年是建军 90周年。军队电视艺

术工作者谋划在先，潜心耕耘，创作
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在题材上深
入发掘，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在类型
上继续拓展。《长征大会师》《淬火成
钢》都聚焦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历
史壮举，通过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叙事
方式，形成对红军长征精神的艺术诠
释；《热血军旗》从周恩来抽调共产党
员骨干组建铁甲车队开始，到毛泽
东、朱德召开古田会议后工农红军走
上正确发展道路为止，艺术地再现了
我党对于革命武装重要性的曲折认
识、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深海利
剑》特色鲜明，生活质感突出，情节
曲折感人，风格热血阳刚，把海军潜
艇部队战胜掉深险境的英勇事迹进行
了艺术诠释，描绘主人公从青年学员
成长为基层指挥员的心路历程。这些
作品缤纷多彩，各有特色，从不同侧

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实现了艺
术感染力、价值引领和审美高度的有
机统一。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
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奋进征途中，军旅电视剧牢
记使命，不忘初心，重整行装，讲
好中国故事、强军故事，为助力改
革强军、打造强军文化提供精神文
化力量。

砥砺奋进的军旅电视剧
■赵卫国

近年来，在强军梦的引领下，军旅影

视创作因时而动，因势而化，类型趋于多

样、内容日渐丰富、思想精进深邃、品质

不断攀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旅影视呈现“千

帆竞发、万马奔腾”之气象和“化蛹成蝶、

渐入佳境”之格局。纪念建军90周年之

际，《血战湘江》《建军大业》《战狼Ⅱ》等影
片票房飘红，口碑爆棚，在业界更是掀起

一股阳刚强劲的军旅风。《建军大业》虽以

南昌起义为重点表现壮阔的历史战争场

面，展示人民军队的辉煌历程，但它着意

将“三河坝战役”惨烈的历史场景进行了

浓墨重彩的“特写”，足见创作者的良苦用

心。影片巧妙地借鉴了这一“军事战略”

来表达“牺牲是为了最终的胜利”，达成了

夺人心魄的艺术效果。还原人物以“人”

的气息，是历史的观点，更为作品挖掘人

性、叩问生命的哲学命题提供了思辨基

础。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因为对人物性

格的深度刻画而实现了艺术上的新突

破。在这些作品中，铁汉亦有柔情的一

面，伟人和英雄，也都来自民间，充满烟火

气。将英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地展现在

观众面前，是获得观众共鸣的情感基础。

《战狼》系列也不例外，在前后两部中，情

感戏份贯穿始终，坚贞的爱情被演绎得细

腻自然，美好得令人动容。值得肯定的

是，这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双向标高，为

军旅影视赢得了更多价值阐释的空间，也

赋予了作品丰赡的时代精神。另外，日趋

精良的制作和更加深刻的叙事，为作品插

上了艺术的翅膀。

谍战系列作为军旅影视的特殊类

型，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幕后英雄是

和平的使者，也是战争的终结者，同样为

铸就热血军魂、锻造钢铁长城、成就民族

伟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塑造这些隐蔽战

线的英雄形象，不但延拓了军旅影视的

题材广度和思想深度，而且丰富了战争

与和平、生命与人性的主题表达。尤其

是近年来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解密》

《麻雀》《伪装者》等，在引爆观众口碑的

同时，也对人性和信仰命题进行了哲学

探索与思考。

在创新探索彰显英雄本色与体现民

族精神的进程中，军旅影视创作蓄势待

发，持续向好。对于愈来愈彰显强大文

化自信的中国军旅影视创作而言，应当

以更加丰饶博大、深沉有力的方式向世

界输出我们的价值观，传递中华优秀文

化的影响力，以影像彰显中国风格、中国

特色、中国气派。

强军梦引燃
影视创作

■阎 岩

茫茫碧霄，空中勇士驾驶旋转翻飞
的战机，在数万米高空展开殊死搏斗，
惊心动魄!由李晨导演的《空天猎》，秉
凌云壮志，挟破空之势，在国庆前夕呼
啸而至，为军事电影再添一部力作。

电影市场上，军事题材电影是表现
国家软硬实力，包括以军事实力威慑阻
止战争和侵略的优选形式，向来不可或
缺。随着时代发展，军事题材的影片层
出不穷。其中，空战的拍摄具有相当难
度，因此我国的空战电影颇为稀少。

作为献礼片的《空天猎》则强势填
补了我国空战片的空缺，尤其是片中各
种先进战机的出镜，是对科技兴军最精
彩而直观的呈现。电影糅合中国空军近
几年与周边国家联合军演、运输机跨境
跨国出动，以及执行撤侨救援人质等行
动的真实素材，展现出科技兴军的军队
战斗力，大力塑造了国家形象，宣传中
国军队的飞速发展。
《空天猎》的格局很大，所表现的

不是单兵作战、单打独斗，而是国家层
面的战役行动，是集信息预警、空战对
抗、突击突防、临空轰炸等为一体的体
系作战。“空天猎”，顾名思义是在空天
战场的猎杀，彰显的是大空军的建军方
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在影片
里，既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运输机
等“空”的作战运用，也有卫星信息、
指挥系统、数据链等“天”的作战运
用；既有练兵备战、防空识别区管控等
“防”的演示，也有出境反恐作战、海
外救援等“攻”的展现——空军不只是
空军人的空军，而是每个中国人的空
军；空军战略不仅是空军的战略，更是
国家的战略。

导演李晨曾动情表示，“所有大灾
大难来临时，冲在最前面的都是军人，
岁月静好，是有人替我们誓死捍卫”。
影片中，女主角赵亚莉的造型让人想起
被誉为“金孔雀”的余旭烈士，以及笔
记本电脑上“谨此致敬，那些无法归来
的蓝天英雄”的特写镜头，无不体现了
人民空军对捐躯蓝天的王伟等烈士的尊
崇与缅怀。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高技术军种，
全国部署、全疆作战、全域反应，养兵
千日、用兵千日。空军的训练和建设故
事异彩纷呈，是影视创作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富矿。
《空天猎》就是在空军部队生活的

沃土中茁壮而成。影片中呈现的诸如防
空识别区管控、救灾救援、红蓝对抗演
习、基地化训练等军事活动，诸如蓝天
告别仪式、冷餐会、军乐队等文化形
式，都是人民空军部队现实生活的再
现。既有虚构的出境作战应对导弹危
机、人质危机，也有日常训练和各类演
习演练的依据。空军加强实战化训练，
就是模拟各种情境，像打仗一样训练，
只不过在电影中表现得更加丰富。

作为第一种具备完全知识产权的国
产战斗机，歼-10曾追赶世界现代航空
技术潮流。在《空天猎》中，歼-10以
绝对主角的姿态向祖国和人民交了答
卷：首战用我，用我必胜。除此之外，
歼-11B、空警-500、“彩虹”无人机，
还有备受瞩目的歼-20、运-20等最新
装备悉数登场，用大量的真机实飞航
拍，数不清的“第一次”打造出远胜电
脑视觉效果的视听感受。

作为标准的“重工业电影”，《空天
猎》用先进的高科技装备拍摄出了“过
瘾”的电影。从《空天猎》整体来看，
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新时期飞行员战
斗员们的塑造是成功的，符合当下的时
代特征。这种“中国军人”银幕形象的
转变，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变化，而是从
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实力的提升，到新技
术新装备的研发和更新换代，由科技兴
军带来的整体跃升。

电影《空天猎》——

科技兴军
的精彩呈现

■何 荷

这五年·军旅影视新气象

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民族复兴，绝
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和科技的突破，更
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
的话语体系，以清晰地表达我们的价
值、立场，从而维护中国人的正当利益。

这种文化自信成为这个“复兴时
代”最为重要的表征。在这样的时代氛
围中，中国电影人在战争题材的电影表
述中或写实，或想象，依凭工笔精琢的
类型模式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
清晰地传达着属于中国的声音，更是在
强国强军的时代进程中描绘史诗般的
雄阔画卷。

中国话语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根
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的近现
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求存图强的
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这些记
忆曾经充满了悲情和牺牲，在大国崛
起、民族复兴的今天，我们看待历史的
视野和问题意识发生了改变，这些时代
的烙印，当然表现在这一代中国电影人
对战争历史的感受之中。

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有抗日战争
胜利 70周年，古田会议召开 85周年，长
征胜利 80周年，建军 90周年等重要历
史节点，中国电影人以澎湃的热情、睿
智的理性担当起回顾历史、思考得失的
重任。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八一
厂推出了电影《勇士》《血战湘江》。这
些作品以激烈的战争场面、惊险的戏剧
性情境再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
略转移，让新时代的观众感受到了英雄
们的勇气与牺牲。
《建军大业》聚焦于人民军队创建

的宏伟事业，赓续《建党伟业》《建国大
业》的美学风格，精良的工艺水准，逼真
的细节还原，以黄钟大吕般的雄壮气势
来绘制先烈们经天纬地的历史画卷，体
现历史创造者的意气和笃定。

如果说这些影片多从精神气质上
感受、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古
田会议》则更加写实地灌注伟人的性
格刻画和红军的制度建构，把中国工

农红军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
则下最终成为一个有灵魂的巨人的历
史过程，化为一种真实可感的情景和
细腻动人的情感，让观众感受到了确
保中国革命成功的那些非凡性格和力
量。

在对战争的思考中，“二战”是当
前中国话语建构绕不过去的重要事件。
正是在打败日本侵略军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逐渐清晰完善了自己的政策策
略，最终完成了建立共和国的伟业。在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之际，八一厂的
《百团大战》书写了在抗战最危急的时
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中华民
族的名义，对日寇发起了英勇的反击。
在电影的表述中，共产党八路军的英雄
和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
士，同样被尊放在中华民族的英雄谱系
上，电影以精心制作的宏大场面来祭奠
为中华民族生存与独立而流血牺牲的先
烈，体现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历史态度和
寻找更广泛社会共识的精神。

我们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
讲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通过近百年的伟大斗争，
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独立的地位。不
仅如此，当中国现在重新走向世界的中
心，我们开始以超越历史悲情的新视野
感受思考历史时，通过电影对革命战争
的书写，我们真切感受并深刻地认识到
革命所包含着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如追
求平等、独立、富足的坚定意志，达到目
标所需要的果敢精神，倡导高尚心灵和
无私奉献的主体性人格，以及独特的发
展道路和制度设计等，都能成为我们走
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背景和动力。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和
方法，成为现今时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构
成部分。

随着国力的强大，“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中国人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交
流开始遍布全世界。在利益博弈复杂
的全球化时代，这注定不会是一个一帆
风顺的过程，其间海盗肆虐、各种类型

的恐怖分子疯狂地敲诈勒索，甚至不
同的政治势力从中作梗。中国对外交
流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为一种新的英
雄类型片的诞生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心
理。《湄公河行动》《战狼Ⅱ》可以说
是应时而生。

特别是《战狼Ⅱ》在今年暑期档
拿下了 56亿票房，在汹涌的观影热潮
中中国英雄“冷锋”引起广泛社会关
注，成为国产主旋律类型化的新的标
杆。
《战狼Ⅱ》从题材选择，情节设计

到电影制作的方式都具有强烈的全球
化时代特性。

在制作层面上，《战狼Ⅱ》 是在
全球化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完成
电影生产制作的，邀请好莱坞《加勒
比海盗》水下摄制组原班人马和香港
动作团队，集合全球电影工业的优势
资源，满足日益提高的观众的视觉要
求。
《战狼Ⅱ》清晰地展示了对充满复

杂利益纠葛的全球化世界的一种描述
框架。其叙事类型是中国建立和平发
展、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价
值观的一个转喻。

所以，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下的情境
出发。这五年以来，中国电影人创作的
战争题材影视剧，从多角度多侧面清晰
地表达出中国人对待军事影片的感受
和观点: 坚持战争正义、非正义的分野；
理直气壮的高扬英雄主义的旗帜，对为
国家民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的郑重
的祭奠；建立在仁义观之上的人道主义
观点；在全球化时代努力维护法制与秩
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繁荣。
这些主题更无疑是中国话语在世界广
泛传播的重要思想。

更自信地传播中国价值观
■谭晓明

盘 点

中
国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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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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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奔月”的宇航壮举，蕴含

着科技兴军的澎湃巨力。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军部队以国防科技自主

创新为战略基点，持续推动科技兴

军，为实现富国强军的民族夙愿而

奋进拼搏。

于苍穹深处书华章，于时代潮

头唱凯歌。这五年，正是科技的显

著进步，推动军队武器装备实现断

代飞跃，大幅提升军人素质，促进战

斗人员编成和作战单元模块的科学

优化，也孕育出更有前瞻意义和优

良实效的作战方式和作战理论，让

天南海北的座座军营深切感受到

“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

战斗力”。

正是因为科技日新月异的发

展，才实现了中国人“敢上九天揽

月”的梦想。这一张张留在浩瀚太

空中的“中国笑脸”，见证着科技兴

军的伟力！

（兰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