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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艺谋首拍谍战电影

《悬崖之上》近日发布正片片段，张

译、刘浩存在火车上的动作戏，刘浩

存饰演的小兰被特务盯上，张译赶来

搭救，两人最终联手反杀特务化险为

夷。这支正片片段将剧情亮点提前

释放，将紧张刺激的对峙瞬间与谍战

悬念交织呈现，乌特拉小队任务之路

面临重重危机。同时电影还发布了

“谍城突围”版海报，张译和于和伟隔

空对峙，两大阵营分庭抗礼展开生死

较量。电影《悬崖之上》改编自全勇

先原创故事，集结张译、于和伟、秦海

璐、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

余皑磊、飞凡、雷佳音、沙溢等演技派

实力阵容，将于 4月 30日上映。4月

18日电影开启的首轮超前点映好评

如潮，淘票票开分9.1、猫眼开分9.2，
口碑领跑五一档，锁定该档期观影首

选。影片正在火热预售中，4 月 24
日、4月29日将于更多城市进行超前

点映。

张译火车遇敌殊死搏斗

刘浩存首度挑战动作戏

《悬崖之上》此次发布的正片

片段以“险”为题，节奏紧张刺激，

展现了张译、刘浩存在行驶的火车

上遭遇特务，联手克敌最终脱险的

全过程。片段揭开了乌特拉行动

遇阻的序幕，刘浩存遭遇特务审

讯，和破门而入的张译上演了一出

里应外合的反杀计。打斗过程中

张译被特务按头撞碎车窗动弹不

得，危机时刻刘浩存用围巾缠其脖

颈绞杀，帮助张译脱险。张译在对

峙中神情坚定、拼死挣扎的演技直

击人心，刘浩存也打破了此前电影

中表面柔弱的少女形象，首度挑战

动作戏，在残酷的行动中也展示了

别样的成长轨迹。正片传递了更

多剧情看点，也进一步暗示乌特拉

小队深陷敌人包围的绝境场面，人

物命运走向更加扑朔迷离，引发大

众猜测。

电影发布的“谍城突围”版海

报，两大阵营分立左右生死对峙，

乌特拉小队雪中持枪，张译脸上落

雪表情坚毅；反派敌营黑色装扮透

露危险气息，于和伟手中“玩火”若

有所思。冰城危机四伏，反派敌营

似在酝酿惊天阴谋。他们究竟隐

藏着什么秘密？谁又能从致命陷

阱中虎口脱险？4 月 30 日，让我们

拭目以待。

《悬崖之上》预售火热进行中

首轮点映口碑领跑五一档

目前电影《悬崖之上》已全面开

启预售，首轮点映已于 4 月 18 日结

束。截至目前，电影淘票票开分

9.1、猫眼开分 9.2，双平台口碑领跑

五一档，收获好评如潮。最早一批

观众已提前走进电影院领略了大银

幕上交锋斗智、紧张激烈的别样谍

战，不少影迷看完电影留言表示：

“电影比我想象得还过瘾，是近年来

看过的最好的谍战片”；“从主演到

友情客串，每个角色都贡献了最好

的表演”；“被他们带到了那个无比

残 酷 的 时 代 ，为 他 们 的 命 运 揪

心”……足见网友们对影片的喜爱。

《悬崖之上》是张艺谋首次尝试

谍战类型的商业大片，故事把目光

投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讲

述共产党特工深陷敌人包围，仍旧

坚持执行秘密任务绝境逢生的故

事。影片近日释放张译负伤瘸腿花

絮、刑场群演敬业诠释濒死状态视

频，相关话题登热榜第二名，演技和

感染力让网友纷纷评论“真正走到

人物角色里了”、“致敬每一位演

员”。影片由张译、于和伟、秦海璐、

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领

衔主演，余皑磊、飞凡主演，雷佳音、

沙溢特邀主演，一众演技派实力飙

戏，4 月 30 日，一起走进电影院，感

受那个年代风起云涌的谍战传奇和

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无坚不摧的信仰

力量。

电影《悬崖之上》由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上

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英皇（北

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阿里巴

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阿那亚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珠江影业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厦门）有限

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新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英皇电影

发行（北京）有限公司、英皇（北京）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瑞（上

海）影业有限公司发行，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发行。

（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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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优质的谍战题材影视作

品，尤其是谍战类型电影数量稀缺，一

方面是由于谍战片的发展已经形成了

一套相对固定的创作模式，在剧作思维

上难以突破；另一方面是在剧本创作时

不够贴近历史，精神内核和历史价值的

深度难以满足观众对精品的期待。《悬崖

之上》作为谍战类型电影时隔多年的又

一力作，将电影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充分

融合，用每一处细节展现剧情逻辑的环

环相扣，将高质感的美学画面与紧张的

情节氛围融入厚重的爱国主题之中，打

造了一部兼具视听审美与思想高度的谍

战大片。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电影《悬崖之上》总监制傅若

清回忆创作过程时提到，《悬崖之上》用

一腔热血书写真情，在建党百年的时间

节点上回望历史，不忘初心，让观众感受

到这些无名英雄为后代留下的宝贵精神

财富。“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尽最大的

可能触碰历史，真实地呈现历史，通过生

动鲜活的真故事、真人物、真画面，来表

达内心深处诚挚的真感情。”

本片编剧全勇先也在研讨会现场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作为一个土生土

长的黑龙江人，全勇先对东北这块土地

有着十分特殊的情感，他从小对东北抗

战时期的历史感兴趣，自己阅读过大量

的历史资料，从中得到了许多创作灵

感。“历史中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后来

都慢慢被人们遗忘了。我想找到一点史

实上的依据，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正

是这样一种历史情结让编剧在《悬崖之

上》的创作中更注重谍战人员情感的表

达，影片中的特工有儿女情长，也有骨肉

亲情，尽管篇幅不长，但同样催人泪下。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将《悬崖之上》概括为

“在洁白的雪国上演的一场红与黑的生

死较量”。在他看来，这样的一幅意象画

面在国产片中的呈现不多，在这部影片

里显得尤为精彩。“故事背景里哈尔滨伪

满时期的场景在画面中都得到体现，从

服装、道具到一些细节处理都是生动逼

真，让人感到栩栩如生。电影的视听、声

画镜头，以及它的精彩情节，都具有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憾性。”

在《解放军报》文艺部原副主任陈先

义看来，《悬崖之上》作为一部在 2020年

疫情状态下诞生的优秀作品难能可贵，

主创团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使作品保

持了史诗性的品格。“电影打破了以往谍

战戏的表现手法，没有用过多篇幅展现

当时特工使用的技术和电报密码等过多

的传统谍战元素，而是依靠人物情感推

动情节的后续发生，一气呵成，自然流

畅。”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李道新认为，《悬崖之上》“是

一部叙事稳健、情感浓郁，风格醇厚、流

畅自如，甚至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优秀

作品”。影片凸显了一种中和美学的情

感和概念，可以说是商业电影与主旋律

电影从技术到产业全面整合与融合的一

个成功标志，这样一部兼具市场价值和

精神价值的谍战片，赋予了中国电影力

量和自信。

《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研究

员皇甫宜川还特别指出，《悬崖之上》对

类型化视觉的谱系进行了有机的建构，

这对于国内的类型片来说是一项非常难

得的突破。导演张艺谋在谍战片的视觉

符号上形成了独特而有节奏感的风格，

“皮衣、大雪、黑色汽车、刹车声、枪声等

视觉和听觉效果共同形成了类型化的谱

系，与故事之间形成了巧妙的融合和呈

现”，无论是环境场景的匠心构建还是人

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都成为了这部影片

的吸引力所在。

电影《悬崖之上》在京研讨

以人民史观塑造群像式英雄

4月19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当代电影》杂志社主办的电影《悬崖之上》观摩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影片出品方、发行方相关负责人，主创代表及专家学者等在

观影后围绕影片的主题立意、艺术价值、创新突破等多个角度展

开热烈讨论，共同探讨新时代下的主流电影如何以创新表达的

方式承载红色精神，传递家国情怀。本次会议由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主持。

《悬崖之上》以1931年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共产党特工

前往哈尔滨执行秘密任务，在身陷绝境之中不畏牺牲，与敌人斗

智斗勇，最终完成使命的故事。《悬崖之上》是导演张艺谋执导的

首部谍战电影，影片在延续了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外，为国产谍

战类型影片开创了新的创作模式，扎实细腻的情节设计和紧张

明快的叙事节奏得到了现场专家的一致肯定。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作为献礼建党百年的主旋律电

影，《悬崖之上》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视

角去展现动荡时代下共产党人的伟大

精神，将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忠诚果敢

的高尚品质寄予故事之中，让观众尤

其是年轻群体更加理解历史，自然而

然地被这种精神所打动。当今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国际

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红色题材

影视作品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时代精

神，用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红色基

因”感染和鼓舞决定着家国未来命运

的青年一代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

宏看来，影片中的共产党员面对困难

百折不饶、勇于牺牲，这种强大的动力

源泉正是发自他们内心的忠诚，这一

点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同样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没有对党的忠

诚，不可能做到这样的牺牲。正因为

有了忠诚，我们才会看到这些革命先

烈在牺牲时的视死如归，这一幕也会

让观众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

究员赵卫防从对新主流大片的类型拓

展方面指出了影片的创新之处。他表

示，《悬崖之上》作为谍战悬疑类型影

片与主流价值观形成对接，在某种程

度上是对中国新主流大片的丰富和拓

展，也使新主流大片真正进入了全类

型的成熟创作时期。“影片的思辨价值

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主流价值观的表

现不再概念化、公式化，一方面提升了

主旋律电影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也

打破了原来僵化、保守、刻板的模式。”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

认为，《悬崖之上》将克制的人物情感

融于故事本身，不刻意煽情，完成了一

次情感表达上的突破。同时，影片对

英雄形象的塑造也不存在神化的痕

迹，他们“有柔有弱，有疼有怕，有畏有

惧”，展现了英雄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

面。“他们是靠着信仰的力量和战友之

间的帮扶一次次突破难关，这是一种

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

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总结说，电影

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应

该用人民史观去还原历史，有效地吸

引观众，感染年轻观众。”在“后疫情时

代”，电影产业发展还需要不断提质增

效，用《悬崖之上》这样高质量的作品，

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

（李霆钧）

以往对于英雄故事的叙述和英雄

形象的塑造往往聚焦于某一个体，尤其

是在谍战片中，更注重围绕重大任务而

展开的人物故事，忽略了主人公本身

内心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悬崖之上》

立足人民史观，以群像化的呈现塑造

了影片中各具特色和个性的共产党特

工形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叙

事线和感情线，同时又用亲情、爱情、

战友情等复杂的情感关系，将每个主人

公一一串联。影片采用了小标题形式

的篇章式结构为观众厘清故事逻辑，让

观众在明暗交错的剧情里感受人物命

运的跌宕起伏，使每一段情节的发展更

加扣人心弦。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

祥对影片中一众主演的精湛演技给予

了充分肯定。“老戏骨们的飙戏十分精

彩，他们的眼神、动作、语言，都能够让

人感到无声胜有声的力量，也都呈现出

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他还指出，

影片里重点表现的几个人物，实际上都

是革命历史当中的无名英雄，这些为了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

先烈以这样艺术化的形式被人们看到，

也是影片所体现出的一种价值高度。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研究

员丁亚平认为，《悬崖之上》对当下和未

来的重大主题创作都充满深刻启示和

现实价值。“影片里的英雄是过去的历

史英雄、革命英雄，在我看来也是文化

英雄、当代英雄。这部影片用人民史观

还原时代，能够接通历史、唤醒精神、融

合文化，让更多的人在历史与现实、现

代与未来中间获得前行的精神动力。”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评价称，

《悬崖之上》是一部各方面全优的优秀

作品，画面、美术、音乐等加强了叙事的

紧张感，贯穿全片的雪国意象营造使

得故事的开展在一种较为克制冷峻的

调性中，有效实现了对革命者、牺牲

者、奉献者的赞美。“影片在雪白的自

然色中雕刻了血红的信仰底色，呈现

了革命先辈们为之浴血奋斗的黎明前

的理想，在‘诗’一般的书写中完成了

‘史’的书写。”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CCTV-6《中国电影报道》总策划张卫表

示，《悬崖之上》中的情感因素作为影

片贯穿始终的伏笔也是影片的核心，

尤其是对反面人物的情感和心理的塑

造十分立体和饱满，敌人的敏锐和猜

疑更能体现出共产党人身处当时环境

之中的艰难和与敌人殊死拼搏的顽

强。“任何一部谍战片，主人公要完成任

务就会不断面临死亡，不断从死亡中逃

出来。影片中的主人公‘命悬一线’，使

电影的紧张度和观众的注意力实现了

高度集中。”

《文艺报》文艺评论部主任高小立

认为，影片中“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

己”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恰恰体现了那

个时代下共产党特工们所具有的牺牲

精神，这句话也是整个电影要传达的核

心内涵。“谍战类型是最能够诠释信仰

的一种创作手段，也最能塑造人性的丰

富性。影片深入灵魂的深处表现出共

产党人最伟大的人性，他们的信仰已经

成为人性深处的一种存在。”

◎献礼建党百年 促进红色题材“再生长”

◎立足人民史观 打造群像式英雄形象

◎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 突破谍战片创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