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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木偶皮影优秀剧

(节)目展演闭幕

我市大型木偶剧斩获大奖

本报讯 8 月 12 日，广陵杯·第五届全国木偶皮影

优秀剧(节)目展演在江苏扬州闭幕，贵阳演艺集团木

偶剧团精心打造的大型红色题材木偶剧 《长征路上小

红军》， 在此次活动中斩获最佳剧目奖以及最佳编剧

奖、偶型设计制作奖、作曲奖，还有优秀个人操纵奖(3

人)等个人奖。

据了解，“广陵杯” 全国木偶皮影优秀剧(节)目展

演每四年举办一次， 为国内木偶皮影界最高级别的展

演活动。此次共有来自全国的 24 家木偶皮影院团共 26

台剧节(目)参加。 本次评奖分为三个等次：最佳剧目

奖、优秀剧目奖、传承剧目奖，另设各单项奖。

《长征路上小红军》耗时两年精心打造，该剧从贵

州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两个小红军战士的铜像对话

开始， 为观众掀开红军在长征路上可歌可泣的壮烈

篇章。 剧情始终贯穿着“长征路途千难万险，信

仰火炬永不熄灭” 的精神理念，通过讲述小

故事，颂扬大精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时讯

■相关链接

电影《极度危机》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

贵州沁和园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八一电影制

片厂、贵州向黔进旅游文化（集团）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贵州众隆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欧阳黔森

担任总导演、总制片人。 影片讲述了中国工农红

军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建立“黔大毕” 革命根

据地，红 17 师奉命在将军山阻击敌人，掩护军团

进行战略转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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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这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

主旋律电影”“成功树立了主

旋律电影拍摄的范本”“它既

是中国故事，又是贵州故事，也

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故事， 它是

能够超越时代的” ……

8 月 12 日下午， 由贵州省

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极度

危机》研讨会在筑举行，来自

省影协、 省评论家协会、 省作

协、省内高校，以及省内多家影

视行业及文化企业的专家、学

者等对该片各抒己见， 展开了

热烈的研讨。

肖江虹（省文联副主席、贵

阳市作协主席）：电影《极度危

机》 上映第二天我就去看了。

主旋律电影要达到一定的艺术

水准难度很大， 在艺术和思想

上做到一致就更难。 该片制作

方注重观众的观影感受， 很多

细节让我特别感动： 比如影片

中打仗前刨土豆吃， 只有对生

活非常了解的导演才能想到这

样好的细节。

观影后我更深地感受到，

这片土地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

影视题材， 而很多题材换个地

方是拍不出来的，《极度危机》

关注故事层面的同时兼具艺术

性， 成功树立了主旋律电影拍

摄的范本。

袁浪 （省影协终身名誉主

席）：这部电影我已看过两次，

觉得电影的结构非常紧凑，人

物非常集中， 故事情节跌宕起

伏，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向理想追寻、 向信仰致敬的主

题还能拍得这样好看， 情节和

人物处理得当， 同时又充满人

性的光辉，深深打动了我。

杜国景（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极度危机》从小故

事、 小人物、 小插曲进入大历

史，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从编

剧、导演到演员、摄影、制作，始

终在找尊重历史、尊重细节、尊

重地域文化元素的交叉点。 当

今不乏用小说等文学作品改编

成影视并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作

品，这方面贵州现在正在起步。

谢廷秋（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 贵州师大博士生导

师）： 这部电影实现了一种视

野融合， 得到了观看红色战争

片的全新体验。《极度危机》极

度震撼！

首先， 这部电影的名字取

得好。 电影中凸显了一次又一

次的危机， 情节的设置千回百

转，确实名副其实，有着先

声夺人的效果；其次，编

剧和导演的视野非

常开阔，颠覆了

单一的红色战争片，它既是

中国故事，又是贵州故事，也是具

有国际视野的故事，它是能够超

越时代的；第三，这部电影的画面

感很强，透视感、大片感很强；第

四， 电影中的语言很有特色，方

言和普通话混用，语言强化了人

物的性格，这是一大特色。

孔海蓉 （省作协组联部主

任）：电影《极度危机》洋溢着

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

主义， 它不仅可以称之为 “传

承红色基因、 讲好中国故事”

具体实践的典范， 让人们感受

到信仰的力量， 而且还向读者

传达贵州文学的价值， 展现影

视作品的魅力， 提升了贵州的

美誉度和知名度。

《极度危机》呈现出立意

高、故事性强、艺术表现手法多

样等特点。其中，在展示人性与

信仰的深刻命题时， 为观众再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以赤诚的初心和坚定的信仰

顾全大局的伟大壮举， 让我们

重温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

主义的具有人类共有的精神财

富的长征精神。

李效文（省影协副主席、贵

大人文学院副教授）：《极度危

机》 有四大突破。 一是主旋律

创作题材上的重大突破： 是多

年来首次对中共特科人员进行

正面描写的电影， 从人性的角

度写出了对历史的思考， 打破

了题材上的条条框框； 二是创

作形态的突破： 在中国电影史

上， 以如此大篇幅的细节描写

为主体的电影并不多， 它突破

了电影创作过分专业的局限

性，照顾了大多数观众的情绪，

这种创作形态是我们电影发展

阶段中的一种调和； 三是贵州

影视创作团队形象上的突破：

过去多是外来影视团队进行创

作， 这次我们看到了以贵州力

量为主体创作的作品， 这种模

式对未来贵州影视创作来说是

一种启示， 这可能会是未来贵

州影视创作的破茧路径； 四是

欧阳黔森个人艺术， 特别是影

视创作上的突破： 欧阳黔森将

他的感触放到影视化语言中

了， 体现出他已进入到一个新

的艺术领域， 实现了文学与艺

术新的融合。

陈常青（省影协副主席）：

《极度危机》故事新，影片吸收

了很多优秀国产片的素养；片

中的服装、化妆、道具及摄影等

都非常有真实感， 包括演员的

表现都非常真实， 于是电影就

让人感到非常真实； 片中的几

个小人物都让人非常感动，体

现了红军的英勇。

陈跃康（省影协副主席、贵

州地质文联副主席）：《极度危

机》是一部体现红色主题、长征

背景、战争题材、谍战情节及小

视角、小场景、小人物表现红军

战士铁血性格、英雄情怀、革命

初心与高尚信仰的新类型主旋

律电影。 其中谍战情节是贯穿

电影始终的故事线，其隐蔽性、

悬疑性、危险性紧紧抓住了观众

的心， 增强了电影的可观赏性。

影片作为新型的主旋律电影是

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尝试，也将开

启新类型主旋律电影创作与拍

摄的新时代，从而更加丰富中国

电影文化类型产品的市场。

郝南飞（省影协副主席）：

红军题材在贵州非常丰富，很

多经典都已经拍了， 同类题材

如何拍？ 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

很大启示： 很多小切口也能反

映宏大的历史背景。 这部电影

就从小故事展现了大历史，给

我们留下真实且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的成功对贵州影视发

展形成了新的推动。

庄立强 （省影协副主席、

贵州广播电视台影视文艺频道

副总监）：《极度危机》 的上

映，拉开了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的贵州序幕。 上映的时

间节点恰到好处， 这体现了贵

州电影在重大题材、 关键时期

的精准策划能力。

这部影片在史实的基础上

不偏不倚，准确表达，又能够切

中市场，吸引观众。影片不再拘

泥于说教式、 灌输式的革命历

史传播，而是市场化、商业化运

作革命历史题材。

张海冰 （贵大艺术学院副

教授）： 这部电影是向信仰致

敬。 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

真实， 他们的信仰是刻在骨子

里的， 但也没有像过去影视剧

中的脸谱化。

第二个感受是， 原来贵州

的主旋律电影可以这样去拍。

贵州的影视剧， 提到红色电影

大部分都是遵义会议、 四渡赤

水等历史著名事件， 这部电影

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表达，这

是第一次。

第三点， 整部电影充满了

戏剧张力和克制。 这种克制非

常难得，没有脸谱化的面孔，也

没有口号， 演员表演也非常克

制， 但这种克制恰恰流进了我

们心里。

唐煌 （省影协微电影委员

会主任）：电影《极度危机》的

美术与摄影非常棒， 视觉和画

面质感、 景深的处理， 层次分

明 ， 呈现效果与好莱坞大片

《战马》《血战钢锯岭》影片非

常相似。

在配乐上， 该片大量使用

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配乐与情

感的交融和推进做得非常不错，

后期的音效和拟声细节做得非

常精细，风的声音、草的声音、燃

烧和烟雾的声音等，都营造出一

种情景，仿佛发生在身边。

研讨中， 省影协影视产业

发展中心主任任建强、 作家雷

智贵等还就影片的宣传推广等

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希望

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电影，感

受理想与信仰的力量。

我省专家学者点赞电影《极度危机》———

主旋律电影的又一突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文 / 图

《极度危机》海报。 （资料图片）

研讨会现场。

羽下丹青助脱贫

彝族姑娘张华出生在云南省石屏县龙朋镇， 自幼爱好彝族刺

绣，2009 年开始学习羽毛画并逐渐掌握了这项技艺。 2016 年，为了能

帮助更多的当地妇女，张华在石屏县文庙里建立了教学点，免费传授

刺绣和羽毛画技术，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 “绣美彝山刺绣专业

合作社” ，让妇女们一边完成订单一边接受技能培训，同时利用互联

网众筹资金扩大培训范围和经济效益， 帮助越来越多的当地百姓脱

贫致富。 ����江文耀 文 / 图

民族民间文化

关注

张华向游客展示她制作的羽毛画。

整理用于作画的羽毛。

《哪吒》高票房

仍是偶然现象

一寒

《烈火英雄》《使徒行者 2》《上海堡垒》等新片的

公映，没能阻止《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票房持续升高。

上映 16 天后，《哪吒》票房便已突破 33 亿元，猫眼对

该片最终票房的预测， 也达到了 47.5 亿元， 这部国产

动画片的成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可以称为“奇迹” 。

“奇迹” 是如何炼成的，这让人好奇。 这几天社交

媒体上传播的一个段子，或能说明问题，这个段子说的

是：《上海堡垒》有知名导演，有流量明星，有大投资，

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导演几乎毫无名气，三四年不出

门，创作过程也屡屡受挫，如果让投资人选择的话，那

么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上海堡垒》这个项目，结果

呢？ 《上海堡垒》有可能赔 3 个亿，而《哪吒之魔童降

世》则有可能赚 30 个亿。

这个段子说明了国产片突围并制造“奇迹” 的两

个原因，一是原创不要跟风，二是要有恒心、耐力，拿出

足够优质的作品，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战狼 2》

《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大圣归来》 等高票房电

影，无不符合这两个标准。

通过国产电影票房榜排行来看， 能够影响电影市

场的创作力量，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曾经的著名导

演已经退居二线甚至三线，杀到榜单前列、动辄获得

几亿元、几十亿元票房的导演，很大比例都是横空出

世的新人，并且不乏新人导演，凭借第一部院线长片

一战成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我不是药神》

的导演文牧野，凭借这部电影，他已经拿奖拿到手软，

俨然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年轻导演，这是很值得深思

的一件事情。

在动画片领域， 给予新人的机会似乎更多，《大圣

归来》的导演田晓鹏，《大鱼海棠》的导演梁旋、张春，

都是第一次导演动画长片就大获成功，《哪吒之魔童

降世》的导演饺子，也是第一次拍动画长片，虽然无望

与吴京争夺国产票房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 但与郭帆

争夺第二名的位置还是有希望的。 国产动画能有此票

房成绩，也大大提振了动画电影工作者的士气。

新人导演之所以在电影的各个题材创作上大放异

彩，和他们有热情、有野心、没包袱、没退路有关系。 和

已经成名的导演， 陷入资本与市场的纠葛中痛苦不已

相比， 新人导演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对剧本与制

作的打磨，而中国观众对于国产片的创新又非常敏感，

一旦发现有佳作面世，总是用超乎寻常的观影积极性，

将其捧到一个极高的位置。

坦率地说，国产片票房 20 亿元以上的作品，其质

量能与票房成绩成正比的凤毛麟角。 之所以能够获得

如此高的利润，得益于中国快速扩大的观众群，以及看

电影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另外，如果接连几个

档期没有佳作入市，遇到好片之后，中国观众会有一种

类似于“报复性消费” 的心理，释放自己对国产片的支

持热情。于是，“天时地利人和” ，成为衡量一部电影能

不能获得高票房的主要说法，而在剥离掉所谓的“天

时地利人和” 之后，只明明白白剩下一点：与时代同

步、与观众同心的电影，永远能博得大家的青睐。

《哪吒之魔童降世》在热映之后，也带来了一些争

论，其中有观点认为，影片通过刷新哪吒的形象创造了

新的神话人物的看点， 但在人物性格与故事逻辑等方

面，也存在不少的缺憾与瑕疵。 之所以影片能够大卖，

在于它把握住了当下主流观众的脉搏， 任性但是关键

时刻有原则的哪吒，“我的命由我不由天” 的哪吒，是

符合时代情绪与年轻人价值观的，在这版新哪吒身上，

许多人看到了自己。

虽然《哪吒之魔童降世》取得惊人票房，成为“国

漫崛起” 的标签，但将其放在浮躁的整体创作环境与

市场环境下，放在更多动漫企业生存艰难的背景下，它

的高票房仍然只能是一个偶然现象， 它的成功很难被

复制，动漫人才与电影的更多融入，资本急功近利的切

入，很容易导致动漫电影成为下一个泡沫集中地。

在为《哪吒之魔童降世》鼓掌的同时，人们更应该

脱离对单一作品的关注， 仔细想想国产电影的

成功如何才能做到不依靠“奇迹” 来壮胆，而是

通过大量优秀作品的支撑形成一个可以良

性长久发展的市场。

评弹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