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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乡》：将人生诗篇写在家乡土地上
龚金平

提及“家乡”，很多人涌上心头的是“乡
愁”。“乡愁”具有怀旧的意味，暗示“故乡”难
以回去，成为人们心中眷恋却只能在感伤中
抚弄叹息的“精神飞地”。

而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这些预设
的情感向度无不落空。影片没有隔着遥远的
时空距离去深情回望“家乡”，更不想渲染低
沉缠绵的思乡之情， 而是立足 “希望的田
野”，以刚健明朗的人生态度，践行建设家乡
的朴实志向。

在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和我
的家乡》将温情的目光投向农村，关心农民
的生活、发展以及生存环境，是一种难能可
贵的创作视野， 流淌着淳厚的人道情怀。影
片对农村的情感立场，不是带着优越感的俯
视，没有将乡村与城市进行对比，而是以大
量饱和的色调、气势磅礴的大远景，突出农
村所具有的特性与气质。

强调根植于祖国大地，在家乡的土地上
写下人生的壮美诗篇，这是《我和我的家
乡》鲜明而感人的价值取向。影片的第四
个故事《回乡之路》中，高老师目睹沙尘暴
肆虐，对学生说的不是“好好读书，将来离
开这里”， 而是 “学好本事， 让这里变个
样”。从“离开”到“回归”，这是时代潮流的
一次调整、一次反思，也是影片对“祖国富
强，一个都不能少”的生动表达。类似的情节
和主题设置， 还包括董科学 （《天上掉下个
UFO》）帮助王村主任建设科技示范村；乔树
林（《回乡之路》）在发财之后捐建学校，带
领农民种苹果；马亮（《神笔马亮》）不忘自
己是农民的儿子，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也要
做扶贫干部。

《我和我的家乡》力求面面俱到，在地域
上遍及北方、西南、东部、西北、东北；人物身
份以农民为主，涉及农民工、农村基层干部、

农村小学教师、从农村出来的“成功人士”、

下乡的扶贫干部；在主题上则肯定了国家政
策、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支持与促进，赞颂了一批扎根农
村、建设农村、反哺农村的先进人物。

从五个故事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影片的
表达路径非常清晰：国家在政策层面解决了
农民看病难的后顾之忧，为农村派驻了得力
的扶贫干部，加上道路基建已深入祖国的每
一个角落，通过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农民积极
探索和勤劳肯干，中国的农村在不断努力编
织更美好的图景。

可以感受到，《我和我的家乡》的编剧的
思路类似拼图的制作流程， 先有一个全局

性的设计蓝图， 然后将这个蓝图拆分成五
块，由观众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案。这种编剧
思路本身没有问题， 但若过于精巧难免显
得刻意，处处求周全反而落于呆板。这就不
难理解， 影片为何会出现逻辑难以自洽的
地方： 有时为了表现主题过分依赖人物的
高调宣讲， 为了推动情节使人物沦为编剧
手上的“工具人”，为了煽情虚设每个人物
都至纯至善， 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不惜使情
节夸张。

影片可能也意识到有些人物和情节不
够自然，于是选择了喜剧片的样式，以打造
轻松活泼的观影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些

不合理的桥段可以因喜剧效果的需要而得到
观众的理解和认可， 在笑声中忽略逻辑的牵
强，在煽情中忘却人物形象的单薄。为了符合
喜剧片的定位，影片的五个故事都有集中明确
的戏剧冲突，或是为了省手术费，或是为了揭
穿 UFO骗局， 或是为了让一位失忆老人重温
最后一堂课的情景， 或是为了推销沙地苹果，

或是为了骗过妻子去农村扶贫。影片在冲突设
置、情节安排上做到了紧凑合理，使主题得到
了简洁有力的表达，使喜剧效果因冲突的迂回
转折而自然登场。略显不足的是，五个故事都
力图凸显现实的底色、 观照真实的农村建设，

但当影片沉醉在演员表演、 人物身份的错位、

误会与巧合中不可自拔时，其幽默有时是来自
情节的“强行推进”、来自人物没来由的淳朴与
善良。

总体来说， 影片是写给农村以及农村人
的一封情书，也是写给时代发展的一曲赞歌。

影片对中国这些年的农村建设、 扶贫工作进
行了全面肯定，情感基调积极健康，风格明快
活泼，将歌颂与煽情熔于一炉，让观众深受感
动与鼓舞， 并在内心回荡着朴素又深沉的爱
国、爱家之情。

当然，一部影片不可能担负太多的社会功
能，更不负责解决现实问题，它只要展示社会
生活的一个方面，勾勒某个阶层人物的生存状
态与精神面貌，向观众展开一幅具有“奇观性”

的生活画卷， 并能引起观众的感触与共鸣，进
而表达特定的观点， 这样的影片已经是成功
的。但我们仍然要强调，喜剧电影应该在喜剧
情境中融进一定的喜剧精神，在嬉笑怒骂的姿
态中，使“笑”具有社会意蕴和审美意蕴。这就
要求创作者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对历史或生活
进行个体性的反思与观照，以一种透彻的洞察
力对历史或生活中的矛盾性、局限性有敏锐察
觉，以一种温和的姿态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
心态进行捕捉、挖掘、鞭挞、嘲讽、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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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在
一起》开播以来，获得了高收
视、高热度。该剧由《生命的拐
点》《摆渡人》《同行》《救护
者》《搜索：24 小时》《火神
山》《方舱》《我叫大连》《口
罩》《武汉人》十个相对独立
的单元故事连缀组成，刻画抗
疫群像，再现式描摹时代记
忆。从坚守第一道防线的武汉
当地的医护工作者到星夜驰
援的各地医疗队员，从争分夺
秒的火神山医院建设者到误
入武汉却投身抗疫的青年志
愿者，从细致耐心、有勇有谋
的疾控疫调人员到攻坚克难、
争先复产的民营企业主，从任
劳任怨、委曲求全的社区工作
者到自救互救、守望相助的普
通病患与市民……《在一起》
为观众铺展了一幅众志成城
抗击新冠疫情的图卷，完成了
对抗疫英雄的礼赞。
“时代报告剧”是国家广

电总局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以
较快速度创作、以真实故事为
原型、以纪实风格为特色的电
视剧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为
己任，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真
善美为创作目标。这一概念，随
着《在一起》的大火，令笔者感
到中国的影视作品似乎开始找
到某种讲述、报告中国故事的
有效路径，这种模式能让观众
接受，能让观众记住，还能让观
众感动。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如《在一起》这样塑造群体
英雄、平民英雄，是一种值得进
一步探索的叙事模式。
《在一起》并没有一个绝

对的主角。即使具体到每一个
单元，也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是
围绕一个主要角色展开的。于
是，在我们记住得了渐冻症仍
然坚守一线的张汉清院长、坚
持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快
递小哥辜勇、一心想挣钱却毅
然转产捐赠口罩的企业家梅
爱华等这些主角的同时，我们
同样也为面对疫情崩溃却坚持
的护士平小安、为保护家人长
期住在车里的院长谭松林、蹬
着自行车走 500 里地返回武汉
的社区医生荣意、为了凑齐一
套呼吸机跑得要断气的医生方
锦等人物而深深感动。作为抗
疫英雄谱的《在一起》，不是某
一个超级英雄的单人雕塑，而
是一幅群像，是所有为这场战
斗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的英
雄的一座集体丰碑。我们的先哲对于国家社会的
理想状态就这样描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事实
上，迩来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果，远溯我们改革建设
过程中取得的任何成就，无一不是每一个中国人
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换来的。或许
我们每个个体，多数都是平凡而渺小的，但正如查
琼芳医生在她的《查医生援鄂日记》中写的那样：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
都在发一分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如何更深
动、更准确地向世界报告中国的协同、合作文化所
孕育出的集体英雄主义故事，这或许是时代报告
剧创作者今后应深入思考的课题。

有评论说，《在一起》是一部坐在观众泪点
上的作品。作为一部抗疫题材的主旋律作品，《在
一起》之所以打动观众、唤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在于始终坚持平民视角、坚持真实讲述。它以一
种真实且细腻的平视视角，记录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人们平凡中的不平凡。没有谁是天生无惧
无畏的，也没有谁是从来无我无私的，年轻护士
遇到病人喷射的痰液会下意识地躲开，社区工作
者遇到居民不配合与误会责难会觉得委屈甚至
崩溃……但面对疫情，他们选择了勇敢，选择了
高尚。吵着要辞职的护士一直坚守岗位，掉到钱
眼里的老板积极组织捐赠口罩，一心想逃离武汉
的志愿者立志要做重症病区护士的守护神……
这些面对疫情内心有恐惧、有焦虑、有犹疑、有情
绪，却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而战胜这些负面情
绪与性格短板的普通人，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真实
的英雄。人们说，“每一次基于爱与责任的挺身而
出，都是点亮黑暗的温暖火花。”
《在一起》并没有回避人性中不那么美好的

部分，但它更捕捉到了人性的善良与高尚被点亮的
过程。在疫情突如其来的当口，人们有忧有惧，有怨
有尤，而每一个基于爱与责任的挺身而出，正是中
国式的平民英雄。无数平凡英雄凝聚成一个英雄群
体，而身处英雄群体之中，更多的平凡人会成为英
雄。有人说，《在一起》以收视口碑和话题度，再一
次证明了，“真实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就是时
代报告剧成功的首要原因。事实上，从《历史转折中
的邓小平》《大江大河》到《在一起》，中国的电视
人已经创造出一批为观众所接受的表现平凡英雄、
群体英雄的中国故事。这样的尝试是否能形成更为
成熟的中国故事的报告模式，是否能够让世界听
得懂、愿意听，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从《夺冠》中看懂热爱的力量 程果儿

电影《夺冠》从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美
女排交锋时刻开始。 确实是绝好的切入点，

足够尴尬。曾经的铁榔头、如今的美国队教
练，挑战中国女排、直面祖国观众与旧时挚
友。我不禁想，郎平心中该是怎么样的五味
杂陈？

影片伊始，中美两队甫一交手，电影闪
回至改革开放之初。自 1978 年起，中国人
开始接收新色彩、新气息，新鲜事物浩荡而
来。但中国跟发达国家之间，还差着一大截
距离。

那些 40多年前的影像， 看得我一阵阵
起鸡皮疙瘩。它们与我如此贴近，或者说，我
便是由这些东西哺育而来。

那时候，中国太需要证明自己，体育是
途径之一。如我预期，《夺冠》自带催泪效果。

吴刚饰演的老教练把第一代女排姑娘虐得
遍体鳞伤，又总在适当时候安抚激励她们，

过年时请来父母、饭后推心置腹。又当司令
又当政委，铁腕里有体恤，强硬中有柔情。

姑娘们一遍遍翻滚冲撞，膝盖的骨头坏了、

手上的皮烂了，不断哭泣、吼叫，可是，依然
会咬牙坚持下来。 为的是———祖国需要那
块奖牌。

电影里具体铺陈的三场赛事，解说画外
音、快慢镜头切换、定格、特写，观众的心与
眼完全被舒展昂扬的运动躯体和赛场上的
紧张气氛攫住。最让我难忘的，是姑娘们战
胜日本队后的一段空白音效。银幕上，观众
激动欢呼、挥舞国旗，姑娘们拥抱哭泣，慢下
来的镜头中，声音消失，但是，观影者的心中
震耳欲聋。

陈可辛导演对于选角十分用心。年轻郎
平由她的女儿白浪饰演，不算漂亮，有宽宽
的原生态眉毛和青春痘。但是真实，那是第
一代女排姑娘应有的模样。其他女排姑娘也
多由真正的排球队员饰演， 脸型不标准，除
却高之外身材并无可观。但是，在球网前，她
们重现第一代女排姑娘的力与美，更用爱国
心与不屈精神感染观众。彭昱畅、黄渤分饰

陈忠和教练青年与中年时期，两人的表演衔
接自然。陈忠和不像老教练那般沉重，对待
队员更多理解并乐于轻松调侃，带领女排重
攀高峰。

2013年，郎平重回国家队执教。蒙太奇手
法衔接起开会商讨、挑选队员、严格训练的场
景，郎平在重重阻力与质疑面前泰然处之。

郎导出国学习跟执教美国队的经验，于
新一代女排而言是幸事，因为主帅拥有了国
际视野和更超脱的体育精神。新一代女排队
员全部由本人出演。较之前辈，她们漂亮阳
光，但是组队之初，支撑队员们在球场上夺
冠的动力却越来越少。所以，有人选择离开、

有人迷惘徘徊。聘请外国教练、吸纳更多队
员、取消主力与替补之别、好好休息大胆恋
爱，一切的一切，都让上级大跌眼镜。关键
是，郎平还允许她们失败，一次，又一次。

1979年，郎平在国家队刻苦训练，没有
好场地更没有国外已经启用的计算机，只能
拼吃苦精神；2013年，回国做教练，多年的超

强运动已让她伤痕累累。她知道，如果背负太
多东西去打球，人生并不会因此更美好。她说：

我不要她们只做优秀的运动员，她们还要做优
秀的人。她要队员们明白，打球如果需要理由，

“热爱”应该放在第一位。经历太多的赢，她可
以更好地反思输：只有内心足够强大了，赢才
不是比赛的唯一价值。

电影细致刻画了郎平引领朱婷成长的过
程。有鼓励、有鞭策，有打压、有疏导，郎平告诉
朱婷：你永远不能成为“我”，要成为你自己。这
也是那英和王菲在片尾曲中所唱的主题———

我是由我自己雕刻。 近 40年巨变， 让郎平明
白， 新一批女排姑娘无须用血与泪来打比赛。

终于，在一次次失利后，姑娘们打出自己的节
奏，在与巴西对决时屡出奇招、反转战局。在登
上领奖台时， 可以一起用脚敲出欢快节奏，幸
福于为祖国争光， 更享受体育本身的快乐。我
想，郎平提出的热爱跟享受排球的理念，是女
排复兴的原因，也让姑娘们重新成为现代国人
精神领域里的一股力量。

国产动画的“故事新编”需要深层叙事 李 愚

《姜子牙》 是国庆档关注度最高的电影
之一，其上映首日 3.5亿元的单日票房，创下
中国动画电影上映首日的票房纪录，也是动
画电影首次在国庆档取得单日票房冠军。

因与去年的年度票房冠军《哪吒之魔童
降世》联动，《姜子牙》上映前就获得超高关
注度和讨论度。 这一热度也转化成票房佳
绩。不过，不同于《哪吒之魔童降世》几乎众
口一词的好评，《姜子牙》在口碑上出现两极
分化的评价。究竟，在哪一维度上《姜子牙》

做出了创新？《姜子牙》又缘何招致非议？

《姜子牙》导演在采访中说，电影将为观
众呈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姜子牙。电影如何对
姜子牙进行“故事新编”，体现的是主创者的
原创力。

在公众的认知里，姜子牙首先是一个历
史人物。他是西周王朝第一开国功臣，文献
记载中充分凸显了他的军事才能。比如《诗
经》“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
父，时维鹰扬”，讲的是牧野之战中的姜子牙
像一头飞扬的雄鹰。《史记·周本纪》 也有类
似记载。

姜子牙亦是一个文学形象。比如宋元时

期的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中，姜子牙是大军
师，胸有成竹、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明代出现的以《武王伐纣平话》为蓝本的《封
神演义》， 姜子牙的文学形象有了比较大的
转变。

《封神演义》一方面凸显姜子牙运筹帷
幄的军师形象，另一方面也赋予姜子牙更多
作为“人”的气质。他 32?上昆仑山，72?还
没成仙， 元始天尊就派他下山辅佐周室，并
完成封神大任。 下山后他过的也是普通人的
生活，娶了 68?的马氏为妻，婚后卖笊篱、卖
干面、开饭店、贩卖猪羊等，都没有成功，马氏
骂他是 “饭囊衣架， 惟知饮食之徒”“无用之
物”。归纳来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有大器
晚成、大智若愚的一面，也有惧内和懦弱的一
面。小说“造就”了后世一系列影视作品对姜
子牙的刻画———常以鹤发童颜的形象出现，

要么被神化，要么神化的同时也凸显出他普
通老头絮絮叨叨、惧内木讷的一面。

令人惊喜的是，《姜子牙》作为国内首次
将姜子牙作为主角搬上大银幕的动画电影，

完全不拘泥于《封神演义》，而对姜子牙的形
象做了充满原创性的“故事新编”。

《姜子牙》说的是封神大战之后的故事。

姜子牙率领众神战胜狐妖，推翻残暴的商王
朝，赢得封神大战的胜利，功成名就，即将位
列仙班。但在奉命处死危害人间的九尾狐妖
的紧要关头，他竟然违命放过了狐妖。因为
他发现狐族体内有一个人类小女孩，若斩杀
狐妖，那么无辜的小女孩也将丧命。

姜子牙由此与天尊发生了价值观上的龃
龉与冲突。天尊认为，舍一人而救苍生，是神
的宿命。姜子牙认为，不救一人，怎救苍生？

于是，姜子牙从“众神之长”跌至“三界
败类”。白雪皑皑，冰冻人间。草笠蓑衣，独钓
寒江。

待须发皆白的姜子牙斩断九尾狐妖与
小女孩的同命锁后，再登天梯，众神之长的
位置等着他就坐。但姜子牙不下跪，不领赏，

不畏十二金仙的厉声恫吓，无惧天尊施加的
神罚，踏破宫楼阙宇，斩断天界与人间的最
后一根“同命锁”，毁灭了天梯。

这是姜子牙的高光时刻。他打碎了人间
的神， 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做自己的神。

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全家欢属性不

同，《姜子牙》是一部成人向动画片。主创者不
仅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姜子牙形象，姜子牙
所带有的强烈反派色彩，在影视作品的人物走
廊里也没有太多先例。

单纯从立意的高度和深度来讲，《姜子牙》

达到了国产成人向动画片的较高水准。包括这
部动画片的美术、特效和画风，也是近些年来
同类制作中的出众者。 比如开场的 “封神大
战”，大量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无论是
用色、分镜还是气势，均令人击节。

电影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归咎于主创者
并没有把这个深刻的故事彻底地电影化和审
美化。比如部分剧情的衔接缺乏逻辑上的说服
力，一些深刻的理念通过喊口号传达，人物的
成长缺乏曲折与变化，等等。

《姜子牙》充分体现了国产动画片与好莱
坞动画片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我们的动
画人也能够立足于传统并传递价值观。不足之
处在于，讲故事的能力。一个好的故事不仅仅
是它有一个深刻的主题，还在于它有流畅的剧
情、有经得起推敲的逻辑、有丰富饱满的人物
群像。这一点是《姜子牙》尚可努力的地方，也
是国产动画需着力提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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