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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也许在这个金秋十月里，人们
会“报复性”地回到电影院了！因为
号称史上最强国庆档来了：数量上，
实力碾压去年国庆档；质量上，每一
部都具有冲击10亿+及更高票房的
实力。

如果说，8月上映的《八佰》只是
暖了个场，那么接下来这几部国庆
档电影紧锣密鼓上场——

《夺冠》导演：陈可辛 主演: 巩
俐 黄渤 吴刚 彭昱畅 白浪

上映日期: 2020年09月25日。
从春节档到国庆档，从冬天到秋天，
三季变迁，等待了245天，《夺冠》终
于来了！看过的人说过最多的一个
字就是：燃！

《急先锋》 导演: 唐季礼 主
演: 成龙 杨洋 艾伦 徐若晗 上映
日期: 2020年9月30日。

这是目前官宣的国庆档中，唯
一一部超级动作大片。《急先锋》以
满血复活勇往直前的决心，为2020
年的影院再添火力。本片除了成龙
这一“黄金招牌”外，还集结了一支
华语动作电影团队，是成龙联手唐
季礼的“回归之战”。成龙与导演唐
季礼30年的搭档合作默契，曾一同
创造华语动作电影的高潮如《红番

区》《警察故事3》《警察故事4》等，而
且影片还集结了“杨洋+艾伦”这样
让人眼前一亮的组合。

《姜子牙》导演: 程腾 李炜 主
演:姜广涛 季冠霖 郑希 上映日
期: 2020年10月1日。

一年前《哪吒》创造了中国内地
影视奇迹，狂揽票房超过50亿。如
今，它的姊妹篇《姜子牙》终于来
了。背景设定在封神大战后，姜子
牙因一时之过被贬凡间，失去神力，
遭世人唾弃。影片讲述了他为重回
昆仑而踏上旅途、寻回自我的故
事。《姜子牙》团队为作品打磨4年，
可谓匠心之作。

《我和我的家乡》 导演: 宁浩
徐峥 陈思诚 邓超等。主演: 葛优
黄渤 范伟 邓超 沈腾 王宝强 徐
峥 阎妮 马丽 上映日期: 2020 年
10月1日。

光看主演表，就知道这是今年
国庆档集结最多明星的电影了。从
片名也不难发现，《我和我的家乡》
是去年国庆档大片《我和我的祖国》
的“姊妹篇”，延续了前作”集体创
作”“单元组合”的形式，张艺谋担任
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
任总策划。宁浩、徐峥、陈思诚、闫
非和彭大魔、邓超与俞白眉分别执
导五个独立的百姓故事，讲述当代

人与家乡的故事。这部有着主旋律
外表的影片，是一部实打实的喜剧
片。如果一个喜剧“大神”逗不笑
你，那就召唤一个“天团”来，不信逗
不笑你。

《木兰：横空出世》 导演: 廖光
华 主演: 张琦 赵路 邵敏佳 小米
上映日期: 2020年10月3日。

迪士尼真人版扑街之后，国内
动画版正式上线，甚至还在定档海
报上写下“真中国真木兰”六个铿锵
有力的大字，再次强调影片作为首
部国漫木兰电影，其完全具备由中
国团队制作、真正讲述中国传统文
化木兰精神的“中国气息”。该片是
全球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讲述花木
兰故事。

《一点就到家》 导演: 许宏宇
主演: 刘昊然 彭昱畅 尹昉，李佳
琦 上映日期: 2020年10月4日。

被定性是青春喜剧版的“中国
合伙人”。讲述三个年轻人从大城
市回到云南古寨，合伙创业搞电商
的故事。《中国合伙人》曾经是走出
国门，《一点就到家》现在是走下
乡。几位偶像派演员甩掉“偶像包
袱”，扛起了“村帅”大旗欢乐创业。

今年的国庆档，这么多令人期
待的大片上线，希望同时也能迎来
电影市场的真正复苏和繁荣。用

《姜子牙》的台词来说：一起把这个
“年”补上！

涛歌

经历过改名、改档的电影并不少，但
改名之后仍然将原名以醒目的字体标
注在海报上，甚至可以组合成新的片
名，确是少见——《中国女排·夺冠》紧
急更名和多次调档，坊间也有着不少传
闻。但这样的片名排列自然可以联想
到2005年陈可辛由香港回内地拍的第
一部电影《如果·爱》。15年过去，陈可
辛导演的作品里一如既往能够找到“漂
泊者”的形象，包括《夺冠》中的郎平。
不过人物代表性的现实意义更加符合
华人观众的预期，更加匹配文化自信的
估值。这些改变就像那些片名《中国合
伙人》《中国女排》一样直白明了，一样
理直气壮。

当代现实题材的创作殊为不易，特别
是中国女排这样有重要影响和特殊意义
的题材。因为没有哪一部电影的观众像

《夺冠》的观众一样，他们曾经在真实比赛
转播的电视机前，如今又在艺术作品放映
的电影院里；他们既知道角色的原型，又
清楚队员的出演；他们在年龄阶段上涵盖

广泛，他们在情感
共鸣上了解相通，
所以让故事的讲
述者能够不动声
色地回到观众席
才是最大的考验。

影片一开场
就是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女排决
赛。当年中国女
排的主力“铁榔头”成为了教练，带着美
国队前来与中国队争夺冠军，就像所有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体育电影一样，
对观众来说比赛的结果没有悬念，背
后的故事才是关键。所以推开记忆的
大门，漳州女排训练馆来了一位特殊
的观众——前来报到的临时陪练陈忠
和，助理教练像解说员一样挨个介绍着
队员，以这样的方式带着我们回到从
前，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彩的开场。

说实话，即便是资深的球迷，也很难记
得上世纪80年代所有中国女排队员的名
字。但中国女排的精神感动着那个时代的
人们。在电影里，1981年第三届女子排球

世界杯，陈忠和没
能随队出征，他和
大家一起在电视
机前看比赛直播，
他的位置，他的心
情和那个时代的
观众一样，热切地
需要一个世界冠
军来提振士气，加
油 鼓 劲 。 就 像
1981年张暖忻导
演的电影《沙鸥》
中的开场白：“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
打败日本队，当世界排球冠军。但由于
前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我几乎认定这
已经成了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直
到我已经是一个 28 岁的老队员的时
候，机会总算来了……”现在这两部电
影遥相呼应，在电影结尾处，同样在剧
中担任过女排主教练的陈忠和和沙鸥都
成了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夺冠捧杯的画
面，听到颁奖现场《国歌》的响起。不同的
是。《夺冠》里的主角进入观众位置有反复
的暗示，并藉此达成观赏默契，为跳跃式的
叙述打好基础，为留白似的空缺获得理解。

陈可辛导演说：收集到的素材足以

拍五部电影，要浓缩到一部电影里，最
担心的不是长度而是角度。所以他毫
不犹豫地从 1981 年的首次夺冠后，跳
到 2008 年的主场失利；所以设计出任
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郎平在会场与专家
领导正面硬杠。40年的时间跨度，好多
代的队员组合，电影观众的欣赏能力在
更新升级，观影过程在前后延展。如果
对观众的理解还仅仅局限在电影院里，
或者满足于对素材的收集、对原型的访
谈，就会缺乏开拓现实题材的眼界和勇
气，正如陈可辛导演所言：没想到中国
女排这么好的题材居然没人来拍。

创作思维的惯性，精英地位的自
封，题材规划的等待，让目前电影的现
实题材数量虽然在增长，但质量和票房
还是以从香港北上的导演更胜一筹，比
如《红海行动》《中国机长》《攀登者》，这
样的情形早就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是背
景身份的不同？还是手法技巧的创
新？还是我们对观众的态度还不到位？

因为疫情，《夺冠》延期公映，贺岁
档改为了国庆档，也恰逢第35届电影百
花奖期间。百花奖是电影界的观众奖，
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在《夺冠》里体会
对观众的敬重，从而对现实题材电影创
作态度和局面有所改观呢？

周洪林

邮票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是
1949年11月1日由东北解放区
旅大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纪念》邮票。邮票
图案以北京的前门为背景，左侧
半圆形立体齿轮上鲜明印有
1949 的年号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纪念”红色隶书票名，右
侧是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和一颗黄色的光芒四射的五角
星，五角星内绘有毛泽东主席挥
动左臂的形象。国旗下勾画岀
长城、工厂、机器和群众游行队
伍。左上角印有阿拉伯数字

“35”，左下角、右下角分别印有
“旅大邮电管理局”“叁拾伍圆”
（当时的解放区币面值）蓝色楷
书字样。该套邮票共1枚，是中
国邮票中第一枚展现出新中国
国旗——五星红旗图案的邮票，
主题鲜明，画面热烈，色彩鲜艳。

在喜庆新中国71年华诞之
际，欣赏邮票上的五星红旗，我
们感到无比的振奋和自豪。五
星红旗永远飘扬！高高飘扬！

谢子元

本应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夺冠》，
却成为了国庆档的急先锋，从9月25日
起率先点燃了票房争夺战的烽烟。

就在上映第二天，我接连看了两
场。倒不完全是因为它承载的时代记
忆触动了怀旧心理，也不完全因为它高
扬的拼搏精神沸腾了热血。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因为我怀疑是
自己漏过了三位主教练（袁伟民、陈忠
和、郎平）中两位教练的名字，我不相信
那位“不需要介绍了”的袁伟民教练（吴
刚饰）始终连姓也没露一个，而从陪打
教练到主教练的陈忠和（黄渤饰）始终
只能有“陪打教练”或者“你”这个称呼。

然而两遍看下来，我不得不信了。
他们，连同 1980 年代中国女排的队员
们，在片中确实都是“无名英雄”！连我
们这些与她们同时成长、当年读过著名
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观众，都难以
将影片中人物与原型对号入座，今天的
年轻观众恐怕更会看得一头雾水。相
对于新一代中国女排队员不但有名有
姓，而且都以真人入戏，你不觉得这对
老一代队员不公平吗？这是我不解的
地方之一。

但如果你认同中国女排值得以一
部电影致敬，甚至你还觉得这样一部礼
赞中国女排的电影已经来得太晚了的
话，你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不解。

为什么最早官宣的《中国女排》要

变成现今的《夺冠》？“夺冠”可以概括中
国女排的精神吗？可以代表体育精神
吗？鲁迅先生说过：“优胜者固然可敬，
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
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
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更不
用说《夺冠》本身就包含着对体育赛事
举国体制的反思——夺冠不是体育的
全部，用影片中郎导的话说，“她们不但
要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更要成为优秀的
人”，“排球不是她们的全部”。这恰恰
构成了对这个片名的消解和自讽。这
是着实让我不解的地方之二。

不 解 归 不
解，但《夺冠》作
为体育竞技题材
影片，还是值得
一看的——对于
心底多少有一种

“女排精神”情结
的那个年代过来
的人们，尤其如
此 。 想 想 1981
年中国女排第一
次夺得世界杯冠
军时举国若狂的
情 景 ，想 想 从
1981 年 到 1986

年，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史上创造的第
一个“五连冠”，她们开创的何止是中国
体育的光荣历史，承载的又何止是一项
体育赛事的荣耀！在百废待兴、事事不
如人的改革开放之初，正是中国女排为
国人注入了无比强大的信心和力量。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一个青春时
代的口号，团结拼搏、为国争光的女排
精神成为了中国重回强国之林的先声。

冲着这份情结，《夺冠》就值得一
看，何况它还颇有看点。与某些以市场
价值为根本取向而打着主旋律幌子的
电影相比，它是正经八百的主旋律电

影，只不过同时
它也具有商业大
片的潜质罢了。
这正是这部影片
的 难 能 可 贵 之
处。

中国女排30
多年（从 1980 年
到 2016 年）升降
浮沉的历史，人
物众多，事件纷
繁，而且比赛场
景总体上的趋同
单一等等，确实
给电影创作带来

很多难点。《夺冠》用一号人物郎平（巩
俐饰）贯穿全片，用 3 位主教练、3 场赛
事（1981年日本世界杯、2008年北京奥
运、2016年里约奥运）来结构成比较完
整的故事，表现手法既中规中矩，叙事
方式也符合宽广的年龄群观众的审美
习惯和心理期待。影片没有太多炫技，
但取材、剪裁、叙事还是显示了功力，赛
场与观众、场内与场外、国内与国外镜
头的不断切换，甚至穿插赛场直播、黑
白画面，有效地化解了平铺直叙的枯
燥，使得135分钟的电影仍能不断形成
兴奋点、泪点。比如，1981年第三届世
界杯，宋世雄那不浑厚也不优美的解说
音响起来，依然能令观众激情澎湃。

影片在节奏的把控和音乐的运用
上也有可取之处。1981年和2016年两
场赛事、两个巅峰之间，通过2008年失
利的过渡，使情感张弛有致。两代教练
理念和方法、两代女排队员精神面貌的
对比，构成了影片的张力，也自然会引
导观众去思考体育的本源精神。音乐
也能在总体铿锵激越的基调上，穿插一
些抒情的段落，不是那么满，不是那么
震耳欲聋到底，片尾主题歌更是出人意
料的深情款款。这些都称得上成功。

巩俐、黄渤以及郎平女儿白浪的表
演，都可圈可点。不好说《夺冠》创造了
体育赛事题材影片的新高度，但它在平
衡主流价值和市场价值上还是下了功
夫的。它会有观众，但能否夺冠，则尚
须拭目以待。

吴让平

以艺术评论为手段，以电视文艺为载体，
促进视频艺术创作，推陈经典精品力作——
这是刚刚在宁波北仑落下帷幕的“新时代
电视文艺精品评说大会”的主题词。由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

《当代电视》杂志社等共同主办的首届“新
时代电视文艺精品评说大会”，9月26白在
宁波博地影秀城影秀大剧院启动。

参与这次活动的电视文艺作品，都是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各级电视媒体中
播出的各类电视剧、综艺节目、纪录片中推
选出来的，推选原则是：以政府主管机构推
荐、受众市场数据为基础，有较高的新时代
思想内涵、有较好的新时代艺术气质、有较
深的新时代传播效果。由中国视协艺术评
论专业委员会专家初评、复评、终评，共推
选出《白鹿原》《大江大河》《北平无战事》

《情满四合院》《海棠依旧》《大明风华》等6
部电视剧，《中国诗词大会》《最强大脑》《舞
蹈风暴》《我就是演员》等 4 个电视综艺节
目，《互联网时代》《记住乡愁》等两部纪录
片参加此次精品评说大会。此次入围的荣
誉作品，其精品的意义不但体现在文化的
高度、受众的热度等方面，而且在市场的韧

度等方面也有可评可点之处，大部分节目
都已播出多年。因此，多季化和重播化成
为这批精品节目的一个重要特征。业界权
威人士认为，此次活动的创立，有效地填补
了我国电视节目荣誉结构上的一个空白。

将我国影视评论推入一个多元化和颠
覆化的创新模式，更是本次活动最大亮
点。如活动形态上的舞台化，评说姿态上
的对象化，专家阵容上的结构化，影响传播
上的全谱化，这些都为影视评论创新做出
了可喜的尝试，被业界称为里程碑式的功
能转折。特别是该活动采用了主创人自
述、评论家评说、主办方互动的模式，实现
了主创人、出品人与评论家面对面的艺术
对话与碰撞，在芒果TV全程直播下，该活
动不但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上也
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次活动总策划、中国视协艺术评论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盛伯骥说：“这次活动圆
了我的创新梦，把艺术评论的讲台放到主
创人员面前，放到人民群众面前，这是艺术
评论的唯一出路。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评论
家不会放空炮、放假炮、放臭炮。我们既能
够听到人民的声音，人民也能够听到我们
的声音，这就是文艺和评论为人民服务的
最好途径。”

杨福音

白天，我喜欢太阳。
夜晚，我喜欢月亮。
我之喜欢月亮，并

非她有许多的传说，许
多的故事。当然，那传
说那故事，我都喜欢。
因为讲述起来，与月亮
之美是那样的贴切稳
妥，我之喜欢月亮，是十
分直接的，我喜欢抬头
望月，似乎已有了这样
的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是在长沙
养成的。也许是在遥远
的童年，夏天的夜晚，我
睡在竹铺子上，旁边有
我的娭毑摇动蒲扇，赶
走了蚊子，送来了凉风，
耳边有听了十遍不会厌
倦的嫦娥奔月的故事。
当头上的月亮从屋角移
到那棵樟树的后面，隐
没在暗绿之中，我醒过

来，太阳已从这边的屋角露出来了。
那年中秋节，我在云南瑞丽

写生，夜晚独自爬到一个小山头
看月亮，就看出云南的月亮要比
长沙的月亮胖些。那天晚上，天
空显得特别的澄澈。

我对月亮之美有新的发觉，
那还是在长沙得到的。我家的旁
边有一个公园，公园的北边有一
片水潭，水潭上浮起几座栏杆便
桥，将这个大水潭隔成了几个小
水潭，肥肥的荷叶是密密的挨着，
白色的荷花一丛丛一片片，从这
头一直开到那头。荷塘四周无遮
无挡。一轮明月当头悬挂，倒映
荷塘中的月亮，与头顶的月亮一
样轮廓分明，色泽亮丽，叫我几乎
分不清上下，分不清谁真谁假。

于是，我从这边栏杆踱到那
边栏杆，变换角度赏月，仍然与在
那个水潭中看到的一般无二。我
似乎觉察了什么，这时，我的双脚
浸在水中，手中有扇子在摇动，头
靠着暗红的木头廊柱，心里有一
种奇想。我想，今晚不知有没有
人和我共赏皓月。设若在一个乡
村，那里定然也有水潭，那水潭之
中，定然也有一个圆月。人世间，
这样的水潭千千万万，定然也有
千千万万的月亮在那水潭中闪
烁。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而地
上的月亮有千千万万个，我觉得
这很是新鲜的发现。于是，回到
家里，铺开宣纸画山水，我画了几
个水潭，每个潭边有一个人看着
自己潭中的月亮。画完，又提笔
写了两句话：一月照千潭，千潭映
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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