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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警报响起，一座海上钻井平台发生严重

事故，交通海上应急反应特勤队全体队员前往救

援。他们面前，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冲天咆哮的火

龙和灾难中的声声呼救……

电影《紧急救援》的这一幕把人心揪到了嗓子

眼儿，观众以一种近乎石化的姿势矗在影厅一动

不动，生怕不经意的弯腰转身，影响到电影里行至

关键时刻的“生死营救”。直到最后一位幸存者被

救出，观众们胸口里憋着的气才长长舒了出来。

《紧急救援》是导演林超贤的新作，他上一部

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影片是 2018年上映的《红海行

动》。与前作一样，《紧急救援》也是取材于真实事

件，不过这一次，林超贤耗了五年。

“《紧急救援》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困难，”

这位以动作戏见长的导演承认，《紧急救援》拍摄

期间，他几乎是在质疑和自我怀疑中度过的，“所

有的事情都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没有任何拍摄经

验可以借鉴，”有时，连他自己也会担忧“我到底能

不能做得好？”

电影拍摄伴着危险而生，用林超贤的话说，

《紧急救援》集齐了好莱坞电影手册里的三大拍摄

难点——“动物、小孩、水”。主演们至今回忆起片

中大量的水下戏份，仍心有余悸。7 摄氏度的水

底，林超贤手握摄影机，主演们一个个被从直升机

上扔进水里，他们要在水底完成表演，没人知道每

次落水后将面临怎样的情况，林超贤反复告诉演

员们，“呼吸不了的时候，记得氧气瓶在后面”，而

沉在三四十尺水底的林超贤能真切地感觉到，自

己握着摄影机的手在发抖。

让林超贤和演员们“拼了命”也要完成的电影

《紧急救援》取材自中国海上救捞人员的故事。

资料显示，作为中国唯一一支国家海上专业

救助打捞力量，中国救捞承担着对中国水域发生

的海上事故的应急反应、人命救助、船舶和财产救

助、沉船沉物打捞、海上消防、清除溢油污染及其

他对海上运输和海上资源开发提供安全保障等多

项使命，同时也代表着中国政府履行有关国际公

约和海运双边协定的义务。

但这支肩负着重大使命的队伍其实并不算庞

大，《紧急救援》着重取材的海上飞行救助队，全国

仅500人，每年，这支队伍救助遇险人员3500人以

上。

林超贤说，拍过这么多警匪片，看过这么多人

民公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故事，海上救捞

队的故事给他的触动最大，“他们承受的是一种特

殊的压力。一接到命令，马上就有一条生命在等

着你拯救，他们面对危险，大多是判断环境能不能

做到，而不是想自己有没有危险，一秒的犹疑，都

可能错过救援时机，‘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

的危险留给自己’，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他觉

得，海上救捞队的故事值得让更多人知道。

12 月 18 日，《紧急救援》在全国正式上映，首

周获得 2.35亿，拿下周票房榜单冠军，超过 600万

中国观众因为这部影片走进影院。林超贤希望，

观众通过电影了解这些平凡英雄的同时，也能从

他们身上，获得更大勇气。

他们，随时可能没命

《中国电影报》：怎么想到要拍一部救捞题材

电影？

林超贤：五六年前，拍《破风》的时候接触到了

这个题材，那时还没拍《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

动》。他们给我看了一段视频，是救援队真实救援

视频剪辑在一起的短片。我自己是拍电影的，第

一次发现我们常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大风大浪，都

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救捞人员面对那么强大的自

然力量，随时都可能献出生命，这让我觉得很敬佩

也很震撼。但是我没有灾难片的拍摄经验，我说

我回去想想，一想就想了五年。

曾怀疑自己，到底行不行？

《中国电影报》：现在回想起来，拍摄最难的是

什么？

林超贤：电影筹备的时候，制作团队里面有个

外国人，他参与过很多好莱坞电影。他说，在好莱

坞大家都有一本关于拍摄注意事项的电影手册，

这本手册里面记载了电影拍摄的三大难点：第一

是动物、第二是小孩、第三就是水戏。《紧急救援》

里，三样都有。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有场炸油井的戏，惊心

动魄，这场戏看起来危险系数很高，设计的时候遇

到过哪些困难？

林超贤：其实不止这场戏，整个《紧急救援》对

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困难，拍《破风》的时候，因

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骑单车的人，所以有什么

困难我都可以克服。《红海行动》这个题材，我没有

拍过，但是我有很多拍动作片的经验，所以也是我

可以驾驭的。但《紧急救援》我是真没有任何经验

可以借鉴。

动作的部分全是我自己想的，我想完又会去

怀疑自己，怀疑到底做不做得到？最惨就是我自

己都怀疑做不到的时候，我还要要求别人做到。

我只能不停地去告诉大家，就算跌30%，起码我也

有70%，如果我连这个要求都没有，可能就只剩下

30%，这次拍摄很冒险。

水下，我抓着摄影机的手在发抖

《中国电影报》：演员们现在回忆起水下戏的

拍摄，还是心有余悸，水下戏是真的危险，这是不

是全片压力最大的地方？

林超贤：我每一部电影拍起来都有危险。这

次冒险最难的是，所有事都在我们的经验以外，比

如水里的戏，水真的是控制不了的。当时不害怕，

拍完才知道。

有一场戏是演员们在直升机里坐好绑好安全

带，升高后，再砰地一下扔到水里。我知道在拍之

前，这几个演员都恐惧了很久，因为每一次掉下去

状态都是不同的，哪一边先进水？不知道。到底

什么时候开始呼吸？也不知道。都是一瞬间的事

情，如果该呼气的时候，你刚好吸气，就会呛水。

这些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我告诉他们，呼吸不

了的时候，记得氧气瓶在后面。

但恐惧是控制不了的，尤其是对水的恐惧。

我想很多人都有一些溺水的经历，慌张起来你是

完全不记得之前别人和你说过的事情的。好在这

班演员互相照顾、互相鼓励，这次的团队感很好，

甚至比《红海行动》的时候还要好。

《中国电影报》：据说，拍水下戏的时候，您亲

自潜到水下掌机，怎么会做出这么冒险的决定？

林超贤：一方面为了赶进度，一方面是想和演

员在一起。我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一起在前线

解决事情的，我不希望自己坐在监视器后面，抓着

麦讲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拍一场水下三四十尺的戏，水温是7度左

右。我拿着一部机器和他们一起潜下去，演员是

有训练潜水的，我没有。当时恐惧得不得了，最恐

惧的是在那里等，我一直看表，想着氧气在哪里，

但当恐惧袭来的时候，那个恐惧会放大，完全控制

不住，我手都在抖，抓着机器也在抖。但我还是很

享受和演员们在前线的那种感觉。

从救捞队员身上，获得勇气

《中国电影报》：跟《红海行动》不同，《紧急救

援》文戏的比重明显上升，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林超贤：我一直觉得《红海行动》是战争背景，

文戏空间没那么大。《紧急救援》是讲一支冒险救

人的救援队，我想让大家知道他们是普通人，他们

有生活，也有他们所背负的责任，文戏的空间会多

很多。当然，这次也是想讲人物多一点，这些人是

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另外一个生命，对我来说这更

伟大，所以这次会落很多笔墨在这上面。

《中国电影报》：您怎么看待海上救捞队员这

个群体？

林超贤：我拍过这么多警匪片，也看过许多人

民公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故事。海上救援

队员给我的触动最大。他们承受的是一种特殊的

压力，等于是一接到命令，马上就有一条生命在等

着你拯救，可能不止一条生命。那些人的生死就

在你眼前，就看你做到做不到。面对这样的情况

时，一秒的犹疑，都可能错过救援时机，一个人眼

巴巴在你眼前没有的时候，那种压力不言而喻。

面对危险，救捞队员大多是判断环境能不能做到，

而不是想自己有没有事。如果想自己多的话，可

能就做不了这个工作，因为每一秒都不同。

所以那句“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

留给自己”，就是救捞队员的真实写照。能够选择

这份工作的人，情操都比较高尚。希望越来越多

的人能通过电影了解这些平凡英雄。

《中国电影报》：最希望把救捞队员的什么精

神传递给观众？

林超贤：看完这部戏之后，我想每人都会多一

种英雄感，任何拯救别人生命的事情，都可能会发

生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会得到更大的勇气。

本报讯 12月21日晚，2020“艺术新作·
冬暖主题影展”（以下简称“冬暖影展”）开

幕式在京举行。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

蕾以及影展片方代表出席开幕式。导演张

杨的新作《火山》作为开幕影片进行了放

映，映后张杨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影片的幕

后故事。

张蕾在致辞中介绍，全国艺联已经连

续第三年举办“冬暖影展”，2019“冬暖影

展”是新冠疫情暴发前全国艺联的最后一

个影展，其中的参展影片《掬水月在手》、

《日光之下》、《活着唱着》、《冬去冬又来》今

年相继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气·球》也在

全国上映。本次“冬暖影展”与正在进行的

“珍藏：中国经典影片展映”相呼应，均为

“2020重燃·艺术之光”优秀国产艺术影片

放映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获得了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支持。

本届全国艺联“艺术新作·冬暖主题影

展”将于 12 月 21 日至明年 1 月 10 日在北

京、上海、深圳、南京、杭州、重庆、厦门等 7
个城市举办，共有12部影片与观众见面，分

为“童语”、“心愿”、“历程”三个主题单元，

在多视角的艺术探索中，呈现了当下不同

地域、不同社会群体的现实生活，关注个体

在这些社会背景下的情感和命运。其中，

张杨新作《火山》和黄梓执导的剧情片《小

伟》（又名《慕伶，一鸣，伟明》）分别作为开、

闭幕影片。本次影展既挑选了已成名导演

的新作，同时也挑选了数部青年导演的处

女作，从不同的视角展现当下的中国社会

和人生百态。不同年龄层次的电影人们共

同努力，更好的发挥艺术电影的社会属性

和商业属性。

开幕片《火山》，世界首映于第 31届阿

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先后斩获第

三届澳门国际影展新华语映像单元最佳影

片、第十五届萨格勒布国际纪录片节国际

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等奖项；闭幕片《小伟》

获得了第 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

计划最佳导演，同时还入围了包括上海国

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莫斯科国际电影节

BRICS 单元在内等多个国内外重要电影

节；《乘客》提名第 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

秀电影竞赛火鸟电影大奖(华语)并斩获最

佳导演(华语)和最佳男演员(华语)；《郊区的

鸟》提名第 7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

影人单元金豹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大部分

影片都曾在国内外重要电影节上亮相，不

乏行业内备受期待的口碑佳作。

“童语”单元三部影片通过儿童视角中

的烂漫美好呈现出成人世界中的现实故

事。《少年与海》中一个因父母早逝、寄居家

庭经济紧张而变得“野性”十足的孩子小

杰，不断经历着本不该他经历的选择。《夏

夜骑士》流露出的情感是非常细腻而又个

人的，而镜头语言又是极其诗意的，片中现

实与梦幻的交织源于导演曾说过的一句

话：“我们的出发点永远是人物和情感。”

《郊区的鸟》由梅峰担任文学顾问、黄茂昌

监制，这部影片所表达的内容可以用导演

仇晟曾说过的一句话——“成人想要看清

一切，孩子们不让。孩子们想要把世界黏

住，成人想要把世界撕开。”

在“心愿”单元将与大家见面的《拨浪

鼓咚咚响》、《光之子》、《野马分鬃》三部影

片聚焦现实生活，个体与命运对抗，不断寻

求心灵抚慰与精神求索。《拨浪鼓咚咚响》

呈现了一个痛失爱子的寻仇货郎和一个寻

找父亲的孩子，从不共戴天到形同父子的

故事。《光之子》记录了少女梅朵独自踏上

一段寻找父亲和归宿的如梦般的心之旅，

展现了在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幼小的生命

克服重重挑战，坚强成长的故事。《野马分

鬃》中即将大学毕业的阿坤，在历经生活波

折后，逐渐意识到了成长的代价和生命的

无常，该片曾分别入围了戛纳、伦敦、釜山、

平遥等国际影展的重要单元，被誉为“2020
年惊喜之作”。

由《热汤》、《平静》、《蓝色列车》、《乘

客》组成的“历程”单元，则是透过影像折射

人性。《热汤》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四组

人物各自生活，他们面临着同一个亘古难

题。《平静》由宋方执导，贾樟柯监制，讲述

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性，因与多年相处

的男友分手情绪陷入低谷，她在内心痛苦

的同时，依然保持对世界的感知和观察。

《蓝色列车》把目光聚焦在八九十年代改革

和市场大潮汹涌而来前的过渡时期，其浪

漫与忧伤和《八月》一脉相承。《乘客》通过

不同的角度将目光聚集现代婚姻生育困境

和复杂的两性关系。

此次“冬暖影展”将于北京、上海、深

圳、南京、杭州、重庆、厦门等7个城市举办，

部分影片将举办映后交流活动，影片主创

和影评人将现身影院与观众朋友进行深度

解析与互动，在电影院里共沐一场冬日暖

阳。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黄陵县阿党镇河

堤村的党员活动室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

景象。村民们三三两两结伴来到党员活动

室“占座”，等待“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公益

电影开映。

室外虽然寒风阵阵，但是大家的观影

热情未减。村民们围坐在暖炉、电暖气旁，

正在认真观看电影《风吹红河谷》，大家被

电影里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活动室内时

不时还传来一阵阵的议论声和欢笑声。村

民张礼民在观影后感觉意犹未尽，他希望

这种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能常在村子里开

展，活跃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阿党镇河堤村是市级重点水利项目—

南沟门水库移民搬迁村，共有 295 户 1O73
人，全村建档立卡贪困户44户14O人，目前

44户已全面脱贫。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铁栓河有满肚

子的话要说。他说：“河堤村是阿党镇唯一

一个贫困村，在各级关心支持和包扶干部

帮助下，村子的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基础

设施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建成了千亩

示范园、易福国库、獭兔养殖场等产业，群

众的日子都好了 。‘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就

像这句话一样，我们要继续努力，让我们的

村子更美，群众更幸福。”

此次“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电影主题放

映活动，由陕西省委宣传部安排，延安市农

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与黄陵县阿党镇共同

举办，共放映《风吹红河谷》、《建党伟业》、

《百团大战》等多部影片。

（影子）

本报讯 12 月 18 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三湾改编》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八一电影制

片厂举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副局长毕

斌、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政委孙家涛、江西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吴永明、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

颜品、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张军等参加启动仪式。

电影《三湾改编》由江西厂、井冈山西江月和

八一厂联合出品，杨虎导演，王玮编剧、郭广平主

演。影片讲述了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我党我

军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

了“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

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

略，全景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

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影片旨在书写人民

军队立军之本、建军之魂，书写红军初创时期艰苦

卓绝、波澜壮阔、富于创造、可歌可泣的历史，书写

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和伟大思想。

《三湾改编》导演杨虎介绍，影片将吸收三湾改

编最新的研究成果，追根溯源、系统地回答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为什么把

支部建在连上、为什么要在军队里建立民主制度等

有关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影片

将用90分钟的时间，带着观众再次去寻访那段风云

激荡、令人振奋的历史，回首陷入低潮的中国革命，

是如何柳暗花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的。

启动仪式还邀请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谷安林、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原中

央档案馆副馆长杨公之、原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

部副部长肖裕声、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

建中、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晓平等专家学

者为影片把关。

据悉，影片将于 2021 年 2 月在江西吉安开

机。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央宣传部

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

“中国影协杯”年度优秀电影剧作推选活动在北京

举行，《哪吒之魔童降世》、《少年的你》、《地久天

长》、《那一夜，我给你开过车》等十部电影剧作荣

获第十一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电影剧作”称

号。

创办于 2010 年的“中国影协杯”年度优秀电

影剧作推选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 11 届，是一年

一度对上年度在国内银幕上正式上映电影作品

剧本创作的推优活动，历来注重电影剧本的文

学性、电影特性和艺术创新。第十一届“中国影

协杯”年度优秀电影剧作推选活动经过闫少非、

曹寅、张思涛、章柏青、窦春起、皇甫宜川、赵卫

防、唐科、李春利、翟小乐、张弛、袁媛等十余位

专家推选委员的推荐，共产生 22 部入围影片，

再经过上述推荐委员的充分讨论和记名投票，

最后产生第十一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电

影剧作”。

本届评委、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

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弛表示，提高剧

本的思想、艺术水平，仍然是当前推动电影前进

的关键之一，一年一度的“中国影协杯”年度优

秀电影剧作推选活动就是为了给电影文学界建

设一个总结经验、学习先进、发展创作的平台。

（影子）

“2020艺术新作·冬暖
主题影展”开幕

12部国产新作多重角度聚焦现实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陕西黄陵县启动

主创推介影片

《紧急救援》导演林超贤：

他们的故事值得更多人知道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第十一届“中国影协杯”年度优秀电影剧作揭晓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三湾改编》在京启动

林超贤

◎ 获选影片及其编剧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哪吒之魔童降世》（编剧：饺子）

《那一夜，我给你开过车》（编剧：柳桦）

《少年的你》（编剧：林咏琛、李媛、许伊萌）

《地久天长》（编剧：阿美、王小帅）

《流浪地球》（编剧：龚格尔、严东旭、郭帆、叶俊

策、杨治学、吴荑、叶濡畅）

《我和我的祖国》（编剧：修梦迪、管虎、文宁、张

冀、徐峥、何可可、薛晓璐、葛瑞、张珂）

《中国机长》（编剧：于勇敢）

《平原上的夏洛克》（编剧：徐磊）

《撞死了一只羊》（编剧：万玛才旦）

《古田军号》（编剧：田运章、徐宝琦、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