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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英

文纪录片《武汉战疫纪》，正在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媒体平台播放。“全世界可以更

直观地看到，武汉为全中国、为全世界的

疫情控制做出了何等的贡献。或许10

年后的人们再看这部纪录片，就知道当

年从医护人员到普通百姓，是如何在封

城状态下顽强坚守，携手抗击疫情。”主

创团队希望《武汉战疫纪》能够实现对这

次疫情的记录功能，让全世界看到真实

的武汉抗疫情况，同时也为全球抗疫提

供经验和启示。

在疫情期间，类似《武汉战疫纪》的纪

录片还有很多。腾讯视频制作的微纪录

片《正月里的坚持》，反映了快递员、乡村

干部、医护人员、理发师等普通人的防疫

生活；优酷出品的纪录片《冬去春归——2020

疫情里的中国》，从医疗、科研、后勤、生活

等角度切入，展示了海内外的中国人为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深圳卫视特别策划的Vlog《我的白大褂·

抗疫日记》，采用医务人员的亲身经历，直

击抗疫一线的场景；纪录片导演秦晓宇通

过众人合力拍摄的方法剪辑形成的纪录

片《余生一日》，记录了普通人在不同地域

不同境遇下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一部全景

式战“疫”影像日记……这些纪录片让人

看到，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记录者。

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在这

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体现出重要的社会

价值和历史价值。有位纪录片导演曾这

样表示：“疫情肆虐，我们坚信镜头所到之

处，尽是值得记录的生命片段。”抗击疫情

纪录片不仅记录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

各种状态，借助互联网让疫情信息传播得

更加准确快捷，还有效疏导了民众恐慌、

焦虑的情绪，鼓舞抗疫士气，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全媒体时代，抗击疫情纪录片凭借

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人物的立体阐释、对

事件的影像呈现，描绘了一幅有温度、有情

感、有信心的抗疫图景。这些纪录片通过

多种传播手段，让受众在思想情感上与疫

情防控大局同频共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的阶段，纪录片的使命还没有

结束，仍需要优秀作品来记录这段历史，将

这场战“疫”中积聚的精神力量熔铸在民族

记忆中，指引我们开创美好的未来。

抗击疫情纪录片

记录历史，凝聚前行力量
■王贤理 范晓波

由于受疫情影响，在《囧妈》《肥龙过
江》等院线电影在网络平台播出后，电影
《大赢家》同样选择这一方式与观众见面。
在人们的工作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的时候，
这部电影为人们带来了轻松愉悦的观感体
验，起到了舒缓压力、引人深思的作用。

电影《大赢家》是一部笑点密集的喜
剧作品，在充分借鉴相关海外影片的基础
上进行了“本土化”改编，故事围绕一场银
行抢劫演习任务展开。为了确保公安民警
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公安局联
合银行组织了这次“劫匪”抢劫银行的演
练，同时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影片的
剧情并不复杂，但为了使内容合理化，喜剧
效果更加凸显出来，主创团队下了一番功
夫。很多喜剧电影都是力求消解严肃，但
《大赢家》却是尽可能做到“严谨”二字。公
安局选择的“劫匪”由银行员工来扮演，当
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形式过场时，

扮演“劫匪”的主人公严谨却极为认真。退
役军人的身份设定，让观众理解了严谨在
受领任务后进行的准备工作：锻炼身体，研
究方案，实地调查……这种尽职态度与很
多人敷衍了事的情绪构成了喜剧张力，监
督演习的公安局长助推了情节的发展。“劫
匪”严谨在演习中认真的态度，让这次演习

成为了一次贴近实战的对弈。
在影片中，严谨装完钱后没能顺利逃

跑，只能执行被困银行的B计划：劫持“人
质”，负隅顽抗。大部分场景都集中在营业
厅大堂这一“密闭空间”，玩具枪、香蕉“炸
弹”、写着“昏迷”“牺牲”字样的提示牌等道
具巧妙安插在剧情中，增强了影片的喜剧

感。乔装成医生的女警、特警队队员试图
进入大厅降伏“劫匪”，却先后“牺牲”；警察
请来严谨的父母到演习现场喊话，试图说
服严谨弃械投降，母亲却开始为儿子相亲；
“人质”中有个孕妇即将临产，严谨提出人
质交换的要求，选定的一个摄影师成为他
“翻盘”的关键……严谨与警察之间的斗
智斗勇、与“人质”之间的冲突矛盾、与亲
人之间的互动配合等情节，带来很多意想
不到的笑点。影片的结尾处有多处反转，
严谨的“成功”脱逃，离不开隐藏在“人质”
中的帮手于海娇的配合；严谨因坚守原则
没有放出贷款，遭到行长误会，但这次行
为却避免了银行的损失，严谨被评为年度
优秀员工；看似冷落严谨的家人，其实精
心为他准备了生日惊喜……单一封闭的
场地、不断转换的视角、悬念迭起的剧情、
紧凑流畅的节奏，让这部电影看似是一场
演习“闹剧”，却给予观众很多惊喜和收
获。小人物的认真坚持成为一面反观自
我的镜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能
像严谨一样做好每一件事，坚持努力下去，
终会赢得丰厚的回报。
“努力没有成果，那我们就更努力一

点。”片尾处，严谨的独白给观众带来生
活上的思考，也对影片的立意进行了升
华。电影《大赢家》不仅仅是为了搞笑，
还在主旨内涵上进行了深度阐释。它力
图告诉观众，对自己认真、对生活认真的
普通人都会成为“大赢家”。

左上图：电影《大赢家》剧照。

电影《大赢家》

喜剧内核下的生活哲思
■付兴飞 李 岩

聆听红军老战士的殷切嘱托，
感悟革命英雄崇高的精神品质。在
中国军网、腾讯视频等平台播出的
系列微视频《百岁红军的嘱托》，将
镜头对准健在的红军老战士，通过
他们情真意切的讲述，探寻战争年
代中的红色印记，见证峥嵘岁月里
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汇聚传承红
色基因的信仰力量。

系 列 微 视 频 《百 岁 红 军 的 嘱
托》 以红军老战士的追忆和描述为
表现主体，结合现场实地采访、影
像资料展示等方式，从平实朴素的
角度再现战争年代里红军将士历尽
艰难险阻、突破生死绝境的感人壮
举。1932年 7月参加红军的张世魁在
作战中被子弹穿过头颅，头部依然
能看出曾经留下的伤痕；15 岁当红
军的马志选回忆起自己南征北战的
经历，老式军装上挂满了闪亮的军
功章；1937年 5月参加红军的姜福义
讲起旧社会吃过糠、没有衣服穿的
生活，对当初参加红军的场景仍然
记忆犹新……这些红军老战士是战
争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一部部
写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教科书。他们
的年龄都在百岁左右，有的人已经
躺在病床上，连说话都较为吃力，
一些故事只能由他们的儿女代为讲
述，但当他们用颤巍巍的右手敬起
军礼，观众能够深深感受到他们体
内涌动的革命热血和生命韧性。

走近一位位百岁红军老战士，如
同踏进时间的长河。近距离聆听红色

故事，人们能够从这些老兵身上体会
到红军精神的光芒。在微视频中，
1937年参加革命的田瑛，唱起军歌时
精气神十足，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仍能清晰准确地唱出来；王承登
曾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在
瓦窑堡战役中，为掩护红军学校的学
生撤退，他的左眼下方被一颗子弹击
中， 对于经历的这些苦难，老人表现
得很淡然；1933年 5月参加红军的杜
宏鉴有一个强军愿望，希望中国能够
武器装备优良，年轻的战士懂得怎么
样打胜仗……提到牺牲的战友，红军
老战士的声音变得沉重，眼角闪烁泪
光。透过他们坚定的目光，我们仿佛
能够看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
信仰。

在系列微视频《百岁红军的嘱托》
中，这些红军老战士对广大官兵和新时
代的年轻人提出了殷切的期望。107岁
的老红军秦华礼说：“把我们的党、人
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青
年人把自己要求得严格一点，能够有自
觉性，严格遵纪守法，坚持党的领导，
做一个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这是我
的唯一希望。”1937年3月入伍的老红军
苏征南说：“中国人要爱中国。保卫中
国，人人有责。”面对红军老战士的嘱
托，我们要时刻不忘初心，勇担职责使
命，为实现红军老战士的愿望、建设新
时代的中国而奋勇前行。

下图：系列微视频《百岁红军的嘱

托》剧照。

系列微视频《百岁红军的嘱托》

牢记嘱托，感悟信仰光辉
■童阔海 韩建明

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
道热播的年代剧《远方的山楂树》，以北
大荒一个普通的知青点为故事背景，通
过 12 名知识青年不同的人生际遇，再
现了知青们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

剧中塑造的彭天翼、蒋欣童等知青
形象，个性鲜明，富有青春活力。他们
怀揣理想，保持高昂的生活热情，在农
村的广阔天地中经受历练。尽管他们
在遭遇过迷茫、困惑之后走上了不同的
人生道路，但大多数人最终开创出一番
事业。主人公彭天翼是知青中的典型
代表，为人诚恳厚道，胸襟宽广，身处农
村时力图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回到城
市后坚守强国富民的初心，投身于经济
学研究，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成为一
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剧中还有能歌善
舞的蒋欣童、争强好胜的罗永泽、敢爱
敢恨的宋赫男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知青

形象。知青们的悲欢离合融于时代的
浪潮，在重要历史事件中，他们做出了
不同的选择，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编
剧林和平在谈到创作理念时说：“知青
们身上有着勤奋敬业、坚韧不拔、心怀
天下、勇于担当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
精神动力，强有力地支撑着中国这么多
年来由落后走向繁荣、由繁荣走向复兴
的发展之路！”

电视剧《远方的山楂树》的故事发
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当下的年
轻观众来说会感觉较为陌生。在拍摄
过程中，剧组在环境、舞美、道具、服饰、
细节等方面深耕细作，力求通过全新的

视角再现那段清苦的岁月，还原知青的
青春面貌和生活场景，探寻他们身上的
成长印记和家国情怀。不同人物之间
的爱情故事是剧情发展的主要线索，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在进行人生抉
择时，考虑更多的是责任和忠诚。彭天
翼为保护航天科学家楚忠良毕生的研
究成果甘愿蒙冤入狱，他与蒋欣童的爱
情因为顾及彼此而多次产生误会。在
经历了很多波折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结局，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尽管剧
中关于爱情的篇幅比例偏大，部分情节
的推进还不够严谨，但整体来说，该剧
风格流畅明快，是一部保持了年代质感
的知青题材类型的电视剧。

曾经有一段时期，知青题材类型的
电视剧在荧屏上留下了众多经典的作
品，如《北风那个吹》《兵团岁月》《知青》
等。在这类题材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电视剧《远方的山楂树》的出现，让
观众眼前一亮。知青们的成长与奋斗
故事，值得当下的年轻人品味。

上图：电视剧《远方的山楂树》剧照。

电视剧《远方的山楂树》

知青岁月的生动呈现
■崔振江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望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这场战‘疫’，一定会想起2020

年初，武汉关闭离汉通道那个遥远的日

子。随着关闭而开启的，不是魔幻现实

主义的剧情，而是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当武汉这座城市的画面上出

现刚健雄浑的“英雄之城”四个字时，一

段感天动地的中国全民抗疫记忆展现

在观众面前。由新华社倾力打造的纪

录片《英雄之城》在全网发布后，产生了

热烈反响。

疫情之下，没有横空出世的英雄，

却有无数挺身而出、勇敢逆行的普通

人。纪录片《英雄之城》结合 60多位

记者在疫情一线拍摄的大量珍贵影像

资料，全景式回顾了武汉在 2个多月

时间里的战“疫”历程。武汉作为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风暴之眼”，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上万名医护人员驰

援武汉，倾尽所能挽救病人的生命；火

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施工团队连

续作战，两座医院在短时间内拔地而

起，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防

疫志愿者、快递小哥、社区工作者、专

车司机等人员全力保障城市的正常运

行，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努力战

斗……纪录片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度挖

掘，以更加贴近人性、贴近生活的角度

真实记录了令人动容的英雄壮举。各

行各业的普通人用他们的真心、无畏

和正直，在困境中守望相助、共战病

魔，带给人们战胜疫情的勇气和信

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是

一名渐冻症患者，每天迈着蹒跚的步

子与病魔赛跑；国家新冠肺炎危重症

临床救治专家组成员钟鸣虽然会因

“十八般武艺都不起作用”而感到无

力，但他从未放弃；民航飞行员翟晨飞

“停飞不停航”，加入志愿者行列，为医

护人员送物资，为病人买药……一位

记者在纪录片中说道：“等我们摘掉口

罩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了我

们是怎么戴上它的，又是谁帮我们摘

掉它的。”镜头下一位位平凡的普通

人，是这段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

和创造者。上下同欲者胜，他们书写

了英雄的感人篇章。

一座英雄之城的战“疫”经历，是全

中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同抗疫的缩影。

纪录片《英雄之城》以时间为轴，分为离

汉暂停、抢救生命、关键之举、全民英

雄、世间大爱、冬去春归6个部分，客观

记录了武汉在战“疫”过程中的重要历

史时刻。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最早判断

并坚持上报新冠肺炎疫情；入驻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的军队医疗队在最短时间

内整体接收综合病房楼的两个病区；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教授张笑春在

紧要关头呼吁将CT影像作为筛查新冠

肺炎的主要依据……很多内容的呈现

源于记者在武汉的深入采访。他们勇

闯疫区，以镜头为笔，记录下医护人员、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员工、社区网格员、

方舱医院警察、新冠肺炎患者等人的内

心世界，揭秘武汉战“疫”背后的“关键

之举”，见证生命方舟成功抵达彼岸的

中国奇迹。

纪录片《英雄之城》不仅有宏观上

的历史回顾，还有细微处的具体描摹。

一段微信聊天记录中，当被问到“为什

么去当志愿者”时，一位志愿者发来一

张武汉江景图，并回答道：“不美吗？这

城市你不想去守护吗？”87岁的危重症

患者在出病房做CT的途中，和医生一

起欣赏久违的落日。纪录片《英雄之

城》彰显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担

当，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

何困难能够阻挡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

步伐。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

胜。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武汉重新焕

发出生机，迎来春上枝头的人间美好。

只要携手并肩，没有哪个冬天不

可逾越；只要共同守望，没有哪个春天

不会来临。纪录片《英雄之城》唤起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有举步维

艰、与死神抗争的寒潮来袭，但英雄的

中国人民在疫情的风雨中经受住了考

验，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新的生命

降临在温情的世界，出院患者真诚地

向医护人员致谢，医疗队的队员们踏

上返程的道路，生机盎然的季节已经

到来……片尾处，《听我说谢谢你》的

歌声响起，好似发出了每个人心底最

真挚而深情的声音。英雄的城市，英

雄的人民，都将化为星辰柔光，温暖着

英雄的时代记忆。

上图：纪录片《英雄之城》剧照。

纪录片《英雄之城》

英雄辈出的时代记忆
■夏晨星 蒋保印

微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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