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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元

《我和我的祖国》刚刚获得第 35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我和我的家
乡》又燃爆了今年的国庆、中秋长假。在网
络售票平台上，《家乡》评分高居榜首，达
9.3 分；豆瓣评分也在 7.5 分以上，大多数
评论者对两部片子持赞赏态度。有评论称
主创人员真正摸到了“新主流”（兼顾主流
价值与市场价值）电影的门径，打开了一
条成功之路。

一双姐妹花
从生日上看，《祖国》是姐姐，《家乡》

是妹妹。姐妹俩长像相似，穿着相像，气质
相近，真正的一母双胞。

你看，她们都是紧扣当年国家重大主
题、节庆的献礼片，是具有满满正能量的
主旋律影片，又都是艺术化表达，都取得
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可谓既讨喜，又讨
巧。《祖国》票房超31亿，居2019年国内票
房前 10；《家乡》虽生逢疫情防控期，上映
12 天票房也超过 21 亿，成为今年国内票
房冠军的实力争夺者。

姐妹俩穿着打扮也忒像妹妹接着姐
姐衣服穿：都是由几个小故事组成的拼
盘，故事之间并没有人物和事件上的关
联。《祖国》紧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年，以
时间为经；《家乡》紧扣脱贫攻坚、全面小
康主题，以空间为纬。姐妹俩都有着强大
的创作团队，庞大的明星阵容，有人说其
创演团队占到当前国内电影尤其是喜剧
界大半壁江山，很多群众演员都不惜起用

明星，简直到了不把明星当腕儿的程度。
姐妹俩不仅排着辈儿起名字，而且内

里的血脉也有连贯之处。“妹妹”一出场，
一出《北京好人》就让你恍惚以为又看到

“姐姐”了。葛大爷演的张北京虽然从的士
司机改行为停车场管理员，然而那份表面
爱显摆、爱吹牛、爱耍点小聪明，内心却有
股热乎劲、算得上好人的性格一点没变。

细看又不那么像
虽说一母双胞，细瞅还是看得出不少

差别。
同样的片长，“姐姐”讲了 7 个故事，

“妹妹”只讲 5个故事。这可不是多穿或少
穿件衣服的问题。《祖国》共 158 分钟，平
均下来每个故事只有 22 分钟；《家乡》共
153分钟，每个故事可有足30分钟。

同样是通过小故事、小人物表现大主
题，但相较而言，《祖国》的主题更为宏大
庄严，所选取的材料更侧重真实性、纪实
性和原型性，虚构和发挥的空间受限；《家
乡》的故事，除了主题和大背景要真实，情
节和演员发挥空间就要大得多了，这就是

《家乡》可以有《天上掉下个 UFO》这样天
马行空篇章、也可以有《神笔马亮》这样笑
点不断篇章的缘故。

同为类似春晚小品的组合，但《祖国》
整体为正剧风格，重在怀旧，重在情怀，多
泪点和热血沸腾场面；《家乡》可以说是清
一色的喜剧，多笑点，即使颇有点情怀的

《最后一课》也有整得如闹剧的一面。虽然
《家乡》全片笑点不断，但却很少无厘头地
搞笑，而是通过大量掉包袱、幽默语言、情

节反转使观众发出会心之笑，有的篇章还
真正达到了笑中有泪的喜剧高境界。

说说槽点
“我和我的”姐妹俩诚然大节不亏，槽

点却还是有的。比如，《祖国》的《前夜》篇
虽说有史料依据，看起来却不大令人信
服。《祖国》议论已多，不多说，单说《家
乡》。东西南北中，都是热热闹闹的旅游开
发、乡村游、网红带货，家乡都没啥区别
了，未免太浮泛、太同质化了吧？

《北京好人》，张北京的高血压动不动
就晕倒，还申请得了兼职专车司机，害人
吧？《天上掉下个 UFO》，标题就套得有点
太那个吧，应该是“天上飞来个 UFO”，掉
下来了还要他们破半天案？“总老师”的那
个“再进科学”栏目，怎么看也读不通啊。

《最后一课》貌似感人，其实最不真实，没
有人会那样去折腾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吧？
范老师最后看到小学校的新校舍，说是看
懂了姜小峰的画，你看到过那么五颜六色
别墅般的小学校吗？《神笔马亮》，马亮寄回
家的火腿，是从家乡寄到列宾学院“三哥”
手里，再请他用国际航空寄回国内的？不这
样寄岂不穿帮？这么寄可真有点“绕”，但不
寄这火腿还不行，因为最后秋教练就是从
茴乡村的火腿口味中发现问题的。这都是小
节，真正的问题是，茴乡村的男女老少，为了
给马亮同志哄老婆，自发地练卡网“定格”功
夫，可真得耽误脱贫功夫。

话说回来，喜剧小品，有笑有泪，有意
思有意义，有的细节也就一笑而过，也可
以不那么死抠。

伍益中

《我 和 我 的 家
乡》选取我国东西南
北中五大区域，编设
了“北京好人”“天上
掉下个 UFO”“最后
一课”“回乡之路”

“神笔马亮”等五个
单元，演绎了乡村振
兴伟大实践中最具

“家乡”特色的故事。
该影片真实地记录
时代、深切地阐释时
代 、热 情 地 讴 歌 时
代，实现了时代精神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是一部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优秀文艺作品。

近年来，农村电
商产业快速发展，打
造网红IP、直播带货
等已成为互联网时
代农村的新图景。在

《我和我的家乡》中，
无论是阿福村网红
黄大宝的网上直播，
还是望溪村村民的
带货直播，或是网红
主播闫飞燕愿为沙
里沟的沙地苹果带
货代言，抑或是茴香
村扶贫书记马亮的
直播，都展示新媒体
助力脱贫攻坚这种扶贫方式，让
村民得到了实惠。在民族复兴的
道路上，“互联网+精准扶贫”已
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大法宝。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时刻，作
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
电影艺术理应立时代之潮头、发
时代之先声，从时代精神中吸收
电影创作的内生动力。《我和我
的家乡》分别聚焦农村医保、科
技扶贫、乡村支教、生态治理、对
口脱贫等民生民情热点话题，充
分展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乡村振兴中取得的丰硕成
果。《北京好人》宣传了农村的合
作医疗。要让农村贫困户看得起
病，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天
上掉下个 UFO》中因乡村出现
神秘“UFO”而为当地衍生出
一种外星旅游文化，使“科技+
旅游”成为当地以特色产业+旅
游的脱贫致富路。《最后一课》致
敬最美乡村教师，其犹如照亮贫
困地区学生前行之路的一盏盏
明灯，并希望有更多的教师能到
农村任教。《回乡之路》展示防沙
治沙成果，在荒漠沙地上种出苹
果，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神笔马
亮》礼赞精准扶贫，在扶贫路上

驻村第一书记甘于
奉献，日夜坚守在
脱贫攻坚一线，使
贫困农村旧貌换新
颜。这些乡村振兴
中 振 奋 人 心 的 事
件，唤醒观众心底
对 家 乡 的 浓 厚 情
思，彰显了其鲜明
的时代性、社会性
和现实性。

《我 和 我 的 家
乡》聚焦美丽乡村
建设中平凡的劳动
者，用幽默的手法
勾勒出底层人物接
续 奋 斗 的 壮 丽 画
卷，呈现了新时代
农村生产方式、生
活 方 式 的 深 刻 变
革，并激励我们为
美丽乡村的发展拼
搏 奋 斗 。《北 京 好
人》中保安大哥张
北京借钱给快递小
哥表舅治病，放弃
了买车计划，还把
自己的医保卡给他
用，并引发一连串
温暖感人的故事。

《天上掉下个 UFO》
中草根网红黄大宝
的 发 明 被 误 当 为
UFO 后，引发了村
里旅游产业的蓬勃

发展，同时还围绕 UFO 的真相
问题上演了一场土味荒诞的科
幻大戏。《最后一课》中曾在乡村
支教达十年之久的范老师因患
病，回当年的村子重新给孩子
们上支教生涯的“最后一课”。
此外，还有十年如一日根植乡
村、为退沙还林做出伟大贡献
的治沙英雄乔树林，放弃俄罗
斯留学机会、任贫困村第一书
记的马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人的广泛参与，中国乡村才能
够真正走向振兴之路。影片用
场景化的故事幽默演绎了普通
民众在乡村脱贫攻坚战中勃发
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行动
美，并将其个人的奉献、牺牲精
神与家乡的振兴发展的奔腾大
河交汇、升腾，展现了由人民的
生活与追求所交织书写的美丽
乡村的奋斗历程。

《我和我的家乡》集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以喜剧
的风格传播了新时代的新农村
故事，观照了脱贫攻坚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经验，塑造了一群为实
现小康生活而不断奋斗的淳朴
乡亲，呈现出一幅别样的家国情
怀图景。

影视风云

“祖国”和“家乡”：
新主流电影花开不断

刘喆

“你问我沙漠是什么颜色？我回答是绿
色，是治沙六十年来毛乌素沙漠长出的颜
色。”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前，《回乡
之路》单元里乔树林的扮演者邓超在微博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从漫天黄沙到广袤绿洲，从贫穷闭塞
到沙中淘金，《回乡之路》单元，将陕西榆林
毛乌素沙漠黄沙变“黄金”的巨变生动展现
了出来。近日，笔者走进陕西榆林，探访人
物原型和取景地，揭秘影片背后的故事。

影片中，从爱说大话、土味十足的“骗
子”，到返乡治沙英雄、带领乡亲们致富的
功臣，乔树林的故事，让许多观众笑中带
泪，感动不已。作为乔树林的原型之一，榆
林市横山县芦河果园园主张炳贵已经在沙
地里“折腾”了17年。2018年，经过多年探
索，他终于在沙地里淘出了“金蛋蛋”：成功
培育出了优质的沙地苹果品种，年产量7

万余斤，产值20余万元。同年，“芦河沙地
苹果”成为全国第一个沙地苹果注册商标。

“俞白眉第一次来，就在我的果园整整
转了1个小时。”主创团队的认真细致，让张
炳贵印象深刻。受剧组邀请，已经80岁高
龄的他也在电影里客串了一回，“当时拍
了一整天呢。邓超还跟我交流了很多关于
沙地苹果的事情。”张炳贵说：“片子向全
国观众展示我的沙地苹果，我很感动。很
多听我讲过课的年轻人给我发微信，说在
电影里看到我了，很激动。”全国劳模、治
沙人张应龙表示，影片播出后，他最多一
天收到了60多条信息，“我外甥看完电影
跟我说，我好多年前跟他讲的话，邓超在

电影里也讲了。”
电影里乔树林返乡治沙的故事，来自

张应龙的亲身经历。2003年，时任北京某
外资企业高管的张应龙，辞职回到榆林市
神木县治沙。17年里，他不断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完成人工造林40万亩，将植被覆
盖率从3%提高到65%。

电影中，张应龙半跪地扬沙的照片出
现在了学校大屏幕上。如今，除了生态林，
张应龙还在努力打造高产值经济林：林下
放牧、种植食用菌……他希望能够摸索出
一条治沙又致富的路子，让沙地里“长出”
更多“金蛋蛋”。

《回乡之路》单元里热闹的乡村和宽敞

的学校，让时隔多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闫
飞燕和助理杰西卡有些吃惊。这些场景的
取景地，是榆林市佳县的赤牛坬村和坑镇
中学。

赤牛坬村地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以
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村子。如今，赤牛坬村
不仅建立起了陕北民俗文化博物馆，还编创
了原生态实景剧《高高山上一头牛》，通过发
展陕北民俗体验游，封闭落后的赤牛坬村成
了国家AAA级景区。从以前的早起扫沙到
现在家门口就业，发展特色乡村文化游，让
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捧起了“文化
碗”，吃上了“旅游饭”，人人都挣得了“钱串
串”。刘生胜表示，去年全县共接待游客42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5亿元。

《回乡之路》讲述的是乔树林的故事，
更是千千万万治沙人与沙漠抗争的历史。
如今，人们不仅在沙地种绿，还在沙中淘
金。这片曾经“走石又飞沙”的不毛之地，真
正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揭秘《我和我的家乡》
背后的故事

开云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年的主题主
线工作，需要文艺工作者摇旗呐喊，立
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响应时代号召，
我省组织创作推出了一批“脱贫攻坚”
主题优秀作品，广播剧《美好时代》就是
其中之一。该剧讲述农村大学生林志立
志改变家乡山村贫困面貌，主动申请返
乡扶贫，扎根基层奋斗不止的青春故
事，紧扣时代重大主题，展现新时代青
年的使命担当、奋斗拼搏，谱写了一曲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广大贫困农村脱贫致富靠党和国
家“精准扶贫”的好政策，但要保持脱贫
成果，可持续发展，关键还在于人才，特
别是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的本土人才。
广播剧《美好时代》精准把握了这一关
键，把主要“笔墨”集中在返乡大学生林
志身上，设计了“修路迁坟”“移民搬迁”
等重重难题，特别是接手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劝说女朋友的爸爸搬迁才建的新
房子，一开口就碰了一鼻子灰……林志
一件一件事情去办，一步一个脚印艰难
向前走，有过迷惘彷徨，有过畏惧退缩，
但爷爷的鼓励引导、扶贫队孟队长的榜
样示范，使他从未放弃，而是勇挑扶贫
工作重担，不断磨砺锻炼，逐渐成长为
优秀的扶贫干部，交出了优异答卷。可
贵的是，剧情设计的重重难题，不是单
纯为了映衬林志的才华和成长，这些难
题在扶贫工作中非常具有典型性，真实
反映了扶贫工作的种种艰辛，剧中巧妙
化解矛盾、解决难题对今天做好农村工
作都具有启发意义。该剧还巧妙制造了

“爷爷作为老党员却带头反对修路迁
坟”“林志与田园园的爱情抉择”等悬
念，让矛盾冲突一波三折，营造了紧张
气氛，调动了听众的情绪，吸引听众持

续追剧。
广播剧是戏剧化的声音艺术形式，

没有视觉效果，全靠听众想象来理解人
物和故事，通过声音审美。遵循广播剧
这一艺术特征，《美好时代》的叙事线索
相对单一，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让听
众容易理解。剧中艺术塑造了农村扶贫
工作中的老中青三代人物群像。如，爷
爷是爱国为民、正直善良、坚毅不拔的
老共产党员代表；孟队长是热爱扶贫事
业、不惜牺牲生命的扶贫英雄代表；林
志和杜鹃是不畏艰难、扎根基层为理想
奋斗的青年代表。该剧通过简洁凝练的
解说词、鲜活形象的人物对话和演播人
员的倾情演绎，生动刻画了人物性格，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立体饱满。王峰演
播林志字正腔圆、精神饱满，却又不失
诙谐幽默，传递出年轻人的青春激情、
朝气蓬勃；周朝以略显沧桑的声音演播
爷爷，让听众感受到爷爷饱经风霜却不
改初心，始终慈爱坚毅。此外，真实的环
境声音和富有地方特色的山歌、民间音
乐等融入剧中，对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
性格刻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松
愉悦了听众的耳朵。

广播剧《美好时代》告诉人们不负
时代使命，不负人生精彩，对个人与时
代的关系尤其有着非常精到的阐释：

“人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但最大
的机会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的机遇！
就像是每个人都有梦想，但共同的梦想
只能是中国梦一样！党的富民政策，让
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最大的机会、
最有希望美梦成真的环境！”这个主题
表达不是强行附加的，而是贯穿始终、
与剧情和人物水乳交融、让听众心领神
会的。当然，该剧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
在有限篇幅内用于爷爷的“笔墨”过多，
削弱了林志的分量。

《
我
和
我
的
家
乡
》
：

家
国
情
怀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篇
章

木华

作家周立波在田间地头和村民
交谈，背景是清溪村的青山绿水，身
边是讲述春播秋收农事的村民。村里
鸡鸭成群，水中鲤鱼跳跃……湘籍雕
塑家黄剑创作的乡村振兴大型群雕

《山乡巨变》，近日获得2019年度“最
佳公共艺术成果奖”。该奖自2018年
设立3年来，黄剑是唯一连续三届获
此殊荣的女艺术家。如今，群雕《山乡
巨变》坐落于全国闻名的山乡巨变第
一村——湖南益阳清溪村，这是周立
波先生的故乡，也是他深入生活十年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小说

《山乡巨变》的地方。
黄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

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
变》是我少年时代读过的小说中，最
喜爱的中国农村题材作品 。《山乡巨
变》是一部散发着浓郁泥土芳香之文
学巨作，我在阅读时，思绪随作品中
活灵活现的人物命运变化起伏。”为
纪念周立波诞辰110周年和《山乡巨
变》发表60周年，黄剑满怀激情创作
了大型史诗纪念雕塑《山乡巨变》。

作品长 29.8米，高 9.98米，主体

采用青铜和花岗岩材质，作品背景塑
造了一只如书卷般展翅高飞的凤凰，
刻画了一幅清溪村青山绿水、春播秋
收、欢乐祥和的丰收图卷。前景青铜群
雕以写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塑造了周立
波当年回到故乡，在田间地头与农民
亲切交谈和深入群众调研农业合作化
时期乡村变化的感人场景。一边是鸡
鸭成群、鲤鱼跳跃、硕果累累的丰收景
象，表现了人民作家与人民的鱼水之
情，同时反映了勤劳智慧的益阳人民团
结协作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山乡巨变》雕塑创作历时一年
半，黄剑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采
访了众多有关人士，她多次到益阳清
溪村体验生活, 从雕塑概念稿到小
稿再到大稿，都在反复修改、不断完
善，付出了艰巨的努力。黄剑说，在这
期间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创作之
初，黄剑到益阳清溪村周立波先生故
居采风时，窗外飞来一只金色凤鸟，
在窗棂上欢呼雀跃，婉转鸣唱，呈现
有凤来仪、和鸣锵锵之吉象；创作之
中，黄剑在衡水创作基地冥思苦想之
际，金蝶飞临，翩翩起舞, 触发灵感，
为作品增添“蝶恋花”之神来之笔；创
作之末，正值盛夏，当黄剑带领团队

在保湿封闭的泥塑车间，冒着 60 摄
氏度的酷暑高温完成《山乡巨变》大
型泥稿创作时，已是凌晨 3 点，这时
一只金蝉飞落到黄剑手上，久久不肯
离去。周立波先生之子周小仪教授闻
讯赶到现场，一直沉默达十多个小时
的金蝉，突然一鸣惊人，为作品带来
吉祥圆满的福音。

为记录这些雕塑创作中发生的神
奇故事，黄剑特将金凤、金蝶和金蝉，
用她独创的七彩金工艺塑造并融入

《山乡巨变》大型雕塑之中，为湖南这
张艺术名片增添了神话般的色彩。

《山乡巨变》是一座深植于从湖
湘文化沃土、从田野中长出来的、散
发着浓郁乡土气息、为人民群众喜爱
的艺术精品，雕塑建成一年多来，得
到各界的一致好评，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更给地方乡村旅游业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湘妹子黄剑是一位有使命感的
雕塑家，从艺30多年来，她坚持“艺
术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思想和“用艺
术传播友谊，让世界更加美好”的艺
术理想，在世界各地创作 90 多座大
型公共雕塑，荣获了 40 多项国际国
内艺术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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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时代》：

以奋斗担当致敬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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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