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投稿邮箱：yd9333@sina.com

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编辑 刘也周刊·艺风

从 1934 年发生到 1984 年首次公开，这是一个
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直至在 2016 年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生动
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这
个真实的故事如今被搬上了大银幕。

好的电影故事，好的故事演绎，观众的反响也
一定是好的。由潇影集团出品的《半条棉被》，因取

材真实事件，叙述跌宕起伏，饱含军民之情，颇富时
代意义，为主旋律历史题材电影的新拓展，作出了
积极有益的探索。该片的纪实性、时代感和开放式
结局，也给大众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在互联网短视
频横扫眼球的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文
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一送红军下了山、二送红军大
路旁、三送红军到拿山……十送红军望月亭。”9月

4日，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十送红军》在
电影《半条棉被》湖南首映式现场响起。作为这部电
影的主题曲，其所饱含的军民鱼水深情，此刻更加
动人心魄，参加首映式的观众沉醉在剧情和动人旋
律中，久久不愿退场。

参加首映式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
部电影进行赏析和评介。本报选取部分专家和学者

的影评，以馈读者。希望这些文章能为大家观影带
来有益的引导和帮助。

近期，筹备已久的湖南省影评学会即将成立。
我们以这个影评专版，迎接人们期盼已久的湖南电
影和影评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到来。

张春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既具史料性，更具
冲击力。电影其实从一开始就具有纪录的强
大功能。因此，我们能在影像世界里见证一百
多年前的风云，亦能用影像手段复原时代进
程中的一切。《半条棉被》即是如此。影片取材
于真实事件，既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
让观众在故事演绎中领会军民鱼水深情，获
得了审美需求和精神熏陶的双重感受。

影片所具有的时代感，既有典型性，又具
号召力。其实，电影从一开始就担负着宣教的
重大使命，具有“载道”的功能。《半条棉被》选
择卫生员董秀云和瑶嫂徐解秀之间的军民鱼
水情，围绕半条棉被进行故事演绎，具有时代
典型性，放置在新时代语境下亦具有极大的

号召力。所以，该片的时代感，也就是所蕴藏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叙事手段的多样变化，既有挑战性，更具
创造力。中外电影的比较，常会将叙事手段的
变化作为考核关键。从第五代导演开始，中国
电影的叙事手段开始多样化。但作为大众来
说，烧脑的电影未必就是好电影。所以，近年
来的高票房电影诸如《战狼2》《流浪地球》《我
不是药神》等，叙事手段的表现上是比较普通
的。尤其是《战狼 2》《红海行动》等类型电影，
多选择了大众最喜欢的线性叙述结构。《半条
棉被》虽然整体上选择了线性叙述的方式，但
其中有较多的插叙、倒叙等错置次序，即3位
女红军回忆丈夫、回忆师长、回忆战斗的场景
等，影片结尾也采取了开放式结局和寓言式
表达。这样的结构，在主旋律电影中出现得并

不多。影片围绕一床小小的棉被、女红军们的
回忆，反映出战争的残酷、长征的艰辛和老百
姓的不易，尤其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红军
的共产主义信念不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不改，主旋律的精神气韵得以升华。

什么是共产党？80 多年前，三名女红军
用半条棉被作出了回答：“共产党就是自己
有 一 条 被 子 ，也 要 剪 下 半 条 给 老 百 姓 的
人！”一条棉被剪成两半，记录着红军与百
姓间的亲密情感，也象征着共产党和人民
群众须臾不可分离。《半条棉被》的故事既
是复述历史，更是激励当代。无论是从历史
事件中选材，还是进一步凸显新长征的寓
意，甚至在叙事方式上的变化，《半条棉被》
都具有新的特质，为后疫情时代主旋律电
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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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棉被》：

主旋律电影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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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棉被》采取写实的叙事策
略，以客观的多重叙事结构，通过不
同叙事视角的转换，让观众在感动中
思考半条棉被在当下的意义。半条被
子的温度流传至今，蕴含着中国共产
党和红军热爱人民、不畏艰难、不怕
牺牲的伟大精神，体现党和红军同人
民风雨同舟、冷暖与共、生死与共的
深情与初心，这正是红军取得伟大胜
利的根本保证。

半条棉被原为一条喜被，贯穿整
个电影，是重要的隐喻符号，具有三
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幸福婚姻生活的
向往。一条喜被代表一辈子，寄托主
人的美好愿景。它的命运与主人董秀
云的命运重叠在一起。董秀云将喜被
用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正是舍小
家而保大家，体现了家国情怀。二是
革命情谊的见证。董秀云看到许多伤
员被困于大火中，毫不犹豫地将被子
覆盖在他们身上，并成功地救出他
们。这条被子既救了战友的命，也让
董秀云收获了过命的战友情谊。三是
与民同心的精神。董秀云将一条被子
剪成两半，一半是约定，一半是思念，见证红军
与老百姓之间的军民鱼水情，是中国共产党依
靠人民、团结人民的真实写照。

影片最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多变的视角客
观展现老百姓态度的转变，使观众多角度看到
事件进展，进而全面了解历史。利用镜头的运动
及电影构图推进故事的发展，将观众拉进故事
线，同时诠释电影主题。镜头一，汝城县沙洲村
街上空无一人，楼上一位农妇轻轻推开窗沿，此
时借农妇的镜头视角可见 3位女红军挨坐在她
家门前。镜头一转，从第三视角看江西瑞金的老
百姓给红军送行，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此处巧
妙的镜头切换制造出悬念效果，带给观众较强
的参与感，思考两个地方的老百姓为何会有巨
大反差。镜头回转，伴随女红军的歌声，一只手
由内而外递出钥匙，让女红军开锁进屋。镜头缓
慢地向前推进，向观众预示故事线将会朝着一
个方向推进展开。用于强调钥匙的画面采用慢
摇拍摄和近景拍摄，暗示汝城县沙洲村一定会
同江西瑞金一样，对红军敞开大门，迎接红军的
到来。这也是红军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影片最
后一幕借农妇视角远眺红军战场方向的镜头，
传达此时汝城县沙洲村的老百姓热烈期盼红军
平安归来的心情，升华了电影的主题：红军赢得
了老百姓的信任、支持和拥戴。

运用冷暖色调的对立衬托时局变换和人心
向背。电影开场在灰白的荒凉战场和艳丽的鸳
鸯喜被之间来回切换，两者色调一冷一暖，形成
强烈对比。冷峻的色调刻画战争的残酷，红艳
的暖色烘托幸福的希望。影片前半部大量运用
冷色调，连日的阴雨和阴沉灰暗的天空凸显战
争的残酷属性和蒋介石国民党军围剿时期的
黑暗恐怖。暗红、灰色和黑色是战争的底色，多
次出现展现血腥的死亡场景，令人窒息的战争氛
围充满着压抑和克制。国民党假扮红军烧毁老百
姓的房屋，小人物的无助与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
制造无边黑暗的是人心，释放无限光明的也是人
心。红军竭尽所能地帮老百姓重建房屋，这个选择
出于关爱人民的本心，如曜日一扫老百姓心中的
阴霾，温暖人心。电影后半部暖色调比重增加，晴
天、阳光、彩虹、蓝天等清澈明亮的色彩
呼应红军的形象总能融化坚冰，
消除隔阂，带来希望和勇气。

阳海洪

在革命战争题材的新主流电影中，以女
性命题或以女性为重要配角的电影不在少
数，如《黄河绝恋》《沂蒙六姐妹》《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决胜时刻》等等。这
些影片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多囿于“纯粹功
能化”或“泛工具化”的角色设置，很难突破

“宏大叙事”的影像窠臼。《半条棉被》对女性
形象的塑造不同于以往的新主流电影女性
形象，该片中的女性被赋予了新的刻绘方式
和美学意涵。

妻子、战士与准母亲等多重身份的同构
织写。董秀云（陶慧饰）在片中被赋予了多重
文化身份。

她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受害对象——
童养媳，其“丈夫”韩玉山并不认可她的“妻
子”身份，“休书”成为了封建思想迫害女性
的产物和见证。董秀云反抗，出走。片中董秀
云并不承担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是要扮演
好“寻夫”（该片的主线之一）的妻子角色。为
让妻子这一身份“合法化”，董秀云上前线救
老韩，在其身边苦守四天四夜，但她“不想因
为救了老韩才让他撤掉休书，是希望老韩能
够真心实意的跟自己过一辈子”。

她是战士。在徐解云（童蕾饰）家中，
董秀云被问及当红军是不是很苦，董秀云
说不苦。该场景的正反打特写镜头，将这
一位红军女战士对革命必将胜利的乐观主
义精神展现在观众面前。作为战士，她还
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身份——救死扶伤的战
地卫生员。尊重生命、善良有爱、不怕吃
苦、不惧牺牲、勇敢果断等等的优秀品质
都体现在了卫生员这一红军身份的形象特
质当中。

最后，她还是母亲，怀有三月身孕，这是
对革命胜利后“孩子们睡得安稳”以及“当妈
的不再提心吊胆”的理想“喊话”。

董秀云这一女性形象将这多重的身份
进行编织，同构在银幕上，呈现出了一个立
体、鲜活、真实的崭新的女性形象。

愚昧思想、识辨精神与觉醒意识的徘徊
认知。

徐解秀是该片的重要配角之一。她是封
建礼教的受害者，在某些方面始终践行封建
愚昧思想。见到董秀云时，一声“大人”的称
呼便把封建礼教的毒害性呈现出来了。其后
的裹脚旧习、童养媳身份及遇事一味“求神
问祖”的话语言谈，更充分例证了该女性的
愚昧特质。

当徐解秀丈夫闯入屋中持枪直指董秀
云们时，她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和接触到的，
让丈夫召回山林中防备红军的乡亲。她不仅
意识到“红军是心系穷苦百姓的人”，还思想
转变，主动解放了双脚。

该片并没有将红军的启示话语设置为
“神话话语”，从而在短时间内彻底、完全地
对该人物进行“精神改造”。后来徐解秀遇事
时仍将自己投向“求神问祖”的思想牢笼。这
种“徘徊”叙事在展示农民思想改造艰巨性
的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影像内涵：红军是人
民群众的“亲人”和“救星”——他们在神佛
面前祈祷红军胜利归来。

《半条棉被》摒弃了脸谱化的人物，深度
挖掘人物的心灵状态和情感关系，赋予女性
新形象以深刻的文化意蕴，守住了“半条被
子”故事里的那份初心，强化军民、党群鱼水
关系的重要性。电影结尾，徐解秀伫立山头，
是对红军战士平安归来的深情守望，也是对
长征精神的殷殷期待。

主流电影中的女性新形象
李楚芃

《半条棉被》这部电影故事
发生在长征初期，通过聚焦四
名坚韧勇敢的女性，以小见大
刻画了军民间的情谊和红军长
征精神。

电影开篇就回溯并重现了
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的景象，
用一床被子引出长征红军群像
里的女主角——野战医院的
护士董秀云。她精湛的医术、
无畏的勇气、果敢的行动力和
出众的领导力，在片头十几分
钟的时段里被刻画得生动感
人。作为女主角，董秀云不仅
是长征时代不怕牺牲的先进
女战士形象，在当下也同样具
有时代意义——新时代的独立
女性精神。

董秀云原本经历了旧社会
包办婚姻，后被红军丈夫以一
纸休书离婚，但她没有自怨自
艾，而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
不仅加入红军上了卫校，还和丈夫重修于好
收获了爱情的结晶。董秀云的人物塑造，是

《半条棉被》电影成立的基础，她的回忆和经
历两线交织并行。故事虽简单，但回忆画面
的加入使得叙事不再单薄。通过对徐解秀讲
述棉被的来龙去脉，不仅丰富了这床被子的
价值，也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她既是一名
军医，也是一名妻子、孕妇，她的感情是饱满
而多元的，让观众感受到这是一个有温度的

“人”，而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超英雄人
物”。这正体现了导演试图摒弃人物脸谱化

塑造的创作思路。
通过塑造长征这一历史大

事件中的几个普通小人物形象，
贴近观众进行叙事，立足史
实资料，兼顾了历史性和个体

性的表达，《半条棉被》正是通过
深度挖掘人物内心及性格引起
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让观众产生
代入感或共情心。比如一位女红
军叙说自己暗恋师长的情愫，此
类事件是能够跨越时空的。

本片男性角色多为配角。
主旋律电影市场上，男性英雄、
塑造伟人的影片占多数，本片
不论是军是民，主角都是女性，
这就避免了观众审美疲劳，符
合受众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女
红军向徐解秀介绍自己 13 岁
时出逃、不再做童养媳的故事，
三人鼓励徐解秀解放自己的小
脚等等，都是通过女性叙述自
己的经历去感染另一位女性，
没有生硬的说教意味，是共同
学习进步思想，一同播撒革命
火种。女性视角使得这部战争
片变得柔中带刚。这四名女性
身上的美好品质，同样能激励、
鼓舞当代观众。

董秀云带领的小分队前往
延寿山和敌军对战的片段使本片情绪推向
高潮，他们奋战的画面和沙洲村乡民在祠堂
祈福的画面形成一动一静的鲜明对比，军民
鱼水情在这样的画面里得到了诠释。尽管是
比较常见的以少打多的情节，摄影通过对敌
方采用远景镜头乃至大远景镜头拍摄，对红
军小分队则采用近景、特写以及慢镜头，配
以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突出了这十几位红
军的大无畏精神。稍有的缺陷是，这个段落
过于煽情，某些重复的镜头稍显多余，影响
观感。在视听语言的表达上应更加收敛和节
制，精简的镜头同样能唤起观众内心的情
绪。

《半条棉被》以丰满的人物塑造、纯熟的
摄影手法讲述了一个细节少为人知的动人故
事，可谓艺术性与历史性兼备的主旋律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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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峰

电影《八佰》在疫情后冷寂困顿的电影市场掀起了
一阵观影热，确实难得。该片公映以来，褒贬不一，支持
与批评针锋相对，两极分化，形成了现象级的争论。观
众受认知能力、审美经验和偏好不同影响，对影片各有
标准判断结论，这是正常的，没必要强求一律。

《八佰》最大看点就是好看。创作团队下大力气把
影片聚焦在端午、羊拐、老铁、老算盘等一干与行伍有
距离的小人物，他们或年幼或为兵油子或任文职，面临
战争死亡的威胁，贪生怕死，不敢拿枪，游离于部队边
缘，千方百计想要出逃。在残酷的战场上，他们逃无可
逃，只有改变自己，勇敢面对。作品借助四行仓库保卫
战这一历史题材，极力描绘战争对人性和人心的摧残
和改变，对一众小人物作了细致入微的生动刻画，戏份
很足，让人印象深刻。一些情节精彩感人，催人泪下；制
作技术上也精益求精，画面讲究，音响震撼，视听冲击
力很强，突破了国产电影的一些条条框框，达到了中国
战争电影制作的新高度。

有一种声音：电影好看就足够。但对一部历史题材
电影而言，光是好看是不够的。《八佰》是一部反映真实
历史事件的影片，虽可以进行艺术创造，但艺术虚构也
有限度和边界，大致的历史事实必须不走样、不夸张、不
矫饰。相较于影片技术层面的精致制作，其内容或叙事可
以称得上粗糙。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历史资料俱在，中国大
陆在193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两次拍摄了电影《八百
壮士》，今天创作同题材电影，真实性本不该是问题却恰
恰成了突出问题。作品省去了历史背景，高度聚焦四行仓
库，误导观众把四行仓库保卫战当作中日对决的最前沿，
偏离了历史事实，视野和思考始终局限于事件层面，无法
上升到全民族、各政党一致抗日的高度。

跳楼炸日军一节。陈树生之后，一队敢死队员绑着
成捆手榴弹报着自己姓名、籍贯一个接一个地从同一个
豁口跳下去，令人潸然泪下。查百度，那些死士除了陈树
生外查不到第二个。对陈树生的壮举，谢晋元当场表明：

“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这是一个现代军人的
理性和情怀。正因为有谢晋元这样的英雄在，才有坚守四
行仓库的壮举。可作为壮士们的灵魂和最高指挥官，谢晋
元在影片中只是一个符号，除了几次宣传、鼓动外基本被
边缘化。四行仓库内的战场部署、战役组织毫无章法，部
队一盘散沙，士兵各自为战。在日军随时发起攻击的情
况下，战场一无警戒，二没部署，苏州河水道通往仓库纵
深，逃兵和偷袭的日军小队来去自由，这样能守住四行
仓库简直是咄咄怪事！楼顶上的战斗围绕护旗展开，士
兵按指令一拨拨冲上去护旗，主动送到日军飞机机枪
口上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艺术需要来解释。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一点星
光，但它又牵涉复杂的历史情境以及国家、政党轮替后
的敏感历史评价，驾驭这一题材需要有现代视野的观
念，运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的科学方法，穿透岁月的
尘埃与迷雾，准确定位，找到符合当代精神和要求的主
题表达，在思想上作更高的提炼升华。《八佰》在这方面
乏善可陈。这场战役当时就是国民政府为掩饰淞沪会
战溃败、争取国际支持作舆论宣传的一个策略。电影选
择的表现视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为历史宣传策略作
宣传的连环套中。

谢晋元率部最后退入租界，这无损于他们的英雄称
号。台湾版真实表现了英法美与国民政府、日军交涉，《八
佰》却把它变成了对岸租界铁门紧闭，导致苏州河桥上的
惨烈战斗，为电影贯穿始终的悲壮划了圆满的句号，为这
场战斗续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它在主题表达和立场上
处境尴尬、为人所诟病，也就是必然的了。

王锐

1965 年拍摄的电影《地道战》，是我国
电影史上抗战影片的经典。最近翻拍上线
的网络电影《奇袭·地道战》，传承经典红色
精神，在点映活动中获得了共青团中央、红
色观影团的认可，在网络电影领域中实现
了题材类型的新突破。

影片讲述的，仍然是冀南地区游击队
组织老百姓创造性地开展地道战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叶成作为当地大户人家的儿
子，早年到外地读书，学成归来后本是要参
与其舅舅煤矿管理的，且与孙小茸订了娃
娃亲。就在叶成学成归乡的当年，侵华日军
开展了对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采
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难

当头，百姓难安，叶成加入革命队伍。
“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游击队员孙大春

等人的最初想法。孙大春他们对已经挖好的
地道信心满满，但周边村庄的地道在日军的
毒气弹等逼迫下全部暴露，伤亡惨重，孙大
春匀出部分老弱妇幼交给叶成维修改造地
道。叶成得到了孙大春妹妹孙小茸等的支
持，地道顺利完成改造，并在一次次敌人的
进攻中经受了考验。叶成和他的战友们用智
慧，把地道战运用得越来越出神入化。小个
子游击队员二丑不断引诱敌人一次次进入
预先设置有埋伏的地道中，让敌人吃尽了苦
头，两个游击队员甚至从不同方向的地道，
引诱敌军两个小队在地道中互相火拼。

为了对付山底村的地道战，日军加大
对山底村周边村庄的扫荡，想困住山底村，

使其成为孤岛，等待时机包围攻占。叶成父
亲叶富贵发现敌人偷偷摸进村子，不顾一
切拉响报警的大钟壮烈牺牲。叶成这才知
道其实父亲是默默无闻的抗日英雄：散尽
家财购买了挖地道的工具，在日军强占舅
舅家的煤矿后炸毁了矿道。最终也是父亲
遗留下来的矿道图给了叶成启发：挖通矿
道至日军军火库，引导矿道内的瓦斯至日
军军火库，点燃瓦斯形成连环爆炸。

为保证挖通矿道，四乡八村的游击队员
聚集山底村阻击日军对山底村的疯狂进攻。
战斗惨烈，也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英雄气概的缩影和写照。矿道挖通，瓦斯点
燃，奔腾的火焰朝着侵华日军军火库疾速而
去，全部炸毁日军军火库。镜头推远，山底村
的老百姓每个人手中举着的马灯或蜡烛，既
是对牺牲英雄的送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奇袭·地道战》显得十分真实。首先是场景
“真”，包括地面场景的设置、道具的选择、爆炸
的场面，通过先进的光影音响效果展示，显得十
分逼真，又让人非常震撼。其次是人物“真”，没
有刻意刻画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游击队
员还是老百姓，都是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普通人，
每个人都怀揣着朴实的梦想；再次是敌我实力
悬殊的“真”，尽可能还原当年敌我双方武器等
实力差距，刻画了许多牺牲场景，告诉我们胜利
来之不易，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

“枪声不停，哪里来的读书声。”影片中
的这句台词，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牢
记历史，面向未来。《奇袭·地道战》是对经
典电影的一次成功翻拍。

只是好看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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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袭·地道战》：为有牺牲多壮志
影视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