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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乡》
引共鸣

2020年国庆档共有八部
新片上映，其中包含春节撤档
影片《夺冠》《姜子牙》《急先
锋》，国庆主题影片《我和我的
家乡》《一点就到家》《2019阅兵
盛典》，还有青春励志影片《再
见吧！少年》以及上映又撤档
的《木兰：横空出世》，八部影
片酣战不休，让这个特殊的电
影国庆档有了与往年国庆档、
春节档匹敌的实力。

9月25日《夺冠》提前上场，9
月30日《急先锋》率先打开战局，
10月1日国庆当天《我和我的家
乡》《姜子牙》《2019阅兵盛典》上
映，10月4日《一点就到家》以黑
马之姿杀入国庆档。猫眼专业版
数据显示，国庆档前两日全国总
票房就已突破14亿，首日7 . 4亿
元，2日6.6亿元。

从市场反馈来看，《我和
我的家乡》《姜子牙》两部影片
领跑国庆档，截至8日17时30
分 ，分 别 斩 获 1 8 . 3 5 亿 元 、
13 . 67亿元的票房。逆袭的《我
和我的家乡》，成为今年国庆
档最大赢家。影片由张艺谋担
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
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宁浩、徐
峥、陈思诚、闫非和彭大魔、邓
超和俞白眉分别执导五个故
事，演员包括黄渤、葛优、范
伟、邓超、沈腾、王宝强、徐峥、
刘昊然、王源等。

国庆档前两日，《我和我
的家乡》表现不敌动画电影

《姜子牙》，从10月3日开始，各
部影片的口碑逐渐明晰，《我
和我的家乡》奋起直追，反超

《姜子牙》逆袭登顶，之后连续6
天稳坐票房冠军。除了同期口
碑最佳，“大众化”是《我和我
的家乡》最大的市场优势，《北
京好人》《天下掉下个UFO》

《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
马亮》五个单元都是通过小人

物、小故事来讲述祖国各地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欢乐的气氛
中唤醒观众关于家乡的情怀
与记忆，使其成为覆盖人群最
广泛的国庆档电影。

《一点就到家》
有望成黑马

动画电影《姜子牙》可谓
今年国庆档的当红炸子鸡，该
片有50亿元票房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大IP与之频频联动，两
部动画电影同属光线彩条屋
的“中国神话系列”，《姜子牙》
接力“哪吒”令影迷兴奋，早在
上映前就已积累了大量人气。
上映首日，《姜子牙》以3 . 57亿
元票房刷新中国电影市场动
画电影单日票房纪录，截至10
月8日17时30分，《姜子牙》获得
13 . 67亿元的票房。《姜子牙》
未上映时，观众们期待值爆
棚，后期影片的口碑下滑，目
前《姜子牙》在口碑和票房两
方面都落后于《我和我的家
乡》。

截至8日17时30分，《夺冠》
《急先锋》《一点就到家》分别
获得了 6 . 3亿元、2 . 1亿元、
9400万元的票房。

10月4日上映的《一点就
到家》，有望继《我和我的家
乡》后上演现实题材大片的逆
袭。以“扶贫”为主题的《一点
就到家》，上映前在部分城市
的点映收获了不错的口碑。新
锐导演许宏宇采用了现代与
传统的碰撞，青春与现实交融
的方法，使影片中每一点打动
人的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级
别。“疗伤，解压，燃起斗志和
看到了自己追梦时的样子”是
大多数观众观影后的核心感
受。他们在三个主演身上、在
黄路村鸡飞狗跳的生活中得
到了这份赤诚的治愈，这份感
动带着青涩和莽撞，唤醒每个
人的初心。影片上映前两日的
排片并不算太理想，票房遇
冷，不过随着口碑发酵，《一点
就到家》还是有逆袭为黑马的
可能性。

截至10月8日17时30分，国庆档电影票房达到38 . 77亿元。根据
灯塔显示的票房数据预测，2020年国庆档八天的电影总票房应该
会在40亿元左右，这与去年国庆档7天创下的44 . 66亿元票房相比有
一定的下降，但鉴于今年影院逐步恢复等客观因素，今年的国庆档
成绩已经算非常可喜了。从观众的观影热情和入市大片质量看,这
个国庆档很有些春节档的味道。

《天上掉下个UFO》故事发生在贵州黔南。

《北京好人》故事发生在北京。

《最后一课》故事发生在浙江。

《神笔马亮》故事发生在东北。

《回乡之路》故事发生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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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形式非常得体

从表面上看，《我和我的祖国》
聚焦家国大义，影片中的每个事
件，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事
件，那些大事件体现在每个普通人
的身上，以小见大的家国大义感天
动地。而《我和我的家乡》的大部分
故事设计得都有点“土”，表面上看
起来事情都不那么“大”，葛优饰演
的张北京，黄渤饰演的农民发明
家，范伟饰演的乡村教师，邓超饰
演的小企业家，沈腾饰演的基层干
部，都是平凡人。

但是，国与家从未分离过，在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里
的国与家也从未分离过，只不过，

《我和我的家乡》更注重细微温情，
微言大义，细微温情也是家国大义。

《我和我的家乡》在国庆中秋
档受到欢迎，喜剧形式功不可没。

九大导演、近百位演员组成的中
国喜剧梦之队，在国庆中秋带领
观众踏上了一场充满欢笑与惊喜
的“喜剧之旅”。“旅行”的沿途有
连绵的山脉、有奔腾的江水、有绝
美的湖泊，电影横跨祖国东西南
北中五大区域，展示出每个地方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相
对于《我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体量
的正剧形式，《我和我的家乡》会
聚了目前中国影坛的喜剧顶流，
葛优、黄渤、范伟、邓超、沈腾领衔
的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里的每一
个小配角都是演艺界的喜剧好
手。《北京好人》段落里，葛优在医
院里的折腾，明显是犯罪喜剧的
套路；《天上掉下个UFO》段落里，
黄渤用贵州方言说“UFO”的话太
魔性；《回乡之路》里邓超在飞机
上说花钱给自己“降舱”的段落够
搞笑；《最后一课》《神笔马亮》里
的喜剧效果来自于夸张的巧合。

《我和我的家乡》五个单元故
事各具特色，在喜剧的题材之下，
兼具“科幻、爱情、动作、探案”等元

素，一部电影带来多重惊喜，满足
全民观影需求。在国庆中秋档期，
这样的喜剧表现形式非常得体。

“善意的谎言”完成反转

家乡这一主题的另一呈现形
式，是小品式结构。

《我和我的家乡》五段落的形
式，也是小品形式的排列，当然，
这样的排列，被总导演宁浩用纪
录片进行了无缝链接。在结构上，
小品由于篇幅的局限，起承转合
必须尽快完成，情节的外壳选取

“善意的谎言”来完成反转，是较
为可行的设计。《我和我的家乡》
的五个故事也做了这样的设计。

《北京好人》的谎言来自于用别人
的医保卡，《天上掉下个UFO》来
自于假的天外来客，《最后一课》
则直白地造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
课堂，《回乡之路》里邓超饰演的
企业家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一
个骗子，《神笔马亮》里则是基层
干部向妻子编造了一个自己去俄

罗斯留学的谎言。“善意的谎言”
被戳穿之后，总是泪点与温情，这
与影片的喜剧形式形成了对照。

家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
和我的家乡》用家乡这样一个题
目，承载了医疗、教育、扶贫、支
教、基层干部等众多的主题，这些
大主题和家乡息息相关，水乳交
融。《北京好人》的医保话题和《最
后一课》的支教话题，因为链接了
家乡而有了强烈的人文气息；《天
上掉下个UFO》的土味科技，链接
了互联网+和乡土经济，《回乡之
路》最后的纪实图片让人更真切
地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道理，《神笔马亮》让人理解家
乡土地上的奋斗。

细微的温情，是家国大义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你听，电影《我
和我的家乡》最开始的旋律就是

《我的祖国》，五个故事结束后，
《我的祖国》的旋律再次响起。故
事始于《我的祖国》，在《我的祖
国》的旋律中完美落幕，家与国，
一直在一起。

《我和我的家乡》：讲细微温情，叙家国大义

新片放眼瞧

看《我和我
的家乡》，总是让
人想起去年的电
影《我和我的祖
国》。

的确，《我和
我的家乡》这部
影 片 在 策 划 之
初，就在于《我和
我的祖国》获得
了广泛的认可，
而且《我和我的
家乡》这部影片
在结构上也借鉴
了《我和我的祖
国》的多段落形
式，多段落由不
同的导演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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