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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与乱象：
作为新兴文化现象的剧本杀

荩10 版 ·热点 荩11 版 ·文艺百家

她以冷却的力量
平息了剧情所制造的沸腾

荩12 版 ·影视

2021 年岁末 ，我们电影 《跨过鸭绿

江》剧组走进天津某军营。这是曾经在抗

美援朝“飞虎山”“松骨峰”战斗中立下赫

赫战功，赢得过“最可爱的人”传世美誉

的英雄部队。观影之后部队高唱“强军战

歌”，歌声惊天动地，如雄狮怒吼响彻军

营。“逢敌亮剑，以气胜钢”的松骨峰精神

在和平年代传承， 这让人倍感欣慰更肃

然起敬。事实上，从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出征地、“英雄城市”丹东，到新中国第

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

家乡江苏泰兴， 再到浙江大学、 上海大

学、雄安新区等等，随着各地观影活动的

举办，军营内外、无论代际，观众们真情

实感的感言陆续传来，让我们深受触动。

我想， 这大抵就是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至

今感召着这片辽阔土地的真实写照，也

是抗美援朝作为文艺创作永恒题材的动

人注脚。

回到创作之初，去年电视剧《跨过鸭

绿江》在央视首播即引发高度关注，紧接

着再做一部同名电影能否再度热起来，

心里着实没底，因为“影”“剧”同拍成功

的案例很少。 不过， 压力虽大但值得尝

试，挑战和机遇共存。在总台领导和有关

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下， 我们对电影做了

九次大的调整和修改， 补拍了部分新的

内容， 制作了 60 多分钟的特效镜头，所

有人物的台词重新录制，补充动效、音乐

制作立体声等。 为了和同名电视剧区分

开，使电影独立成篇，必须找到一条全新

的电影叙事角度。我们反复研究了《彭德

怀自述》，书中彭总对抗美援朝的讲述只

有短短的四页纸，语言朴实、平和，逻辑

思维缜密清晰，内容言简意赅，紧紧围绕

五次战役的经历，代入感很强，因此就确

定了以彭德怀主观视角 “全景式、 史诗

般” 真实地讲述抗美援朝战争史作为电

影叙事方式。思路决定出路，于是就有了

以下几个创作原则。

其一， 大倒叙。 镜头从板门店签订

“停战协定”开始，彭总重重的落下毛笔

那一刻，彭总沉重、深邃的目光把我们带

入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彭德怀作为志

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战争的亲历

者和见证者， 他可以上达领袖下至普通

官兵，犹如串糖葫芦从前线到后方，从上

到下，把一颗颗闪亮的珠子串联起来，适

时加入彭德怀的内心独白， 强化了主观

叙述的视听效果， 使影片有强烈的代入

感和亲历感。

其二，大历史。 “全景式，史诗般”是

影片整体风格的把控， 站在国际视野的

大格局上俯瞰战争全貌。 在中、苏、美大

国博弈的领袖层面， 在以彭德怀为核心

的志愿军司令部对决以麦克阿瑟和李奇

威为首的“联合国军”。 影片要回答好三

个问题：为什么要出兵朝鲜？ 这场战争

是怎么打赢的？志愿军是怎样以弱胜强，

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的“联合国军”？ 这

场战争最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打

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这一仗中国向

全世界证明了，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的

东亚病夫 。 抗美援朝的胜利震慑了美

国，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因此

聚焦在敌我双方的决策和指挥层面讲

历史，可以把历史讲的更清楚、更明白、

更透彻。

其三，大战役。影片以抗美援朝五次

大的战役为核心内容。 （这也是《彭德怀

自述》里的核心内容）包括朝鲜战场东、

西两条战线，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

其中囊括了首战两水洞、黄草岭，云山大

对撞，鏖战飞虎山，血战三所里、龙源里、

松骨峰，冰雪长津湖，汉江阻击战，铁原

保卫战，上甘岭等若干著名战例。为了把

枯燥的地名、番号、时间、敌我态势在讲

述中让观众有一个相对准确且形象化的

感受， 我们把五次战役的部署和进程用

三维特效做成立体动态的地图， 在军科

专家的指导下作了精准的考证， 让观众

随时从剧情中跳脱出来， 进入一个理性

的思维， 随时提示观众这是一段真实的

历史绝非虚构的故事。

其四，大人物。故事的展开和情节的

递进是靠人物和人物命运来驱动的。 影

片中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

策， 有以彭德怀为主的志愿军司令部邓

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杜平等运筹帷

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智慧和战争

胆略的表达， 也有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

流血牺牲的真实再现。 著名战斗英雄杨

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等，他们是千千

万万个志愿军优秀士兵的代表， 他们是

小人物大英雄。 另外还有三个特殊的人

物关系， 即彭总与 38 军军长梁兴初、与

50 军军长曾泽生、 与 63 军军长傅崇碧

的关系， 他们串联起五次战役的整个过

程。从一战到二战，我们把动作线重点放

在西线战场的 38 军。 38 军首战失误，军

长梁兴初被彭总严厉批评后，二战 38 军

113 师不辱使命一夜奔袭 145 华里 ，提

前敌人 5 分钟抢占三所里、龙源里，切断

美军撤离逃命的退路；12 师 335 团在松

骨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其中三连战

至最后仅剩下七个人，悲壮惨烈，他们守

住了阵地，寸土未失。 从而，38 军赢得了

“万岁军”的传世美名，全片也进入了第

一个大的戏剧高潮。

四次战役， 彭总力排众议把曾经在

解放战争起义的 50 军放在西线的汉江

防线与 38 军共同完成阻击美军主力的

任务，掩护志愿军主力移防东线。彭总给

50 军的命令是守七天，他们却坚守了一

个月。 彭总询问 50 军的伤亡情况，曾泽

生军长直言 ：“我们已经不统计伤亡数

字，只统计还能战斗的人”，他表示“战斗

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守下去”。 他说：

“这一仗我们 50 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

面前抬起头了。 ”彭总动情地告诉他，“我

也是从旧军队里走出来的， 革命是不分

先后的”———一场文戏，一段元帅与将军

的激情对话感天动地，彰显英雄本色，让

我们肃然起敬，潸然泪下。

五次战役， 美军的一个快速穿插使

我军陷入被动， 敌我双方立刻把焦点汇

聚到一个地方———铁原。 铁原不仅是志

愿军重要的物资补给站， 也是志愿军主

力北撤的交通要冲， 彭总下令必须守住

铁原，63 军临危受命以不到三万人的兵

力档住了九多美军的疯狂进攻， 长达十

三天。 63 军 189 师在师长蔡长元的带领

下把全师化整为零，撒豆成兵，坚守 200

多个小阵地，以空间换时间，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 战后， 彭总前往伊川看望部队

时， 军长傅崇碧说：“敌人疯狂投掷燃烧

弹，战士们的衣服都被烧烂了，所以军容

不整，请首长原谅。 ”彭总满含热泪说：

“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

威。 ”志愿军将士齐声高呼“祖国万岁”，

“志愿军万岁”。

其五，大写实。影片依据史料再现了

那段历史中最真实的人和事，志愿军 38

军 112 师 335 团团长范天恩说过一句话

“历史只有一次”。

“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 志

愿军的历史， 能拍出来就已经震撼人心

了；他们的故事，听到就让人泪流满面；

他们的脊梁， 是我们此生都难以够到的

高山。我们没有理由用这种手法、那种方

式去“演义”历史。 所以全片几乎没有虚

构的人物，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情节，是

一部实实在在地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严

肃的正史。

71 年过去了，我们用电影的方式致

敬英雄，缅怀前辈。时代在变，精神永存。

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感受

历史的温度，感受当年那些爬冰卧雪、浴

血奋战的“最可爱的人”是如何把平安带

给了身后的祖国。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万岁，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世代永存。

（作者为电影《跨过鸭绿江》总导演）

为了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精神感召
董亚春

日前，电影《跨过鸭绿江》正式登陆
全国各大院线。 取材自去年年底首播的
同名电视剧，电影版《跨过鸭绿江》将四
十集的体量浓缩为两个半小时， 内容深
度、广度、密度得到业内外的高度评价。

从 1956 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 《上
甘岭》，到 2016 年首播的第一部电视剧
《三八线》，再到去年、今年陆续播出、上
映的全景式作品《跨过鸭绿江》，抗美援
朝题材的影视剧作品经历过创作高峰，

也一度淡出公众视线，如今迎来又一次
高峰。 65 年的光阴，见证了中国影视剧
行业的变迁发展，也见证了抗美援朝题
材、乃至保家卫国精神在影视剧创作中
的历久弥新。

叙事角度：
从基层走向顶层

从什么角度切入叙事，是战争题材
编剧们首先要答好的选择题。 在《上甘
岭》的前期筹备中，摄制组曾考虑全景
式展现这场可歌可泣的战役，但他们最
终选择了突破传统，将视角集中在上甘
岭战役中的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以此
加深观影体验，突出人民英雄的大无畏
精神。 此后上映的一系列抗美援朝题材
电影均采用类似的“以小见大”手法，塑
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比如
《英雄儿女》 中的王成、《奇袭》 中的方
勇、《长空比翼》 中的张雷、《烽火列车》

中的刘风、《英雄坦克手》中的张勇、《激

战无名川》中的郭铁。

同样的表现方式也出现在近年来
的抗美援朝影视剧中。 《金刚川》中的关
磊与张飞、《长津湖》 中的伍家兄弟，乃
至《三八线》中的李长顺，虽然个人英雄
主义的色彩已逐渐让步于兄弟连式的
革命情谊，但这些作品的切入点仍然是
一线战斗英雄的特写或英雄连的群像，

以此折射出志愿军战士的整体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讲，《跨过鸭绿江》则
是一部既突破传统 、 又回归传统的作
品。 从剧版到影版，《跨过鸭绿江》开同
题材之先河，大篇幅地引入新中国第一
代领导人对战局的研判决策 ，以 《上甘
岭》未曾尝试的全景视角描绘朝鲜战场
上的殊死拼杀以及国际政坛上的激烈
博弈，将立国之战置于历史的背景下和
全球的形势中，充分打开视野 、放开格
局， 令观众对这场战争有了更全面、更
深刻、更准确的认识。 影版更从志愿军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角回望
战争始末，其叙事视角之高、格局之大、

气魄之豪迈，均属空前。

艺术手法：
从渲染走向纪实

如何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构，

也是战争题材编剧们绕不开的命题。 为
了拍好《上甘岭》，摄制组采访了一百多
位当年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老兵， 整理了
数十万字的材料。 而《英雄儿女》原著小

说《团圆》的作者巴金，则是在 1952 年亲
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生活， 与战士们同吃
同住，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 从
不少老兵的反馈中可以看出，《上甘岭》

和《英雄儿女》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
度上正是因为还原了真实的战争环境，

不仅在拍摄场景上尽可能 “身临其境”，

就连张忠发和王成的选角标准也从传统
的“英雄脸”转向更接地气的“众生相”。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两部影片源于
现实而高于现实，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超越了人群的隔膜与时空的限制。 《上
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和《英雄儿女》

的插曲《英雄赞歌》，这两首红色金曲至
今依然广为传唱；王成的一句台词 “为
了胜利，向我开炮”更是成为革命精神
的高度浓缩。 应当看到，艺术的能量恰
在于激发出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爱国
主义情怀。

六十多年后重拾抗美援朝题材，真
实性同样是生命力，但再现的方式已无
法复刻当年。 从亲历者的角度，在朝鲜
战场上挥洒血汗的许多人已经老去或
故去，今时今日的朝鲜半岛也早已是另
一派景象。 从接受者的角度，主流观影
人群出生于和平年代，对战争岁月并无
切身体会。 因此，在科技手段大幅提升
的今天，用纪实性的细节唤起民族的战
争记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情怀的
艺术渲染。

比如在电视剧《功勋》的《能文能武
李延年》单元中，层层落实的作战会议、

“三三制” 冲锋队形、 分散的迫击炮摆

位、美军的炮火封锁规律等逼真细节令
军迷大呼过瘾。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设置
与桥段，反而不需要更多的渲染 ，便能
自然地将观众引入纷飞战火，也能通过
镜头语言有力驳斥了“仅凭人海战术取
得战争胜利”的狭隘论点 ，展现了我军
将士在装备实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
的作战勇气与智慧。

战争思考：
从感性走向理性

从《上甘岭》《英雄儿女》到《跨过鸭
绿江》《长津湖》， 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剧
在叙事角度和艺术手法上存在巨大的
代际差异。 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两
代人对于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着不同角
度的思考和追问。 早期影视剧提出的问
题是：为什么能赢？ 现如今，在回答这个
问题前，我们还要问：为什么要打？

《跨过鸭绿江 》代入新中国第一代
领导人的视角， 从战略高度俯瞰全局，

用历史眼光和政治语言解释了立国之
战的紧迫性。 《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李
延年在处置逃兵小安东时，发表了一段
有关家与国的演讲，这段讲话从情感维
度辐射全局，用通俗话语述说了保家卫
国的必要性。

解释“为什么要打”，是基于历史与
现实的双重需要，对这场未曾言尽的战
争加以确切的注脚，为年轻一代的历史
观补全重要拼图。 解释“为什么要打”，

也是基于从感性到理性的逐步过渡，在
时隔七十年后，以胜利者的姿态 、以冷
静的战略头脑正视战争、直面历史。

当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意
味着， 在保持主基调慷慨高昂的前提
下， 艺术作品对于战争局部有着更多
元、更微妙的解读，比如《长津湖 》中伍
千里“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

的台词，又如《功勋》里的李延年不杀逃
兵的桥段，都是从战争影视剧的传统套
路中跳脱开去，在细处挖掘人民军队中
闪烁的人性光辉。

从电视剧《三八线》到影版《跨过鸭
绿江》， 多部优质作品的相继问世将抗
美援朝题材再次带回影视行业的中心
位。 对于受众而言，这些作品所共同建
构的宏大叙事，是一次新技术驱动的艺
术运动， 更是一次新时代呼唤的历史
教育。

从《上甘岭》到《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影视剧代际更迭中的变与不变

孙欣祺

电影《跨过鸭绿江》总导演为本报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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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功勋》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重拾抗美援朝题材，在细处挖掘人民军队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历史云层里漏下的一束光
———关于长篇小说《江南役》的隐隐雷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