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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

创作为本、产业为基
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红星照耀中国》激励青年一代

充满奋进激情，用青春书写芳华

《中国电影报》：电影《红星照耀中

国》已于8月8日全国上映，收获了观众

的一致好评。峨影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是什么？为何选择这一题材的作品来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韩梅：创作拍摄电影《红星照耀中

国》，既是峨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实现每年至少生产一部有分量主

旋律影片的又一次实践，也是峨影作为

国有电影企业的责任担当。我们希望通

过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告诉今天的人们

——新中国是怎样的历史选择，中国共

产党是怎样的历史担当。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故事内核来源

于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讲

述了埃德加·斯诺冒险深入到“红色中国

临时首都”陕北小镇保安，在面对面采访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

不仅领略到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

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信仰，还对中国

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次

把“红色中国”推介给全世界，并发出了

“红星照耀中国”的历史性预言。

选择《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电影作品

来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是因为它

不仅能够让我们回顾过去，铭记历史，提

醒我们的党员队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更能激励我们的青年一代，充满奋进激

情，用青春书写芳华。这也与全党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精

神相呼应。

探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必然胜利的密码

《中国电影报》：《红星照耀中国》为

何要选择从一个美国记者的视角进行切

入？影片所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韩梅：选择埃德加·斯诺的视角来切

入，不仅因为他作为美国记者的身份能

够客观、公正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

用，还因为他在深入革命根据地之后，基

于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可以更真实地

反映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从百姓中来，

成为人民选择的领路人，又如何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信仰贯彻始终。

1937 年，由埃德加·斯诺撰写并配有大

量现场照片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

在美国、英国出版，销量立即达到创纪录

的数十万本，产生了震动性的新闻效

果。这本书是斯诺在对中国西北革命根

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用第一手材料

写出的不朽著作。斯诺用他客观公正的

语言，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红军，

让世界乃至中国民众，更加了解共产党，

更加了解中国本身。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用讲述历史的

方式，通过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探求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然胜利的

密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也

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一个一心为人

民、有伟大理想的政党，无论遇到多么大

的艰难险阻，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这就是我们想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大

众传达的核心精神。

让年轻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历史

感受革命先辈们满腔的热血豪情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红星照耀

中国》这部影片会给当下的青少年带来

哪些启迪？

韩梅：《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影片对

于年轻一代，尤其是当下的青少年来讲，

最重要的是能够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意

义。现在的青少年大都是00后出生，诞

生在网络化信息社会的他们，生长环境

总体来说是非常优越的。对于这些青少

年而言，几十年前革命先辈们所经历的

那些艰难险阻是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他们或许在课堂上通过图片与文字的形

式，对那段历史有过一些了解，但课本内

容的表现形式相较于影视作品的代入感

要弱一些，较难吸引这些青少年去深入

了解。

而《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影片恰好通

过电影这种艺术的表现手法，把这一段

重要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广大青少

年的眼前，让他们有机会身临其境走进

历史，去了解和感受革命先辈们满腔的

热血豪情，回顾那段跌宕起伏的革命历

史。这种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平

日被娱乐新闻以及各式新潮电子产品所

包围的青少年们来说，是非常具有震撼

力，并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只有让广

大青少年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认可，才能

更好激励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学习乃至

工作中敢打敢拼、不断奋进，为国家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

坚持内容驱动、创作为本

按照“1+X”创作思路抓好影视创作

《中国电影报》：峨影集团近年来拍

摄了《十八洞村》、《大路朝天》等一批优

秀的主旋律电影。在坚守主旋律阵地，

拍摄“两个效益”双丰收的精品佳作上，

峨影有哪些心得体会？接下来还有哪些

作品即将推出？

韩梅：我们坚持内容驱动、创作为

本，按照“1+X”创作思路抓好影视创作，

即每年主创一部以上的重点题材主旋律

影片，并参与投资出品商业电影，推出一

批影视佳作。在主旋律影片创作上：

2017年，主创主投《十八洞村》取得良好

社会反响和口碑，与《家园》一起被中宣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十九大

重点献礼影片，并获得第17届华表奖优

秀影片、优秀编剧、优秀女演员奖，第34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大

奖，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2018年，

主创主投影片《大路朝天》被中宣部电影

局列为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201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

《红星照耀中国》正在热映之中，影片获

得业内专家、专业影评人以及影片人物

原型后代、各大媒体的高度赞扬。

在参与类型化影片的出品方面，从

2017 年以来，先后参与投资出品《芳

华》、《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

长》、《找到你》、《破门》、《周恩来回延

安》、《第一次的离别》、《大河唱》等30余

部影片。近三年主创主和联合出品影片

共有26次获奖，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通过近三年的尝试和探索，我们深

切体会到，按照新时代电影创作的新要

求，要更加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汲取营养，

生产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主

食”。以此为遵循，坚持内容驱动、创作

为本，传承弘扬峨影现实题材创作优势，

聚焦影片生产主业，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履行国有电影企业的使命担当。

未来三年，峨影集团将继续抓住重

大时间节点，提前精心策划，推出精品电

影：2020年拟拍摄以“时代楷模”其美多

吉为原型的《巴乌，巴乌》（藏语：英雄），

反映凉山全面奔小康题材的影片《五彩

云霞》；2021年拟筹拍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的《信仰的味道》等重大主旋律题材。

同时，不断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内核和当代价值，正在筹划拍摄重点

题材“战时故宫”故事片，以四川历史文

化名人大禹为题材的动漫电影《夏王》、

外国人看苏东坡的纪录电影《一念桃花

源》等影片。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国电影报》：在对接主流市场层

面，峨影集团投资了如《流浪地球》、《中

国机长》等作品。作为国有电影集团，在

商业片的项目选择上，峨影有哪些标准？

韩梅：我们在商业影片的选择上，主

要是从两个层面评判是：一是内容和创

作层面，主要看剧本故事、主创团队、情

感共鸣等。在剧本故事上，坚持以“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导向，注重选

择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题材；在主创团队上，主要看

编剧、导演和影片拍摄制作等方面的把

控能力。二是市场层面，主要看观众跨

度、市场同期情况、开拓性判断等。具体

来讲，比如积极参与头部影片的摄制，比

如《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

等。又如坚持民族文化的传承，联合出

品了《第一次的离别》、《大河唱》、《寻羌》

等影片，从已上映影片看，大多取得了不

俗的口碑和不错的票房成绩，做到了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依靠内容驱动、资本撬动、

科技推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

《中国电影报》：2018年是峨影集团

成立60周年，在您看来，该如何借此契

机，实现峨影的进一步跨越发展？

韩梅：2018 年，集团成功举办峨影

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回顾峨影60年光

辉历程，进一步明确了“创作为本、产业

为基”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峨影再出

发，构建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的战略

目标：“依靠内容驱动、资本撬动、科技推

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的战略思

路，构建创作拍摄、投资融资、技术支撑、

发行放映、峨影文化等“五大体系”的战

略布局，推出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四川元

素、巴蜀特色的影视佳作、打造一个符合

当代电影工业化生产的影视产业园、搭

建一个以影院资产为核心的主板上市平

台、建设一座以峨眉电影大厦为核心的

影视文化消费园区等“四个一”战略重

点，加强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两

个”战略保障，聚力抓好影视创作、资本

运营、项目建设、文化交流、改革转型等

重点任务，为电影强国建设做出峨影人

的贡献。

由峨眉电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红星照耀中国》

已于8月8日全国上映，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影片

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视角来切入，探求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然胜利的密码。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峨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影片总制片人韩梅。她表示，希望通过电影《红星照耀

中国》告诉今天的人们，新中国是怎样的历史选择，中国

共产党是怎样的历史担当，让年轻观众身临其境地走进

历史，去了解和感受革命先辈们满腔的热血豪情，回顾

那段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

近两年，峨影集团先后推出了《十八洞村》、《家园》、

《大路朝天》等多部优秀影片，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和口

碑，并参与投资了出品了《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

国机长》、《芳华》、《找到你》、《破门》、《周恩来回延安》、

《第一次的离别》、《大河唱》等作品。韩梅表示，在2018
年举行的峨影 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上，进一步明确了

“创作为本、产业为基”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峨影再出

发，构建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的战略目标：“依靠内

容驱动、资本撬动、科技推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

的战略思路，构建创作拍摄、投资融资、技术支撑、发行

放映、峨影文化等“五大体系”的战略布局，推出一批具

有中国风格、四川元素、巴蜀特色的影视佳作。

3月，连绵阴雨笼罩着香港。

启程前，汤溪已经有了打算，去

香港影视展搞个“壮举”，事先不跟任

何人打招呼。

汤溪的“壮举”在这个亚洲最大

的国际影视展开幕当天“打响”：一幅

长 7.9 米、宽 5 米的巨型红色海报高

悬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最显眼的位

置上，海报上，毛泽东和斯诺前后而

立，“红星照耀中国”六个大字赫然在

目。汤溪远远看到，来来往往的中外

来宾，正在排着队跟这部献礼新中国

70周年的红色电影的海报拍照合影。

“这次，我又坚持对了”，汤溪有

些兴奋。

汤溪是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的

制片人兼编剧，两年前，她和爱人王

冀邢导演启动了电影版《红星照耀中

国》，自此，劝他们放弃的声音便成了

二人听到次数最多的“意见”，让他们

更加始料未及的是，日后的筹拍之

路，几近演变成了一场在“坚持”与

“放弃”之间徘徊的拉锯战。

被“点燃了”

王冀邢记得，自己小时候第一次

看《红星照耀中国》，就被它“点燃

了”。当导演 30多年来，几乎平均每

隔 10 年，王冀邢就会有一次想把这

本书搬上银幕的冲动。

两年前，汤溪的这次香港之行，

让王冀邢最终下了决心。

2017年3月，汤溪跟着代表团去

了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回来后，她告

诉王冀邢，影视展上满眼都是娱乐

片，“几乎每一部都是”。

汤溪的香港见闻，刺痛了有着40
多年党龄的导演王冀邢，他跟汤溪商

量，要拍《红星照耀中国》，现在就拍。

王冀邢毫不掩饰《红星照耀中

国》的电影属性——“它就是政治

片。它不是讲戏剧冲突、设置悬念、

儿女情长的那类片子，它是讲思想讲

政治的意识形态影片”。

在评论家眼中，王冀邢是一位有

社会担当的导演。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仲呈祥曾评价王冀邢说，他

是一个能看到社会问题，并能针对问

题做有责任的表达的导演。

上世纪 90 年代，王冀邢以电影

《焦裕禄》闻名影坛，这部英模电影不

仅塑造了朴实的人民公仆形象，还首

次在大银幕上直击如“逃荒要饭饿死

人、买高价粮”等社会问题。

这些年，王冀邢越来越感觉到一

种无法压抑的焦虑，他发现，随着互

联网的兴起，网上涌进大量西方意识

形态的东西，有人被“洗了脑”，有人

开始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人物，宣扬

历史虚无主义……王冀邢说，他就是

要拍一部拯救灵魂的政治电影，“这

部电影要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怎

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为什

么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

复兴？”

作为制片人，汤溪心里清楚，指

望《红星照耀中国》赚钱，可能性太小

了，她有过劝王冀邢放弃的想法，“一

开始，我其实是不赞同，原因很简单，

确实有风险嘛。”

争论过后，汤溪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被王冀邢“点燃了”。“他说，电影

的使命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工具，还

要有社会责任担当。现在中国需要

这样的电影，接不接受是观众的事

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拍不

拍是他的事儿，有这么一部影片在，

他就能影响人，只要上映了，能影响

多少算多少。至少有两种人应该看，

一是共产党员，二是青少年。就是这

句话，彻底说服了我，增强了我的信

心。”

四处碰壁

《红星照耀中国》注定是一块难

啃的“硬骨头”，项目刚刚启动，就陷

入了“找不到投资”的困境。

汤溪带着PPT在各大电影节“碰

机会”，约访各大电影公司、投资人，一

圈儿跑下来，大家的态度如出一辙，

“项目是个好项目，但是难度大，不好

做。”没有人愿意去冒险，投资人们默

契地以观望态度婉拒了汤溪。有说话

直接的，当场就问汤溪，你怎么不去做

像《战狼2》这样赚钱的项目？

转机出现在汤溪见到峨影集团

董事长韩梅之后，“直到现在，我还是

特别感谢峨影，感谢韩董事长”，汤溪

知道，当时也有影视界“权威”劝韩梅

不要介入，他们的意思是，资金不够、

人员不够、时间不够，各种条件都不

够，肯定拍不成，不要往里面砸钱了，

毕竟峨影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电影

厂，而且已经有好几个项目同时在

做了。

韩梅顶着各方的压力找到汤溪，

问她，你们自己有没有信心？汤溪向

韩梅打了包票，韩梅给了汤溪第一笔

启动资金。拿着峨影给的钱，汤溪开

始了新一轮融资，后来，绿地控股、四

川新文广、西安嘉方、四川宜宾五粮

液相继加盟投资阵容。

然而《红星照耀中国》的筹拍之

路，远不是有了拍摄资金就能“万事

大吉”的。汤溪回忆，影片光是立项

就用了半年多时间，“当时几乎是每

个星期都在打听”。

即使在立项过程中，依旧有人旁

敲侧击劝汤溪放弃，理由听起来冠冕

堂皇，“剧本没有戏剧性、没有人物变

化、拍出来不会卖座、很有可能吃力

不讨好……”，面对汹涌的“劝退”声

音，导演王冀邢说了一句在汤溪看来

特别“悲壮”的话，“一年拍七八百部

娱乐电影，怎么就不能允许一部这样

真实的红色电影诞生呢？”

三个月不拿一分钱工资

回首《红星照耀中国》两年筹拍

之路，有坎坷，也有温暖。

《焦裕禄》上映近 30 年后，李雪

健与王冀邢再度合作，首次在银幕上

出演鲁迅，李雪健回忆说，虽然只有

一场戏，但还是诚惶诚恐，“我问导演

说，我行吗？导演说你行。这个‘行’

就让我想起来当年拍《焦裕禄》的时

候，焦裕禄在我心目中是父亲般的榜

样。我说我行吗？王冀邢导演说你

行，我就有机会演了。”

除了李雪健，蒋雯丽、李幼斌、果

靖霖、小沈阳、孙浩等影视明星也纷

纷加入影片。

剧组幕后工作人员同样暖心，由

于拍摄资金紧张，拍摄期间，每笔到账

的钱，都会紧着拍戏，一度在长达三个

月的时间里，幕后人员没拿过一分钱

工资。没有人抱怨，大家依旧一心扑

在拍摄上，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还是

将电影成片拍出了大片质感。

电影关机那天，《红星照耀中国》

剧组评选了 26 个创造奇迹的人，汤

溪说，自己特别感谢来自峨影的这些

幕后英雄，是他们创造了奇迹。作为

制片人，汤溪却有些自责，“要是能再

多找 2000万，多给一些时间，影片还

能拍得更好。”

一稿剧本写了15万字

之所以 30 年后，王冀邢才有把

握拍《红星照耀中国》，用他的话说，

是因为找到了“一双斯诺的眼睛”。

无论是1987年，还是1997年“动

心”后的放弃，王冀邢坦言，说到底，是

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拍摄方式和切

入点，他一不想拍成伪纪录片，二不想

依靠虚构情节拍成所谓类型片。

再次启动《红星照耀中国》，王冀

邢决定，抛开先入为主的“人设”，找

一位非党员的职业编剧创作剧本，自

己只负责导演工作。

在他的预想中，编剧本人需要具

备三个条件：不是共产党员、要有对

真善美的追求、同时具备扎实的写作

能力，王冀邢说，他就是想要找一双

如当年斯诺一般的“眼睛”，以客观公

正的第三者立场，讲述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

制片人出身的汤溪是王冀邢心

中的最佳编剧人选，在王冀邢的鼓励

下，汤溪同时承担着制片人和编剧两

项工作。

王冀邢对剧作的要求很高，他要

求剧本要完全尊重历史，不能为了戏

剧冲突编造情节，剧本里每一处史实

性事件，历史名人说的话，都要在史

料里找到出处。

对党史缺少研究的汤溪，在此后

四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埋进党史

里，先啃完三个版本的《红星照耀中

国》，又研究起斯诺的个人经历，翻遍

了所有中外作者撰写的毛泽东传记，

也看了影响了毛泽东的书，还找来了

《共产党宣言》原文。

第一稿剧本，汤溪写了 15万字，

长度接近 4 部剧本篇幅。剧本中每

一个历史人物，每一处历史事件，汤

溪都标记了出处，尽量以客观的史料

还原历史。

电影里，陈友仁的辞职，蒋介石

一脸厌恶说出“讨厌的人民”，斯诺向

鲁迅、宋庆龄询问红军，毛泽东对斯

诺讲述自己的生平，斯诺跟着红军上

前线……

“电影里，任何一个历史的事件，

历史人物都是有据可查，有史可见

的。”汤溪说。

电影上映后，没有历史学家针对

影片涉及的历史问题提出任何异

议。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用了“精

准”二字给了电影极高肯定。

也有观众对影片提出质疑。有

人认为台词、旁白过多，王冀邢说，

“作为史诗性、纪实性、政论性的政治

影片，不让人物讲话，怎么体现影片

的观点和思想？”

有人批评影片结尾，斯诺和毛泽

东一起走向人民纪念碑是“时空穿

越”，王冀邢笑言“远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极具现实意义。中国从一盘散

沙的‘东亚病夫’变成今天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

证了斯诺结尾所说的‘红星还会照耀

世界’的判断”。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是

西方记者首次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红军

领袖。这部报告文学先后被译为二

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全世界。

在汤溪看来，《红星照耀中国》的

电影，一如 80 多年前，传遍世界的

《红星照耀中国》书籍一样，也在向世

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故事。

今年，汤溪带着《红星照耀中国》

又去了一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出发

前，有人提醒她，不要在香港突出影片

的红色献礼片属性，他们担心，这样的

宣传可能会影响影片的海外销售。

“我就不信这个邪！”汤溪有自己

的坚持，她想不通，自己拍了一部堂

堂正正的献礼片，心里坦坦荡荡，还

没给人家看，怎么就知道海外观众一

定不爱看？怎么就断定，红色电影一

定没有海外市场？

汤溪自己拿了主意，做了一幅长

达7.9米的《红星照耀中国》巨型海报，

挂在展馆中人流密集的位置，又拉了

一幅2.9米的海报在自己的展位上。

开展那天，巨型海报下，挤满了

要跟海报合影的中外嘉宾，展位前，

许多路过的外国参会嘉宾一眼认出

了海报上的毛泽东形象，他们聚在汤

溪的展位上，咨询影片制作进度。电

影的红色纪念章也成了抢手货，有些

外国嘉宾为了换到一枚纪念章，现场

跑去打印店印了名片，拿来交换。

看着来来往往的中外嘉宾热烈

的讨论着《红星照耀中国》，汤溪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把中国故事讲

到世界，才是这部红色电影应有的格

局”。

以红色之名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