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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之际，国产战争大片《金刚

川》的上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影片

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英雄壮举，讴歌了他们保卫和

平、反抗侵略的无私奉献精神，以电影艺

术的形式致敬历史与英烈，大力弘扬和传

承抗美援朝精神。

以纪实手法再现历史事件

影片《金刚川》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

最后一场战役——金城战役的真实历史

事件，叙述了志愿军某部为确保金城战役

胜利，使大部队能顺利通过湍急的金刚川

河，按期抵达前线，他们在敌我装备非常

悬殊的情况下，冒着敌人狂轰滥炸的炮

火，一次次修补被美军飞机和远程炮弹炸

毁的木桥，最终用血肉之躯架起一座“生

命之桥”，让大部队顺利通过金刚川到达

前线，既创造了罕见的惊人奇迹，也取得

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显然，历史的真实性是此类战争大片

在拍摄时首先需要遵循的创作原则。为

此，该片编导采用了纪实手法，力求最大

程度地再现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首先，

影片开头和结尾都借用了文献资料片的

片段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开端和结局：开头

简要地交代了朝鲜战争的起因和金城战

役的重要性，结尾则以志愿军烈士遗骸从

韩国回归中国的影像把历史与现实有机

结合在一起，说明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对他

们表达了最深切的怀念和最崇高的敬

意。其次，影片在以影像叙述故事情节

时，伴以今天尚健在的，参加过金城战役

的志愿军老战士和美国飞行员的某些旁

白，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另

外，影片里演员的对白采用了四川话、江

西话等各种方言，说明志愿军战士来自祖

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是为了抗美援朝、保

卫和平、反抗侵略而聚集在一起共同战斗

的，这也是影片纪实手法的具体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叙事的独特性在

于，它没有直接描叙金城战役激烈的敌我

双方对峙和战斗进行的具体过程，而是选

择了另外一种视角，即讲述了金城战役背

后的故事——金刚川大桥的争夺战。当

时，湍急的金刚川河流上其他桥梁都被炸

毁了，只有志愿军某部工兵连新修的一座

木桥成了从后方通往前线的必经之路。

于是，敌人动用各种武力手段，千方百计

要炸毁这座桥；而负责修桥、护桥的志愿

军战士们，则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不停

的轰炸，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次又一

次修复了被美军飞机和远程炮弹炸毁的

木桥，以保证奔赴战役前线的部队能顺利

过桥。

同时，影片在叙事结构上没有采用线

性叙述方式，而是从三个视角展现了“炸

桥、修桥、护桥”这样一个战斗过程。影片

共分为四个篇章，每个篇章都有标题提

示，而敌人每次轰炸所采用的手法也有字

幕解释。第一篇章“士兵”，从修桥工兵连

和原准备过河参战，后奉命留下来协助修

桥的某连官兵的视角叙述如何修桥、护桥

的；第二篇章“对手”，从美军飞行员的角

度讲述他们是如何疯狂炸桥的；第三篇章

“高炮班”，着重描述了负责护桥的两个高

炮班战士们如何用简陋的高射炮和短缺

的炮弹与美军飞机对战，不惜牺牲来保护

木桥和修桥的战友们；第四篇章“桥”是影

片的收尾和高潮，讲述英勇的志愿军修桥

官兵如何用身体支撑起被炸毁的木桥，用

血肉之躯搭建起摧不垮、炸不断的“人

桥”，确保渡河部队顺利过桥奔赴战役前

线。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较好地从不

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展现了“炸桥、修桥、护

桥”这一战斗事件的全过程，并真切地反

映了各类不同参战人物的思想、心态和情

绪，使银幕上表现的故事内容更符合历史

真实。但是，这样的叙事结构也有一些缺

陷，即有的篇章里某些画面影像在其他篇

章里又重复出现，导致叙事不够简洁紧

凑。为此，有些观众“吐槽”说：影片把一

个故事讲了三遍。尽管有这样的缺陷，但

影片在叙事方式上的刻意突破和力求创

新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英雄群体中凸显主要人物形象

无疑，战争片的创作重点并不在于叙

述战役的过程，或展现宏大的战争场面，

而在于描述战争中各类人物的命运遭遇

和思想情感，深入剖析战争中的人性，并

由此揭示影片主旨。《金刚川》就较好地表

现了在这样一场特殊战役中各类参战人

物的命运遭遇和思想情感，在塑造志愿军

英雄群体中凸显了主要人物形象，诸如班

长关磊、排长张飞、连长高福来等，均以其

独特的个性和命运给观众留下较深刻的

印象。

首先，编导较好地把握了群体塑造和

个体凸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简洁而生

动的镜像表现了修桥、护桥和过桥参战的

志愿军英雄群体形象。银幕上那些隐蔽

在草丛树林中准备过桥参战的指战员，随

着一声令下马上现身整队过桥；当敌机来

袭时又立刻隐藏起来，不见踪影。那些修

桥的工兵连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冒着敌人

猛烈的炮火把炸毁的桥修好，最后竟然用

自己的身躯搭建起“人桥”，以确保参战部

队迅速过河。那些护桥的高炮班战士们，

为了保护木桥和修桥、过河的战友们，竟

然在炮位周围点火吸引敌机，用有限的弹

药与敌机对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完

成护桥任务。由此成功地塑造了志愿军

英雄群体形象，让观众真切认识到：这是

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意志坚定、勇敢

顽强、不怕牺牲，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英

雄部队，而这样的英雄部队，才是抗美援

朝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

其次，编导在英雄群体塑造的基础上

凸显了主要英雄人物形象，让班长关磊、

排长张飞、连长高福来等以其自身的言行

举止展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深沉的

战友情、兄弟情，令观众泪目。关磊和张

飞，就两人姓名和关系而言，很容易让人

想到《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和张飞；在影片

里，两人既是上下级，又是师徒、战友和兄

弟；关磊不拘小节、大大咧咧，而张飞则处

事谨慎、坚持原则，两人的性格也形成了

鲜明对比。影片注重通过各种细节来表

现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如坚持让对方驻

守隐蔽炮位、通过吹口哨互报信息，张飞

还把战士给他的烤玉米留给关磊等。他

们在战场上彼此激励、托付生死。当关磊

牺牲后，张飞又亲手埋葬了他的遗体。最

后，他拖着被炸断的腿奋力在炮位上用仅

剩的炮弹大喊着与敌机对战，最终打下了

敌机，而他自己也牺牲在炮位上，成为一

尊英雄雕塑。连长高福来虽然对上级命

令该连留下来协助工兵连修桥有意见，但

他服从命令，为护桥舍生忘死，在身负重

伤时，仍对前来救助的班长刘浩说：“不要

管我，快修桥！”尽管影片对他的刻画稍嫌

简单，其牺牲也有点早，未能完全展现其

个性形象，但仍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影片里还有一条朦胧的爱情

线，即班长刘浩和话务员辛芹之间“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爱情。两人都来自四

川，刘浩对辛芹颇有好感，但却从来没有

向她表白过。在战场上，他只能偶尔通过

望远镜偷看一下忙碌的辛芹。最后辛芹

那一句“前线见，刘浩同志”，才让刘浩知

道，原来她也一直默默关注着自己。而辛

芹的牺牲，则使这条爱情线戛然中断。编

导对此的艺术处理相当含蓄，但却符合战

场上的实际情况。

影片主题曲《英雄赞歌》原为大家都

很熟悉的抗美援朝战争片《英雄儿女》里

的主题曲，经过改编后运用在该片中，既

是又一次对抗美援朝英雄们的致敬，同时

也把两部不同年代拍摄的相同题材的影

片有机连接在一起，充分表达了抗美援朝

精神的传承，以及后人对英雄先烈们永久

的怀念之情。

以电影特效还原残酷的战争场面

作为一部战争大片，《金刚川》当然要

在叙事和写人的过程中真实地再现战争

的残酷场面，真切地描述战争对生命的无

情摧残，并以此来衬托和表现志愿军战士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的确，只有在银幕上真实演绎了战争

的残酷，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志愿军指战员

可贵的献身精神，也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珍

惜来自不易的和平生活。

影片以现代电影工业的技术手法在

银幕上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各种战争场

面，以光影和画面再现了志愿军指战员在

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殊死拼搏的历史影

像。一幅幅清晰的高帧画面和真切的视

听效果，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战场，与影片

里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影片里

志愿军高射炮班与前来轰炸的敌机持续

对战的激烈场面，十分撼动人心；这些视

听画面无论是展现战争的残酷性，还是塑

造高炮战士的英雄形象，都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显而易见，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电影

特效技术，这样的战争场面是无法真实再

现的。

该片整个拍摄制作周期不到三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战争大片的

拍摄和制作，在中国电影史上无疑创造了

一个奇迹。同时，影片所呈现出来的特效

技术和电影质感，与其他战争大片相比也

并不逊色，由此充分彰显了近年来中国电

影工业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

影片里 600 多个特效镜头是由 20 多家特

效公司、2600 多人合力完成的，实属不

易。显然，倘若没有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

显著提高，这样的战争大片在短时间内是

很难顺利完成的。当然，如果影片里能有

几个表现金城战役主战场的战斗画面，并

使之与金刚川护桥之战有机连接在一起，

则会使影片对整个战役的艺术表现更加

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

代发扬。”影片《金刚川》让我们又一次回

望了抗美援朝的历史，并再次铭记英雄风

骨，把抗美援朝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为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期，一系列关于抗美援朝的

影片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十周年之

际上映和投拍。在这些类型丰富、

形态多样的影片中，《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光影纪实》是唯一的一部

纪录片，也是内容和形态上最为独

特的一部。这部历史文献片中的百

分之九十的素材来自于影音档案，

很多内容属首次披露，具有很强的

历史价值和独特质感。

跟随着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我

们走进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资料

库，看到了一排排贴着标签、得到精

心保护的新闻纪录电影。随后，被

这些胶片封存起来的历史影像在七

十年之后再次进入到当下人们的视

野中。在抗美援朝题材影片中饰演

过重要角色的演员张涵予担任本片

解说，以 1950 年的国庆节为起点，

讲述了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和战争

始末。《保家卫国》还使用了来自中、

美、朝、韩不同国家的影像资料，努

力在短短的 90 分钟内还原历史的

厚重场景。同时，主创团队采访了

新影厂仍在世的，参加过抗美援朝

新闻纪录片拍摄的离退休老人们，

他们让黑白胶片上的凝重历史有了

更多的人性温度。

历史文献片的传承创新

这部影片给人带来的第一观感

是，眼前流动的每一帧画面都是珍

贵的。《保家卫国》确实达到了导演

郝蕴所期待的、用新闻纪录片这样

的“国家相册”传递“原汁原味”的真

实。在史料的独家性、披露性，以及

综合广泛信息建立时代情境的方

面，本片延续了传统的文献片和政

论片的思辨力量和历史视野，张涵

予的音质和解说方式与影片的历史

叙述气质也不谋而合。另一方面，

在大量的首次披露影像之外，影片

中占比很小的几段走访内容让人印

象深刻，甚至成为这部历史文献片

的点睛之笔。正是这些历史与当下

之间的呼应和互文，更新了历史文

献片的视听方式，提供了看待历史

的多元视角，也让当代观众更加容

易形成共鸣。

影片走访对象是仍然健在的，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新影厂摄影师群

体。他们既是这些历史影像的直接

生产者，也是历史本身的直接亲历

者。对他们的采访，不仅帮助我们

还原出历史档案资料的生产过程，

也具有很强的口述史价值，体现出

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呈现了对于

历史的切身经验和微观叙述。当年

逾九十的老战地摄影师被问及是否

还会想起在朝鲜的日子，他并没有

立即回答，而是陷入了沉默；等待良

久，有些浑浊的双眼渐渐湿润和发

出光芒，才缓缓地说出：“不待想了，

不待想了…”。当时赴朝的摄影助

理杨中耀老人，在镜头前打开了从

未给别人看过的战场日记本。经过

这么多年，纸面上的字迹已经消退

得很浅，但是他仍然从这些发黄的

页面上读出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为

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和平，贡献出

自己的一生，才能真正算是一个最

可爱的人。”影片的末尾，几位在世

的老人被剧组邀请到了一个放映厅

中，他们看到了久违的埃姆摄影机，

立即熟练地操作起来；而这台机器

的侧面镌刻的文字则记录了一位八

一厂战地摄影师的姓名和牺牲时

间，摄影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

的影像，它本身也成为了烈士的丰

碑……

由于创作时间有限，上述内容

所体现出的，将史料作为主角的创

作思路还应当更加彻底地得到贯

彻。实际上，这些年来，围绕新出现

史料而展开的纪实创作已经逐渐成

为一股潮流，今年刚刚获得金鹰奖

肯定的电视纪录片《城门几丈高》就

是最新的案例。在这些作品中，老

的影像资料不仅再现了鲜活的历

史、提供了确切的信息，对它的寻

访、修复和重新评估使用也成为影

片不可缺少的叙事要素、甚至是主

要的故事动力。这种围绕历史档案

而展开当下行动的纪实段落，代表

了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和认

识；历史也通过影像这一媒介成为

了今天的社会思想资源和当代知识

形态。

因此，这部影片还可以展示出

更多对史料的寻访、修复、辨识过

程，用纪实性的力量更好地展示出

历史对当下的价值。例如，导演在

接受采访时提起了影片中首次披露

的一段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公开

讲话，这部分素材最初是没有声音

只有画面的。但是导演坚持认为，

这么重要的会议，只要录像，一定会

有录音。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当

时的同期声终于找到，并通过胶转

磁和手工比对，最终配上了画面中

的口形。对同期声的不懈寻找，声

画同步的技术处理过程中逐渐合二

为一的历史浮现，都会是很好的影

像素材，也能够为我们认识这段历

史提供一个独特窗口。

重回大历史，传递正义感和

价值观

虽然历史文献片早已不是当下

电影甚至是纪录片的主流，但这一

体裁在历史呈现方面有着自己独特

的优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

回“大历史”，将史料、叙事、史识统

一到总体叙述框架中。由于戏剧性

叙事的要求，不论是《敦刻尔克》、

《1917》还是《八佰》、《金刚川》，改编

自真实事件的主流战争影片主要叙

事视角是微观和个体的，即使在视

听还原和历史质感上纤毫毕现，也

很难全景展现整场战争的来龙去

脉。而历史文献片则能够很大程度

上弥补这种叙事的局限。如果说故

事片主要传递了基于个体视角的人

性思考和人文精神的话，那么历史

文献片则长于呈现总体视角下的理

性思辨和历史观念。

摄影术的机械复制特征，让来

自于历史现场的真实影像具有可信

度很高的史料价值，历史文献片正

是利用了历史影像的这一特征去重

建当下观众对于遥远历史的认知和

信念。不论是看《金刚川》还是看

《保家卫国》，当“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的旋律响起时，穿

越历史而来的震撼都能够不约而同

地让人潸然泪下。但虽然如此，现

实主义电影或真实改编电影，它和

真实影像之间所带来的历史认识和

历史情感，仍然具有质的区别。我

们尽可以讨论《金刚川》在改编过程

中真实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竞合关

系，但当面对这些来自于历史情境

之中的真实影像时，尽管我们能够

看出若干剪辑叙事上的春秋笔法和

光影呈现上的现场搬演，但它所透

露和传递出的在场目击特质，仍会

立即让观众肃然起敬，迅速地进入

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思考微

观和个体之上的抽象话题。

在历史叙述方面，《保家卫国》

充分发挥了历史文献片的上述特

质，在宏观历史进程和微观个体切

片之间取得了很好的统一。来自中

外战地摄影师拍摄的真实历史影

像，包括对这些新闻片中的中、英、

朝等不同语言原声解说词的使用，

把观众迅速地拉入到历史现场，去

体会当时不同国家对这场战争的态

度和认识，传递出多元丰富的意

涵。在大历史框架下的个体故事，

则使历史影像档案有了现场感和温

度。其中既有我们从小就熟知的战

斗英雄，也有我们不那么熟悉甚至

是第一次听到的来自历史现场的心

声。在影片开头后不久，我们体会

了刚刚入朝的紧张气氛：“大桥像一

双臂膀，抱着两岸，我伸手就能摸到

它。士兵们前行地非常安静，但我听

到有人在计算距离：朝鲜，离祖国仅

一千零五十步。”通过战士的书信，我

们也得以进入到他们的心扉，直接触

摸他们的情感世界：“我不是不需要

幸福，我不是天生爱打仗；可敌人要

剥夺我们的幸福，我没有别的选择。”

影片还通过90年代发现的，被郑重

珍藏的毛岸英的遗物，展示毛泽东这

一历史伟人的家庭情感。

当无数的“小人物”被结构到这

个“大历史”中，历史文献片所强调

的史识和观念也得到了建立。虽然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各种

观点持续争鸣，但《保家卫国》有力

地呈现出历史正义和牺牲的价值。

我们理应继续探讨历史的细节，不

断推进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让人

道、和平、交融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

但当面对历史时，我们仍然应当充分

地认识和肯定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正

义和价值。这部纪录片不仅呈现牺

牲，而且呈现牺牲的原因和牺牲的价

值；不仅描摹个体情感，也展示出情

之所由的历史情境。正是对于新建

立共和国的信念和力量，让这些刚刚

放下枪的老兵和十七八岁的孩子投

身到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汇聚成为新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

再现英雄壮举
讴歌献身精神

——评抗美援朝战争大片《金刚川》

周 斌

影像与历史
——评《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

梁君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