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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追踪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早年创立历程以
及当代党员楷模的主旋律影片集中上映，从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到基
层党员们勇战疫情的面貌，形成了今年独有的“七一档”，且手法和视角上显出更
加“年轻化”的趋势，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关注。

本报记者 徐雪霏

7月1日，两部“建党百年献礼之作”《1921》
和《革命者》同步上映。由黄建新、郑大圣联合
执导，余曦编剧的《1921》上映首日就收获8157
万元的不俗成绩，截至记者成稿之日，累计票房
已达2.13亿元，暂列票房榜第一。而由张颂文
主演的《革命者》，作为首部聚焦“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先驱——李大钊”的主旋律影片，则大胆采用
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以李大钊执行绞刑前的最后
38小时为主线，重塑守常先生的光辉一生。影片
首映当天以1557.5万元票房位居榜单第二，仅次
于《1921》。除了对早期党史的回顾，对当代党员
的歌颂也是今年“七一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
映半个月的《守岛人》再现了“感动中国”的守岛民
兵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真实故事。目前《守岛
人》豆瓣评分7.4，累计票房达7456.6万元，是同
类主旋律电影的一次成功尝试。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均获得较高关注度与
票房，创作者们在坚持宏大视角和历史观的同
时，加入更多年轻化、市场化的元素，塑造更为
鲜活的人物，注入更人性化的情感表述，进而获
得年轻观众的欢迎。此次，记者聚焦《1921》
《革命者》《守岛人》三部影片，探究主旋律电影
的创新美学。
■《1921》：
回望百年前了不起的青春
7 月 1 日，由中宣部电影局、上海市委宣传
部指导拍摄，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
演的“庆祝建党一百周年重点影片”
《1921》正
式上映，影片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
如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
焕然一新的故事。
一个世纪前，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南一北，将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火种传播给大江南北的进步
青年。1920 年 2 月，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
国的思想先驱，
“南陈北李”
于前往天津的骡车上
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自此传为佳话。1921 年，葆有共
同初心与信仰的热血青年相聚上海，他们冲破
重重阻碍，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
正青春！”
《1921》以一段家喻户晓的建党历史为基础，以
全新视角聚焦百年前青年的时代使命，再现了
“先辈少年时”
的筚路蓝缕。
曾打造过“大业三部曲”
《建国大业》
《建党
伟业》
《建军大业》等多部主旋律力作的黄建新
导演坦言，再拍建党题材影片希望能有新的突
破：
“十年前拍过《建党伟业》，这次再拍建党题
材的作品，很想有不一样的表达。我们筹备五
年，做了无数的史料挖掘工作，
捕捉我们想要表
达的那些先辈身上的个性、理想、信念，让他们
不再是符号，而是具体的人。我比喻我们这次
创作就像在迷雾中寻找一盏灯，这盏灯就是百
年前那些鲜活的年轻人，我们跟大家一起，朝着
光走过去。
”
此次在电影《1921》的创作上，黄建新更关
注人物
“心灵”
，努力去挖掘先辈投身革命的
“心
灵源动力”
，
最终选择从
“有烟火气”
地描摹先辈
青年时代的创新视角，
来讲述建党故事。
“这一次
我们把重心聚焦在人物，从 1921 年先辈们的个
性、生活习惯、表达方式，一点点展开，
比如一开
始毛泽东在洗衣房
‘工读互助’
的形象，
他们和我
们年轻时一样，
在建党过程中不断奋斗。
”
为了呈现出 1921 年建党前后的真貌，主创
团队花费四年多的时间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

贵史料，
走访了日本以及欧洲多国的早期革命发
为主线，在 1912—1927 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
1985 年部队撤编后，开山岛设立民兵哨所，
源地，
在史实基础上对代表们在
“一大会议”
前后
程 中 ，选 取 了 不 同 革 命 阶 段 的 数 个 高 光 时 刻 ： 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 10 多位民兵都不愿长
化险为夷的过程，进行影视化表达，
采取国内来
1919 年的《北京市民宣言》、1924 年的国共第一
期值守。1986 年，26 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
自五湖四海、
背景迥异的代表会聚上海参与中国
次合作、1925 年的“五卅”大罢工、1926 年的“三
务。起初王继才也不愿呆在岛上，岛上无水无电，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欧洲反共势力对国
一八”惨案、1927 年 4 月 28 日的英勇就义……这
蚊虫极多，孤单一人，陪伴他的只有三只狗，墙上
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
日本警方对来
些意义深远的历史瞬间从沉睡近百年的文献资料
的一个个“正”字透露了他迫切想与亲人团聚的
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踪——三线并行叙事的创
中苏醒，铭刻下李大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踏上
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继才也渐渐打消了下
新尝试，并加入谍战、动作等元素尽可能丰富故
革命征途的珍贵足迹，让观众跟随镜头亲身感受
岛的念头。妻子王仕花为了陪伴丈夫，也辞去了
事的可看性，
拓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
“广度”
。
那个动荡不安却又热血激昂的时代，体会仁人志
教师的职务，来到了开山岛，一句“你守岛，我守
联合导演、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郑大圣
士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赤诚之心。
你”
是她对丈夫最深情的告白。
表示，当前主旋律影视作品越来越多，
如何把同
导演徐展雄表示，影片大胆采用不一样的呈
夫妻二人就这样在这座小岛上整整守了 32
题材故事拍出新意，无疑是主创人员所面临的
现手法和叙事方式，希望能够让观众有耳目一新
年，2018 年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
一大挑战，此次影片《1921》所尝试的国际化视
的感觉。为确保影片细节真实可靠，该片创作团
效去世，189 本日志、368 面挥舞过的国旗，是他
角无疑就是最大的创新。在他看来，影片增加
队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在挑选演员时既要求
留下最宝贵的遗产。如今，王仕花仍然经常一个
谍战、
动作等元素，
会让故事更精彩好看，
加之与 “神似”，也追求“形似”，努力使人物呈现更具说
人守在岛上，
“她常说老王没走，老王还在开山岛
全球化语境有所呼应，相信能引起更多年轻观
服力。
“ 通过生动和立体的人物形象，观众可以
上，她要继续守着。”
于是就有了电影结尾那一幕：
众的共鸣。
更加真切地感知李大钊的伟大理想，获得情感上
王仕花独自升旗，在日出的光影下，
眼前出现了王
同时，剧组还 1：1 重建了一大会址、二大会
的共鸣。”
继才的模样，他笑着对妻子说，
“花，
你挥旗的样子
址、博文女校、新青年编辑部等上海石库门老建
影片中饰演李大钊的，是在众多作品中奉献
比我好看。
”
筑，在上海长大的郑大圣眼中，
这样对史实细节
过教科书级表演的实力演员张颂文。在人物塑造
曾执导过《湘江北去》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的精益求精是必要的：
“黄建新导演在片场反复
上，他和管虎不谋而合：
“演李大钊，
先是一个活生
《海棠依旧》等多部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国家一级导
重申，
‘大事不虚，小节不拘’，所以为了尽可能
生的人，然后才是革命者、才是伟人。
”
但张颂文也
演陈力此次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执导电影《守岛
去再现和还原历史‘现场’，我们一寸一寸地用
坦言，
饰演守常先生令他内心十分忐忑：
“我觉得我
人》，
自电影《守岛人》上映以来，观众好评如潮，其
尺子量，复刻搭建了包括各种历史原址的石库
不可以用我的表演技术去塑造李大钊，如果我用
艺术手法、拍摄技术也受到高度评价，被众多电影
门建筑群落，甚至连砖头都是手工铺就，呈现自
了，我是对不起他的。所以这一次表演里，
我只试
专家学者称赞为“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然错落的起伏。”无论是重建历史原址，还是狠
图理解、
走近他，
我可能只触碰到了一点点，
我没有
观照生活，对典型人物和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进行
抓历史细节，都彰显出《1921》作为一部历史题
他伟大的人格和事业，
我只有决心。
”
了平实、真实的艺术再造，
内化于心、外化于情，树
材的主旋律影片，在充实影片
“厚度”
上的匠心。
近年来，通过文艺作品、电影电视、网络渠道
立起平凡而崇高的叙事美学新标杆”
。
在演员方面，除陈坤和李晨两位实力派演
来回望革命历程，回顾先辈足迹，
已成为当下青年
但在陈力看来，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真诚，
的爱国新潮流，作为电影《革命者》的总制片人，梁 “你真诚地深入生活，
去捕捉细节，它打动你了，你
员饰演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重要角色外，导演
黄建新还选择了黄轩、窦骁、王仁君、王俊凯、韩
静表示：
“ 这部电影不只在致敬百年前的革命青
就能打动观众。
”
东君、刘昊然等众多青年演员饰演参加中共一
年，更在激励当下的中国青年，
我们不希望重复过
在正式开拍前，导演陈力多次带领主创团队
大的中国代表，据悉，
影片总计有百名青年演员
去的传统叙事，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边界，重新去
登岛体验生活，她至今仍记得第一次上岛采风时
加盟。在黄建新看来，
1921 年许多参与、见证开
创立一种跟当今年轻人对话的方式、一种新的电
天辟地的都是青年人，选择与他们年龄相仿的
影语言。
”
演员来出演历史人物，
“因为那种
‘心中有理想，
对此，管虎认为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
眼中有光芒’
的状态，
那种青年眼神里清澈的光
影：
“主旋律创作，其实更多是主流电影创作，主流
芒，那种不加雕琢的对世界、对未来充满希望和
就是大多数人价值观，需要让影片能跟各圈层观
激情的感觉，
是同龄人才能由衷散发出来的”
。
众打交道，尤其是当下年轻观众，
如果停留在传统
黄建新表示，
影片《1921》将以崭新的主旋律
人物传记片因循守旧的拍摄方法里，会很艰难。
叙事回望百年前了不起的青春，
“希望通过我们
所以我们采取一种非常规的、实验性的、多侧面的
的创作，让更多青年了解那段历史，
也希望能让
手段去完成这部作品。
”
他们产生一些思考，
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青春是更
对于创作初衷，导演徐展雄说希望《革命者》
有意义的，
思考作为年轻人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
能够打动当代的年轻人，将李大钊的精神继续传
承。
“现在很多人说
‘躺平’
、说
‘内卷’
，
李大钊先生
面对困难，克服了、超越了自己的弱点，甚至为此
■《革命者》：实验性的浪漫史诗影片
牺牲生命，才最终达成了理想与信仰，我希望这样
7 月 1 日，与《1921》同步上映的还有《革命
的精神能鼓舞更多的青年。
”
者》。
《革命者》由知名导演管虎监制、青年导演
徐展雄执导，梁静任总制片人，
张颂文、李易峰、
■《守岛人》：
真诚是影片最大的亮点
佟丽娅领衔主演，彭昱畅、韩庚、李九霄、白客、
秦昊、于谦等特别出演，
是首部聚焦中国共产党
“守岛就是守国，守国就是守家”。6 月 18
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革命征程的浪漫史诗影片。
日，根据“人民楷模”、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苏
影片展现了李大钊从入狱到英勇就义的壮
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才与妻子王
烈历程，通过李大钊好友陈独秀、妻子赵纫兰、
仕花守岛卫国 32 年感人事迹改编的电影《守岛
学生毛泽东等不同人物视角，以及一个个鲜活
人》正在全国热映。自上映至今，
影片凭借动人的
细节，呈现作为挚友、丈夫、良师等不同身份的
故事、真挚的情感，
打动一批又一批走进影院的观
李大钊形象，彰显其大义凛然、不屈不挠的革命
众，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展现出一部优秀现
精神。
“他的一生有太多波澜起伏，常规的电影
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广泛影响力。
叙事无法完成，”
监制管虎解释：
“我们希望从不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面积仅 0.013 平
同人的印象和观感中来描述他。
”
方公里，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岛上缺食淡水
作为弘扬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的主旋
少、石多泥土少、飞鸟不做窝、台风时常扰……这
律题材影片，电影《革命者》大胆采用非线性的
座海中央的小岛见证了王继才与王仕花夫妇坚贞
叙事结构，以李大钊执行绞刑前的最后 38 小时
不渝的爱情，也见证了一场长达 32 年的坚守。

见到王仕花的情形。那天雨雪交加，雾气弥漫，
船还没到岸边，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着特训服的弱
小身躯在使劲摆手，
“ 上岸之前，船老大把绳子
啪地扔上去，她很熟练地接过来把船固定住，然
后一把拉住我的手，这只手让我感受到了她那
32 年的沧桑。”
岛上环境的艰苦程度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
难，暴晒、大雨、晕船等等意外状况，
让刘烨、宫哲、
侯勇、孙维民、张一山、陈创等主演们以及剧组所
有工作人员吃尽苦头，同时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守
岛的艰难与坚守的伟大。
但这些在王仕花眼里都不算什么，
“王仕花在
和我聊天的时候，她没有说这 32 年如何艰辛，而
是一直跟我聊她和王继才之间的爱情故事。她总
说她家老王如何如何。
‘他守岛我守他，他守国我
守家’。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长达 32 年的坚守，
他们靠的是什么?我觉得是靠他们对开山岛的深
情、对祖国的深情以及彼此之间的深情。”
陈力说，
经过多次实地采风，越来越能理解王继才扎根岩
石、坚守海岛的强大力量，
也让她越来越坚定要把
英雄人物表现好，把英雄精神传播好的责任。
如果说最能打动人心的是真诚，那最能震撼
人心就是真实。拍摄时，剧组按照开山岛的结构，
在取景的岛上“复制”了真实的房子，移植了真实
的树，全程主要采用实景拍摄。取景地的天气也
非常恶劣，就连遇到六级台风也算是
“好天气”
，所
有人作业都要穿上救生衣，拍摄设备经常被弄潮，
剧组带着三四台备用机器随时准备更换。第一天
拍摄就遇上暴风雨，那时拍摄的正是影片第一幕，
王继才在台风
“白鹿”
带来的风雨中爬上灯塔。陈
力表示，
《守岛人》95%以上都是实景拍摄，演员在
真实的自然风浪中拍摄这部影片，
“虽然拍摄条件
非常艰苦，但我们心里始终装着王继才夫妇，大家
是在用王继才精神拍这部电影”
。
片中，王继才边打牌边拍虫子，身上满是被叮
咬的疤；一家人上岛时会带着泥鳅放进收集的水
里，因为泥鳅可以吃掉虫子，净化水质；浓雾中灯
塔不亮，王继才一家人使劲敲打铁盆子，提醒过往
船只避开暗礁……依托真实的工作与生活场景，
影片自然地搭建出这对夫妇的守岛岁月。
更加直击人心的段落，
同样来自夫妻二人的真
实经历。王仕花上岛后，
在一个无法通航的暴风雨
天临产，
孩子是毫无经验的王继才亲手接生的；
在岛
上，无论天气如何，
夫妻二人每天都会举行升旗仪
式，
以示守卫祖国领土的决心……这些剧情令人动
容，
无声诉说
“守岛就是守国”
的情怀。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颐武在观看
过影片后表示，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它对于
年轻人来说很有启发作用、
很有分量：
“一对夫妻在
这个地方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小小的一部分，
但他们
仍然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
量，
这部电影非常有意义！
”
在谈到影片中最令自己
感动的场景时，张颐武教授
说道：
“ 片中王继才、王仕花
夫妇看到所有的船向他们致
敬，我们知道，
那些船将会航
向更远的地方，航向中国年
轻人所说的星辰大海。而开
山岛正是星辰大海之路的启
航之地，是中国人永远的精
神家园，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这座岛、这个家园永远有人
在此守候守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