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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文献纪录电影，《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不仅展现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战争场面，

更用相当长的篇幅交代了这场战争的

背景，以及 1950 年前后中国的国力与

生产建设情况。

资料显示，1950年，中国国民人均

收入约为 24 美元，而美国当年的人均

收入在 1600 美元以上。工业层面，

1950 年中国国内年产钢 60 万吨，世界

排名第 26 位，而美国钢材产量近 8800
万吨，高居世界第一。在部队战力、原

油产量、汽车年生产能力、年发电量等

方面，中国也完全无法与当时的美国比

肩。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

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

化战争。郝蕴表示，当时，中美两国

国力相差巨大。从国力数据的层面

便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

万分艰难的情况下，以勇猛无比的精

神、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战争的胜利。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

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

可战胜的神话。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

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

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

郝蕴表示，电影呈现了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全国人民加快生产建设支

援前线战争，一线作战人员以胜利激

励后方的真实场景；展现出“全国各

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

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的美

好图景。

军人出身的张译，这些年演了

不少战争戏。从《红海行动》、《八

佰》，再到正在热映的《金刚川》。同

是演军人，张译说，《金刚川》里没有

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战士，更朴实，更

纯粹。

炮兵张飞

《金刚川》的拍摄地选在了辽宁

丹东，与朝鲜一江之隔。70 年前，

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

这里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

战场。这里的气候条件与自然环境

同朝鲜颇为相似。

张译说，到现场穿好衣服、上了

妆，看着眼前的“战场”，不自觉就回

到了70年前。

70 年前，他是个炮兵排长，叫

张飞。名字五大三粗，却是个心细

如发的人 。

为了省下炮弹，他宁可一炮不

开。“因为侦察机飞得太快了，轰炸

机根本打不下来。”电影开场的时

候，他这个阵地只剩下 28 枚炮弹，

旁边二号阵地也不过 34 枚。但五

点天亮之前，有几万士兵要过不远

处的金刚川，拿什么来保护过桥的

战友？只有这62枚炮弹。

张飞头戴钢盔，扎着武装带，望

远镜、子弹袋、手枪整齐坠在身上，

胸口别着钢笔，口袋里揣个记事本，

一号二号两个炮兵阵地挨着个儿

看，数他装束最完备。

他自己纪律严明，也要带得班

里的人把住纪律。白天，有人在阵

地上抽烟，他上去就把人家的烟给

掐了，管他是“天王老子”。

张飞没少挨吴京饰演的老关“挤

兑”，“他说张飞啊，你爸妈怎么给你起

了这么一个名？全国人民都知道张飞

是什么样人，到你这儿，成这样？”

中国军人的“传帮带”

老关和张飞的关系有点复杂，

先前他是张飞的师父，现在他成了

张飞手下的班长。对于两人的关

系，张译总结说，“他俩是亦师亦友

亦兄弟。我尊重他，我命令他，但我

又怕他。”

张译喜欢这哥俩的人物设定，

从他俩身上，张译看到了中国军人

的“传帮带”。

“我们有个重要道具，是枚哨

子。我的是子弹壳做的，老关的是

他的手指，我们负责两个阵地，用哨

子互通有无。哨音除了传递信息，

我觉得还在传递情感。”张译举了个

例子，“比如，老关会说，‘你先不要

动，等我把这个飞机的位置给你标

定，你来打它’，这就是一种传承，用

这个哨子来传承。”张译觉得，在《金

刚川》的故事发生之前，作为师父、

作为兄长，老关一定教了张飞很多，

张飞一定提醒过老关很多。

在张译眼中，这是一代一代中

国军人的传承，“有人传下来，传给

老关，老关再传给张飞，张飞又传给

了不知道谁。我们中国军人的这种

精神，才能一代代流传下来。”

团结一致，不怕牺牲

《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

结义传为佳话。《金刚川》里，张飞和

老关也上演着“义结金兰”的生死之

交。张译说，导演给他的角色起名

张飞，让“兄弟”吴京的角色叫老关，

也是为了表达这么一个精神主旨

——“兄弟同心、其可利断金”。通

俗点说，就是“团结”。

张译想起了自己当兵的十年，

贯穿始终的也是个“团结”二字，“头

四年是学员期，每天吃饭前大家都

要唱支歌，我印象里唱得次数最多

的歌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中国人啊，无论做什么事情，

团结都是第一位的。”张译有感而

发，在他看来，管虎应该也是希望通

过刘关张这三个名字，展现中国军

人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精神。

电影里，张飞牺牲前，张译唱起

了《三国演义》中，张飞的唱词。

《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导演郝蕴：

追求“原汁原味”的真实
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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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文献纪录电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正式上映，

该片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9个月后胜利结束的峥嵘历程。

这部文献纪录片不仅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场面，首次披露了很多

战地摄影师拍摄的真实画面，同时呈现出全国人民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积极

性，前方和后方相互激励、共同推进的美好图景。

影片导演郝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追

求的是“原汁原味”，极致的真实，等到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00周年、150周年的时候，这部纪录片将会成为后人珍贵的素材，这也是文献

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文献纪录片将为
后人留下珍贵的材料

近年来，随着多屏时代的到来，文

献纪录片的作用与价值不仅仅局限于

材料保管，其表现出的文化价值、社会

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美学价值等等，都

成为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所在。特别是

《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这

类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极强

的文化传承功用。

郝蕴执导的文献纪录片《决战太

原》在2009年获得第27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全方位、多

视角地追述了战争双方从谋划到对决

的历史事实，捕捉到许多普通战士动

人心弦的战争经历。

文献纪录电影，拍得好看，拍得有

价值，拍出艺术性！此次执导《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郝蕴也深

感责任重大。她表示，“等到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00周

年、150 周年的时候，这部纪录片将会

成为后人珍贵的素材，这也是文献纪

录片的价值所在。”

纪录电影《保家卫国——抗美援

朝光影纪实》如同一幅全景画面，片中

真实影像将化身历史的说书人，为观

众更全面了解那场战争，了解“保家卫

国”是如何激发了全国人民热火朝天

的生产建设积极性，提供条分缕析的

通道。

除了画面外，观众还将听到 1950
年代中国百姓真实对话的声音，这在电

影中是极为罕见的。

郝蕴表示，以往相关题材的影视作

品，大多为黑白画面，听不到声音。而

在《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

中，可以听到中国 1950年代的男声、女

声，还有纪录片中的美国解说员的声

音、朝鲜解说员的声音，都是“原汁原

味”的真实展现。

在郝蕴看来，男声、女声、不同国

家、不同语言，形成了一个高高低低

的波，非常不稳定。这时，就需要一

个相对稳定的声线，来作为这些声音

的通贯轴。

郝蕴表示，张涵予是配音演员出

身，有出演抗美援朝战士的经历，而且

声音具有稳定性和可塑性。

“我希望更多观众可以看一看一位

电影人给纪录片所配的解说，听一听他

的倾情献声。”郝蕴说。

在国力极不对称、状况极为艰难的

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

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

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五次

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

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

杀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

战争伟业。

在真实展示 1950年前后中美国力

对比以及前后方相互配合、相互激励的

同时，《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

实》也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现场

画面。

郝蕴谈到，在北京有一座山，山里

有一个洞，洞里有一个仓库，这个仓库

是我们共和国的影像的仓库，这是中央

新闻电影纪录片厂的库房。这一次，为

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纪实》，仓库

对摄制组开放。

郝蕴表示，电影最终呈现出的画

面，很多都是首次对外披露，有中国摄

影师拍摄的素材，也有来自美国、朝鲜

的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这么多国家

的战地摄影师，用生命和鲜血拍下了战

士们一个个倒下的瞬间，所有画面都是

真实的、严肃的，都值得到影院去观

看。”她说。

遗憾的是，电影《保家卫国——抗美

援朝光影纪实》资料拍摄者中，来自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位摄影师、来

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位摄影师，以及

一位美国战地摄影师牺牲在前线。

郝蕴认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融入到

电影当中。作为导演，她非常感谢这些

“无名英雄”留下这笔财富。

“这些战地摄影师的风采是怎样

的？老摄影机是什么样子的？老胶片

是怎样放映的？放映效果怎样？这部

纪录片也都会有解答，这也成为了整部

影片的叙事载体。”郝蕴说。

◎追求“原汁原味”真实影像、声音化身历史的说书人

◎战地摄影师用生命和鲜血拍下真实战争场景

◎展现全国人民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前方和后方相互激励、共同推进的美好图景

郝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