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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海

由万济江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宋禹主演的
电影《李学生》正在全国公映，该片艺术地再现了一位
平凡人的英雄形象：片中的李学生，像当年生活中的李
学生一样朴实厚道，他拾金不昧、舍己救人，身上体现
着正能量。影片借此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主旋律。

李学生是十几年前涌现出来的一位凡人英雄，时隔
十几年，再把他的事迹搬上银幕，当下的人们还喜欢看
吗？说实话，这种担心开始我也是有的。然而，在观片
的过程中，我却被剧中主人公李学生的行为深深感动
了，同时，我也看到前后排的观众都很感动，整个影院，
没有走动的，也没有提前离场的，直到最后字幕出完，人
们才站起来热烈鼓掌。

综观整个剧情，看不到什么重大事件，也没有什
么激烈的戏剧冲突，更没有人为地制造什么戏剧悬
念，影片展现给观众的只是一幅幅朴实无华、真切可
信的生活画面和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人物。而影
片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就在于它的真实，在
于它真实的力量。比如影片一开始，就真实地再现了
典型环境中的一幕：李学生的邻居办喜事，他不想去，
因为给病故的妻子看病他借了不少村民的钱。后来，
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一个年轻人迎面就讨债，搞得
他很狼狈……这个场面，使观众想到贫困，把李学生
作为一个常人来同情。又如李学生去夜市吃饭捡到
一个装有两万元的包，失主却是他刚到温州打工时认
识的企业主的妹妹张兰。她知道李学生家中欠债，问
他“为何不拿去还债”，他说：“不是我挣的钱。”看了这
场戏，一个大写的“人”字出现在观众眼前，让人感到
中华民族的道德力量是多么伟大！

大凡感动人心的作品都离不开情。电影《李学
生》的魅力，还在于大笔写情，以情感人。在这方面，
影片通过“以乐景衬悲情”的手法，极大地产生了催人
泪下、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比如厂里完成订单任务
后包饺子，馅不够了，李学生去买，沉浸在欢乐中的人
们却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李学生和他们的最后一面，
当李学生路过铁路时，看到远处驶来的火车，二话没
说，就奋不顾身上前抢救正在铁轨上玩耍的两名儿
童，儿童得救了，他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几分
钟前欢乐的场景戛然而止，震撼人心的举动，把那种近
乎极致的悲壮之美推向了高潮！看到这里，极大的感
情波澜，会使观众和影片中的人们一样，情不自禁地流
下眼泪……可见，情是连接作品与观众的纽带，是强烈
的情感与鲜明的人物形象织成的一幅幅情景交融的画
面，使观众在影院得到了享受，受到了感染，从而达到
了余味无穷、难以忘怀的艺术效果。9

□吕冠兰

去年 5月，由印度著名演员阿米
尔·汗主演的体育电影《摔跤吧！爸
爸》在我国上映，曾赢得一片叫好声，
斩获近 13亿元票房。时隔一年多，
而今，另一部摔跤题材的印度电影
《苏丹》又在我国院线上映。

《摔跤吧！爸爸》是有现实意义
的。在刚刚落幕的雅加达亚运会上，
印度选手维内什夺得女子摔跤 50公
斤级的冠军，她正是《摔跤吧！爸爸》
的主角原型、印度摔跤名将马哈维
亚·辛格·波加特的亲侄女。

和《摔跤吧！爸爸》主打亲情并
由真实事件改编不同，《苏丹》讲述了
一个虚构的故事，由萨尔曼·汗饰演
的苏丹为爱练摔跤，在得到快速成长
的同时，也抱得美人归。此后，他和
妻子又一同参加奥运会，而且获得了
奥运金牌……

如果说《摔跤吧！爸爸》探讨了
女子练习摔跤并夺得冠军的可能性，
那么《苏丹》则是探讨中年男人如何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取得平衡，两部电
影虽然同为摔跤题材，但因切入的角
度不同，从而展现了不同的精彩。

印度体育题材电影不断出现，并
在我国连续产生影响，这一现象很值
得中国电影人深思——

俄罗斯的整体体育水平不如我
国，却能拍出质量不错的《花滑女王》
和《最后一球》；日本的乒乓球被我国
碾压，却能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恋
爱回旋》；在历届亚运会、奥运会上获
奖寥寥的印度，却能拍出神作《摔跤
吧！爸爸》和质量尚可的《苏丹》。而
我国，尽管已经是奥运赛场上的金牌
大户，在亚洲的体育实力对其他国家
形成碾压之势，但体育题材的电影不
仅数量有限，还缺乏惊喜。如此局
面，确实值得我们反思。9

或许对业已结束的第 18 届雅加

达亚运会醒神较晚，近期，体育题材

的电影相对集中。继上周末国产动

漫电影《足球王者》和印度电影《苏丹》

上映后，本周末，又将有两部体育电影

上映，分别是马来西亚华裔导演马逸

腾执导的传记励志片《李宗伟：败者为

王》和由贝利本人特别出演的美国体

育传记电影《传奇的诞生》（左图为

海报）。前者根据马来西亚羽球天王

李宗伟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他从

大山脚下的小镇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世

界羽坛天王的励志故事。后者讲述了

球王贝利儿时从贫民窟的擦鞋童，靠

自己的努力克服重重阻碍，逆转绝境

成为足球世界最强者的故事。

□吉水

1981 年，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
战胜日本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夺得世
界杯桂冠。胜利时刻，或围坐在黑白
电视机前、或通过收音机收听现场解
说的亿万中国人沸腾了。

伴随着神州十亿群情激荡的狂
喜，一部以排球运动为题材，反映我
国女排运动员训练、生活、感情的体
育电影《沙鸥》也在那一年适时上映。

影片《沙鸥》讲述的是中国女排
运动员沙鸥经历伤病、失败、爱人罹
难的种种打击之后，依然坚强地重振
精神，为排球事业奉献全部生命的故
事。在电影中，沙鸥初为国家女排队
员，带伤参加国际比赛，决赛时中国
队以两分之差获得亚军，归途中，沙
鸥痛苦地将银牌丢入大海：“我要的
是金牌，不是银牌。”这句回答队医的
话说出了一代运动员心中的崇高追
求，也体现了那一代运动员勇于争胜
的精神风貌。

此后，沙鸥出任国家女排队教

练，当双腿瘫痪的她通过疗养院的电
视屏幕看到经她培养的年轻一代女
排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打败对手，夺
得冠军的时候，她激动地流下了幸福
的眼泪。

影片《沙鸥》的上映，值现实中的
中国女排在国际赛场取得辉煌成绩，

“女排精神”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激励
社会人心的超强“正能量”时，令人看
后别有感触，银幕上的艺术形象与现
实生活交相辉映，其独特的内涵迅
速、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

体育比赛，永远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智慧、体魄和精神风貌的展
台；体育电影，则是反映这些的一面
声画之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
国力的提升，中国体育获得长足进
步，运动员在世界赛场获得的金牌越
来越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
排在刚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再
一次获得冠军。作为时代精神沉淀
的“女排精神”，欣慰地有《沙鸥》为
镜，今天的中国体育，也需要更多的
属于自己的体育电影为镜。9

《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
谈改革开放》

新望、高尚全等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8

月出版

本书由《经济观察报》研究院
院长新望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等著，
汇集了国内四十余位经济学大
家的文章，检视中国改革开放所
走过的道路，详细回顾和梳理 40
年的成就、经验，系统阐述了为
什 么 改 革 开 放 被 称 为“ 伟 大 觉
醒”“活力之源”“关键一着”，并
以新的视角探讨了新时代的改
革之路。

全书共分回顾与展望、市场化
改革、发展与转型等多个部分。9

□任芮欣

这个暑期结束的时候，一部反映校园生活的电影《大
师兄》走进观众的视野，成为众多中学生热捧的影片。

这是一部融合了校园题材与动作元素的故事片，
人们熟悉又陌生的教学场景与酣畅淋漓的打黑除恶场
面相得益彰，让观众在紧张与笑声、认同与感动中享受
到观影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给人带来的思
考：在赢得市场、收获票房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影片既
有娱乐性，又能讲好人生道理，教育青少年面对挫折充
满信心勇往直前，走好人生路？《大师兄》在这方面做了
很好的探索与尝试。

影片讲述的故事既普通又典型。从美国回到香港
的退伍特种兵陈侠，感恩母校曾经给予的爱与宽恕，自
愿放弃正常待遇，成为母校一个“问题班”的班主任。
经过与一群顽劣少年的斗智斗勇，他用自己的知识与
胆识，真心与爱心，武功和担当，降服了一众差点儿被
开除学籍的问题中学生，使一群迷茫无助的少年学子
重拾信心，扬起生活的风帆。而“大师兄”这个称谓，正
表达了那群少年对陈侠这位老师的尊敬与认同，也反
映出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当一所三流的学校和一批被认为三流的学生结合
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学校放任自流，学生自
暴自弃。但也总会有让人感动的例外，学校励精图治，
师生发奋图强，终于成功逆袭。无私且无畏的“大师
兄”正是这样一个破冰者，在他的感染与带动下，正能
量开始在学校传递，读书学习成为昂扬的主旋律。

顽劣的学生我们在生活中几乎都见过：要么好勇
斗狠以拳头说话，要么自由散漫捣乱滋事，要么自暴自
弃破罐破摔。仔细观察这些“问题少年”，我们就会发
现，他们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或者缺少家庭温暖，或
者被人欺凌蒙受冤屈，或者不被重视遭遇白眼，势单力
薄，弱小无助，于是满身长刺而自我保护。“大师兄”陈
侠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熊孩子”。是充满爱心的老校
长不抛弃不放弃，终于用爱心融化了他心中的坚冰，使
之成为一名勇武的军人和知恩图报的老师。同样，陈
侠也传承了这种爱，用他的坚韧和信心赢得了师生的
尊重，用他威武不屈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拥戴。

孔子说，有教无类。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是纯
洁、无邪的，问题少年们身上的“问题”，肯定有解决的
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需要老师们寻找到打开每
一把锈锁的金钥匙——用爱心熔铸，用知识锻造，用精
确打磨。

“人生应该有梦，否则人生不是太不丰富吗？”影片
的最后，引用了胡适先生很长的一段话，告诉即将毕业
的学子们，现实在考验他们的道德力和理想性，在考验
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说：“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
是如此的。我们是否能撑得住，就在这个关头。”

愿学校里多一些这样的“大师兄”。2

●作家杨晓升的中短篇小
说集《寻找叶丽雅》近期由鹭江
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寻找
叶丽雅》《丢人》《溅血的城市》
《赌村》等十篇作者的代表作
品，选材跨越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将近 30年，作者用真
诚的笔触，表达了自己与人民
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字
里行间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特
征，其不断跃进的语言表达方
式，也带给读者一种奇特的阅
读体验。9

●由吕乐导演执导，姚晨、
马伊琍领衔主演的电影《找到
你》将于 9 月 30 日国庆档上
映。9月 4日，影片在省会郑州
举办了试映活动。作为 2018
年国庆档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
片，《找到你》讲述的是两位身
份不同的母亲因一名孩子产生
命运交错，在重重矛盾困境中
寻爱与救赎的故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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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侃影

周末上映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沙鸥》：
“女排精神”的时代之镜

又见“摔跤”，
中国电影值得反思

书影来风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好书推荐

编者按：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年，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出版界推出

了大量社科类书籍，总结既有经验，回望 40年成就。自本期

始，本版将陆续介绍这类出版物，以飨读者。

其他上映：
《阿尔法：狼伴归途》，类型：动作、冒险，制片地：美国
《吻隐者》，类型：爱情，制片地：中国
《道高一丈》，类型：犯罪、悬疑，制片地：中国
《草戒指》，类型：爱情，制片地：中国
《过往的梦》，类型：爱情、犯罪，制片地：中国 9

最看正能量

上映后首个周末即破 5亿元的《碟中谍 6》，成为 2018电影市场暑期档的“终

结者”，这个暑期档，就以 170亿元的总票房又创新高。但无论是《西虹市首富》，

还是《一出好戏》，票房爆款的背后，都以对现实的批判为主。

有破无立，是一种失衡，因此，暑期档后期上映的电影《李学生》，虽不能以商

业论英雄，但却是对暑期档电影市场的有力平衡。而一部反映校园生活的电影

《大师兄》，在应新学期开学之景的同时，也以丰富的元素内涵和满满的正能量，

带给人们观影的愉悦。

此外，一个小小的隐痛便是除一部无甚波澜的动漫电影《足球王者》外，国产体

育电影的阙如，尤其当雅加达亚运会期间，在中国健儿摘金夺银的背景下。（赵立功）

遇见“大师兄”一曲平凡人的
英雄颂歌

《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
董振华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 5

月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
间内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本书聚焦中国
道路这一重大时代主题，从思想的
威力、正义的事业、信仰的力量、文
化的基因、制度的优势、务实的态
度、实干的精神、组织的保证、战略
的定力、共享的理念等十个方面，
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
得的辉煌成就，全面解读了“中国
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为发展中
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展示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9

银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