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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温 馨

重温优秀的经典电影，不应停留在简单

的怀旧。

我小时候看《上甘岭》，为片中志愿军英

烈的献身精神而感动。当我成为一名电影

工作者之后，再看《上甘岭》，又增添了另一

种感动——为该片创作人员的专业精神而

感动，他们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电影艺

术家。

65年前拍摄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

《上甘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旋律作

品。该片描写志愿军部队在著名的上甘岭

战役中如何坚守地下坑道的艰苦战斗过程，

大部分情节是坑道内景，空间狭小，表演动

作不好展开，场景、镜头调度、照明布光的设

计也有很大困难，该片内容多、篇幅长，放映

时间共124分钟。因此，该片很容易出现单

调、干巴、沉闷、拖沓等弊病。当时的制作条

件比今天差得远，《上甘岭》只是一部普通银

幕黑白片。这部电影要拍得好看，难度极

大。

有人会认为，《上甘岭》就算艺术性不太

高也能凑合过关。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胜

利结束不久，《上甘岭》是最热门的重大题

材，政府大力支持，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

空前高涨。有如此巨大的政治优势，《上甘

岭》即使艺术上粗糙一些，政府部门和观众

也会谅解，并不影响该片获奖和卖座。

但是，《上甘岭》的创作人员并没有依仗

政治优势而放松对艺术的要求。艺术家的

本能和责任感，使他们认为：接了好题材，就

更应该将它拍成优质精品，不可大材小用，

才对得起观众。

《上甘岭》的艺术创新突破口在哪儿？

该片创作人员认为，许多国产片不好看，其

中一大原因，是因为这些影片的艺术表现手

段太少了，显得单调乏味。电影是综合艺

术，在众多艺术门类当中，电影有一个得天

独厚的有利条件——可具备融汇多种艺术

和技术手段之长为我所用，其表现力之丰富

多彩，优于文学、戏剧，电影如不发挥这种综

合性优势，就太可惜了。

以优秀电影导演沙蒙为核心的《上甘

岭》创作集体，迎难而上，制定一个很高的追

求目标：全面出新。无论编剧、导演、表演、

摄影、美术、置景、照明、音乐、剪辑、烟火等

各部门，都要达到高精尖水平，凝聚成强大

合力。这支精英团队说到做到，完全达标。

观众看这部两个多小时的黑白片不嫌长，没

有昏昏欲睡，反而越看越来劲，都说：太好看

了！

史诗电影也有好戏看

《上甘岭》是反映重大战役的史诗风格

大片。当时，这类影片的样板是苏联二战题

材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均

采用类似纪录片的全景式结构，着重展示大

场面，故事和人物都较弱，有点像平铺直叙

的流水账。

《上甘岭》编导认为这种模式不符合中

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历来爱看小说和戏曲的

中国百姓，希望电影也要有故事有人物。于

是，《上甘岭》敢于突破苏联战争史诗大片的

模式，既表现了上甘岭战役表面阵地的激烈

大战，战争场面火爆壮观，有史诗气派，但全

剧以戏剧性结构为主干，主要篇幅是描写一

支志愿军小连队坚守地下坑道的战斗生活，

有利于集中笔墨编织故事和塑造人物。

这部战争史诗大片很讲究故事性，重视

悬念,设置了异常尖锐、复杂的戏剧矛盾。

一是外部矛盾：这是一场地上与地下的奇特

攻防战。敌军封锁坑道洞口，施放毒气、切

断水源和后勤补给，敌强我弱，我军能否化

险为夷？二是内部矛盾：我军指战员多是文

化不高的农民出身，在现代化战争中如何克

服狭隘、畏难、焦躁、盲动等心理障碍？这都

使战局发展和人物命运特别扣人心弦。

这部战争大片重视张弛节奏，不是只见

硝烟鲜血，故事和人物还汲取了喜剧片、青

春片、抒情片的手法，拍得很活，很美。

该片的“猛张飞”连长张忠发，颇有粗犷

大兵的喜感。他打了胜仗乐得手舞足蹈，犯

了错误就假冒战士和老首长打哈哈遮丑。

但他粗中有细，会耍真真假假的妙招欺骗敌

军，这些描写都充满谐趣。坑道里还有不少

欢乐活泼的生活细节，如小战士乘报务员不

备偷玩报话机，一帮大男人像小孩一样在坑

道扑追小松鼠，都挺搞笑好玩。

坚守坑道的连队是男性世界，《上甘岭》

为避免拍成单调枯燥的“和尚戏”，增加了一

名年轻女性角色——卫生员王兰。她是新

中国的知识青年，其外形、气质、语言、动作

的设计有别于农民战士，突显了她的青春朝

气、文化气息和浪漫色彩（如战后不忘将小

松鼠放归大自然），增强了这部战争片的美

感。有一段戏描写王兰想象自己“见到了毛

主席该说什么”的美好憧憬，特别具有女生

爱幻想又羞涩的清纯特点。更富有艺术美

感的一笔，是王兰领唱，男兵们合唱的一首

向往和平的思乡曲《我的祖国》，唱出“一条

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美歌词，

充满诗情画意，既调节了影片的张弛节奏，

又有利于刻画人物的情怀美，说明志愿军战

士是为保卫和平而战，显得更感人更可爱。

在实际生活中，上甘岭前线的连队卫生

员没有女兵。虚构王兰这一角色有新意，但

容易被斥之为“不真实”。编导灵机一动，将

王兰的身份设计为团部卫生队的卫生员，下

坑道连队检查防疫工作，战斗打响了出不

去，就留在坑道参战，这就合理可信，观众可

以接受。由此可见，艺术创新不能一遇到难

题就往回缩。

60 多年前，电影创作有诸多禁忌。《上

甘岭》敢于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首次

引进青春片和抒情片等类型片手法，这种大

胆破格的勇气尤为难得。

史诗电影的“电影化”

《上甘岭》可看性强，还在于不仅故事好

和表演好，也很重视声画造型、蒙太奇剪接

和镜头调度，真正做到“有声有色”，大大丰

富了电影的表现力。

该片大部分情节是内景——狭小昏暗

的坑道，由于画面景别、拍摄角度、道具陈

设、镜头分切、镜头拉推摇移、环境光源（巧

妙运用油灯和射入的阳光）的设计变化丰

富，与演员的生动表演配合得好，因此，坑道

内的戏并不会呆板枯燥。

但编导还是力求镜头不要完全局限在

坑道里，借助蒙太奇的时空交错灵活性，让

内景与外景交叉调节，不时“跳出”坑道。设

计坑道外的战斗场面还不算难，最令人叫绝

的神来之笔，是战士们合唱《我的祖国》时，

随着清新优美的女声独唱和雄浑的男声合

唱歌声，镜头“飞”出去了，飞到了千里之外

的祖国，进入阳光明媚的广阔天地，展现一

幅幅大好河山的美丽图画：长城雄姿、黄河

金涛、三峡秀色、桂林山水、黄山奇峰、黄果

树飞瀑，还有现代化的工厂、电站、海港……

这种类似风光纪录片的音画组合（比

MV早出几十年），并非过场，而是剧中人物

的主观想象镜头，与故事片有机融合，有剧

作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歌曲多是

独唱或混声合唱，《上甘岭》的“女声领唱+

男声合唱”，也是电影歌曲演唱形式的创新。

《上甘岭》的短镜头分切得好，长镜头也

有新招。如影片开头展现表面阵地的肉搏

战，漫山遍野的志愿军战士与敌军士兵贴身

打斗，摄影机用类似长卷画的横移运动长镜

头，连续跟拍多组同时扭打的人群，一气呵

成，使普通银幕画幅产生宽银幕的视觉冲击

力！

最能体现电影声画综合表现力的华彩

篇章，是我军大反攻的一组内外景组合，其

光效设计、剪辑节奏、人物造型、镜头运动、

音乐配器等，合力创造出大泼墨与细工笔融

为一体的电影语言。但见：银幕闪现万炮齐

发的超短镜头（每个只有几秒），节奏极快，

尤其是一道道疾速划破夜空的火箭弹道，光

感和动感特强。突然，音乐快强节奏变为舒

缓，外景的快速动态接上内景的雕塑感静

态：坑道口，志愿军战士手持战旗凝视洞外，

等待出击，因为通道狭窄，队伍是一人紧接

一人的单列，移动长镜头慢慢摇过长长的队

列，勇士们不言不动，神色坚毅，洞外曙光投

射在脸上身上，犹如一尊尊英武雕像，画外

由雄壮的大交响乐队变成抒情的钢琴协奏

曲。这组镜头的声画节奏，由快变慢，动变

静，重变轻，大起大落，不仅变化丰富，而且

颇有神圣庄严之感……65年前就能设计出

这样别致的电影语言，天才手笔！

《上甘岭》的精雕细刻，还体现在一些似

乎无关紧要的过场也用心设计。如片头的

演职员表字幕衬底，当时多数革命历史题材

电影只用一幅红布之类的单色衬底，画外配

交响乐；交代历史背景只用类似教科书文字

的字幕和解说，都较简单生硬。《上甘岭》演

职员表衬底改用美术作品——五幅重现志

愿军浴血奋战的绘画，画外是雄壮的大合

唱。交代战役背景不用字幕，是钢笔字特写

镜头——志愿军战士的 1952 年“战斗日

誌”，旁白是日记体语言。这就使影片开篇

更具史诗气派和艺术气息，一下就抓住观

众。

在“电影化”方面，直至今天，许多国产

片都尚未过关。不少电影导演其实混同于

舞台导演或电视剧导演，完全依赖故事情节

和演员表演，不懂得借助电影的特有手段，

这就应该借鉴《上甘岭》，好好补课了。

创新勇气与工匠精神

我们不苛求每一部电影都具有很全面

的综合艺术表现力，一部电影如在某一方面

有明显优势，也是影坛百花的一朵，也算成

功。但是，电影如能像《上甘岭》那样博采众

长熔于一炉，就最具有电影本体的特质个

性。

重新研究《上甘岭》，我们看到：敢为人

先的创新勇气，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多才

多艺的过硬功力，都集中体现在一支创作团

队身上，堪称新中国电影史上一大奇迹，值

得任何题材、类型的影片学习。

比照《上甘岭》，当下一些粗制滥造的影

片，其创作人员就不要再找种种理由为自己

的无能辩解了，更不能玩“功夫在诗外”的公

关手段沽名钓誉。

上甘岭战斗精神永存！《上甘岭》创新精

神也永存！

2021 年 1 月 13 日，在内蒙古阿尔山最寒冷

的季节，我和丁震导演带着真诚的感恩，带着

电影《守望相思树》，回到了千里冰封的阿尔

山，回到庄严肃穆的国门，回到习近平主席关

注的三角山边关哨所那棵傲雪挺立的“相思

树”下。我们要向哨所报告，向种下“相思树”

的军嫂郭凤荣报告——一个真实、质朴、美丽

的“相思树”故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

它的足迹，“相思树”故事留在了世人心里，也

将继续、永久地流传下去，激励一代又一代军

人军嫂为强国强军贡献力量。

从故事到作品

从感动到行动

2014 年，习近平主席迎风踏雪，专程来到

陆军驻内蒙古某边防连三角山哨所，亲切看

望慰问戍边官兵。因看到哨所门前有棵樟子

松，他便询问起这棵树背后的故事。原来，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次巡逻途中，面对突如其来

的洪水，时任该连连长李相恩为救战友生命

壮烈牺牲，他的妻子郭凤荣为寄托哀思，在丈

夫驻守的哨所旁种下了这棵樟子松，取名“相

思树”。郭凤荣回到家乡，独自抚养幼子长大

成人，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条件，她用一生

守候着这棵傲雪挺立的“相思树”，期盼着丈

夫的归来……2010 年，身患癌症的郭凤荣临终

前嘱咐家人把她的骨灰撒在丈夫牺牲的哈拉

哈河，“终生陪伴丈夫驻守边关”。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家乡的朋友给我

讲起了这棵“相思树”的故事。听到故事的

瞬间，我被边防军人和军嫂刻骨铭心的爱情

所打动，甚至觉得那已经不是普通意义的忠

贞不渝，而是一种军嫂特有的信仰——人在

时，我与你相思相依；人去了，我与你相守相

望……

此后，“相思树”像一颗种子一样留在我心

里，久久挥之不去。我作为军属，又是从内蒙

古电视台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把“相思树”

这个感人故事搬上银幕，那一定是件有意义

的事。

心动化作行动，我决心要打造一部近 30

年来中国屏幕上鲜见的军嫂题材电影。

为了深入了解“相思树”的故事，我和编剧

胡金岚走进了三角山哨所，真正深入生活，扎

根实地采访。在哨所，我们不仅采访了现役

边防官兵，还采访了李相恩连长的战友等多

位退役官兵。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

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们。一代代戍边人和他

们的亲人，用艰苦与牺牲，用隐忍与坚守，在

风雪边防线上，锻造了一道巍峨屹立的钢铁

长城。

我们想用最平实的方式，还原这个凄美的

爱情故事，向英雄致敬、向军嫂致敬。

情怀超越名利

坚持赢得支持

2019 年 6 月，开机的日子渐渐临近，因为

不是商业题材的电影，没人愿意投资，资金的

压力日益增大。此时，我无意中翻出对李心

的采访录音。李心是李相恩烈士和郭凤荣嫂

子唯一的儿子，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他

的声音平和、低沉，言谈中好像刻意屏蔽了语

气。从那隐忍的讲述中，那看似不经意的回

忆中，我听到一个从小经历人生苦痛的男人

对现实生活的满足，对所有过往的感恩，对父

母的怀念，对未来的期盼……我下决心，一定

要让他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父母的爱情，看

到那个年代的家国情怀！

筹备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很多鼓励，中国人

物传记电影泰斗级导演丁荫楠前辈对我说：

“你们做的这个题材属于主旋律、正能量的文

艺片，我会全力支持你们！”导演丁震也表示，

他会“使出浑身解数”，讲好“相思树”的故事。

当主创团队成员共同拥有一个超越了金

钱的奋斗目标时，这种力量一定也是金钱换

不来的。

经过不懈努力，特别是几位好朋友全力支

持，2019 年 8 月 22 日，我们的电影《守望相思

树》正式开机了。开机仪式上，几位电影表演

艺术前辈宋春丽、赵晓明、祝新运、韩月乔老

师表示，一定要当好绿叶，为整部电影添彩。

主演朱研（饰演军嫂）、李槐龙（饰演牺牲连

长）、呼斯楞（饰演巴图）等青年演员也纷纷表

示要竭尽全力，用心诠释好角色。

连续数月的筹备终于告一段落，我的心放

下了一半。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真正的艰难

才刚刚开始。制作费用超出预算，阿尔山地

区天气原因影响拍摄进度，20 世纪 80 年代的

道具枪没地方找……团队努力克服种种困难，

拍摄顺利进行着。就在我们准备迎接胜利曙

光的时候，主演朱研在拍摄地突然遭遇车祸，

锁骨粉碎性骨折，四根肋骨骨折，车辆当场报

废。好在手术顺利，朱研得到很好的治疗。

可是，主角受伤，后边的戏怎么办？丁震当时

脑子里也一片空白，直到他的灵感被一盆发

财树触发了。于是，借助写信来完成后边的

故事讲述，用发财树的“前世今生”表现当代

年轻军嫂情感并照应“相思树”的想法应运而

生……

影片拍完了，一向精益求精的丁震又亲自

操刀，历经 50 多次精剪才终于完成最后的工

作。2020 年 5 月 31 日，拿到电影局“龙标”的

那一天，看着公映许可证上第 100 号的字样，

我很欣慰《守望相思树》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

留下了它的足迹，“相思树”的故事留在了世

人心里。

讴歌家国情怀

谱写人间大爱

电影《守望相思树》上映后，立刻引起广泛

关注。特别是在军人军属群体引起了强烈反

响，观众大都是流着泪走出影院的。他们说

这是一部有爱、走心的军旅爱情片，也是一部

无言、生动的国防教育片。

三角山哨所战士王挺流着泪说：“老连长

和郭凤荣嫂子把一生献给了边关，我们也要

用生命守卫祖国，请习主席放心！”哨所现任

连长王禹博动情地说：“这部电影讲的是老连

长和老嫂子，实际上也是无数军人和军嫂的

动人故事，表现了人民军队对党和人民的无

限忠诚，激发我们更加自觉地不负主席嘱托，

聚焦准备打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任务！”

这部影片从孵化立项之初就得到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被列为自治

区年度（2019—2022）重点电影项目，2020 年，

影片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列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重点献礼影片……

当我把影片寄给李心的时候，我忽然明白

了，把英雄老连长李相恩和嫂子郭凤荣感天

动地、家国大爱的故事搬上大银幕，让动人的

爱情故事永世流传，为忠贞坚守的军嫂群体

发声，再多的困苦都是值得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对于我个人而言，任何时候，

我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不能忘记自己的军

旅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将

勇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

（作者为电影《守望相思树》出品人、总制

片人、联合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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