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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悬崖之上》首映
获赞“风声之后还有传奇”

首映礼当天，也是电影《悬崖之

上》开启第二轮全国点映的日子。导

演张艺谋与众演员一同观看电影后，

也同观众们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和

幕后拍摄的故事。全场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令影片主创感慨万分，主创动

情表示：“中国总是被这些最勇敢的人

保护得很好，我们正处于天亮之后，活

在先辈创造的黎明中。是这些勇敢的

人，让我们有机会生活在这和平又幸

福的时代。”

不少现场观众称赞张宪臣和周乙

的对手戏十分精彩，更有网友为他们

起名“宪慕不乙”CP，谈及电影里张宪

臣和周乙的关系，张译表示他们是“并

肩战斗，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老友；

而于和伟则称二人之间很默契，“甚至

不需要言语，眼神交流就能读懂彼

此”。乌特拉小队的其他三位成员秦

海璐、朱亚文、刘浩存分享了电影中最

令他们感动的“金句”片段，秦海璐透

露接到剧本第一句就是“活着的去找

孩子”，当下被这一句话深深打动，她

认为《悬崖之上》不同于观众以前看过

的谍战片，主角特工并非十项全能、战

无不胜，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拥有

对爱情、对战友，也有对亲人的各种不

舍情感，非常真实。朱亚文印象最深

刻的一句金句是他的最后一句台词

“走啊”，这句话也代表了电影的

Slogan：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刘浩

存分享的台词“天亮了就好了”在她看

来具有多重意义，既是代表完成乌特

拉行动，不会再有同志牺牲，更代表我

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天亮之后，现在的

幸福生活都是这些不畏牺牲的无名英

雄换来的。虽然出演反派，但倪大红、

李乃文、飞凡、沙溢、纪焕博等人同样

对革命先辈有着无尽的崇敬之情，倪

大红感言：“每一个镜头所有人都像付

出了生命般在表演，我觉得我只能代

表我们几个向无名英雄鞠躬，致敬。”

编剧全勇先执笔过多次谍战题

材作品，《悬崖之上》是他第一次挑战

电影作品，在他看来影片的故事格外

与众不同，他透露：“这个故事隐去了

对任务的展现，而聚焦在对人的刻

画，展现人在绝境之下的各种人性挣

扎和信仰的伟大。”影片总监制傅若

清表示，在建党百年的重要纪念节

点，很开心有这样一部优秀作品和全

国观众见面：“感谢在黎明前为我们

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们，向他们致

敬。”导演张艺谋则坦言希望通过电

影让更多人了解这群无名英雄的信

仰力量，当被问及对周深演绎主题曲

如何评价时，他形容周深的歌声“很

年轻，但是很深沉”，表示电影的主题

便是讲述无私无畏、默默无闻的牺

牲，主题曲的歌词及演唱者的情感都

完美贴合了这一点，更感慨道：“今天

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这些先烈曾经

负重前行。”

本报讯（记者 李霆钧）为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发挥

全国党员教育示范基地作用，按照中组

部、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党课开讲啦”

有关工作部署，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要

求，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党工委

在区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充分挖掘地区

优势资源，与中国电影资料馆通力合

作，积极参与海淀区组织系统“艺术党

课”公开课之“电影党课”公开课的设计

研发。用电影语言对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大

时刻、重大事件、英雄集体、榜样人物进

行生动刻画，引导广大党员观影知史、

观影明志、观影励行。

近日，作为北京市海淀区组织系

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

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由海淀区委组织

部指导，北太平庄街道主办，在中国电

影资料馆鼎力支持下，“百年风华‘影’

照初心——海淀区‘电影党课’公开

课”启动仪式暨第一讲在中国电影资

料馆艺术影院举办。海淀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张若冰出席活动并致辞。

活动现场，北太平庄街道党工委

书记白琳介绍“电影党课”公开课背景

情况，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小光致辞，

与会嘉宾共同按下启动按钮，正式拉

开活动序幕。

第一讲邀请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副主任左衡主

持，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中国

第二代女飞行员苗晓红、原中关村管

委会副主任夏颖奇、海淀区档案馆副

馆长张超、香山公园管理处宣传科科

长绪银平以及 36 氪集团高级副总裁、

氪星创服 CEO 董博，围绕“青春”、“精

神”、“使命”三个主题词，用艺术导赏、

影像记录、嘉宾讲述等形式，对《青春之

歌》、《决胜时刻》、《中国合伙人》三部电

影进行赏析，从中进一步感悟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据悉，北太平庄街道将在区委的

统一部署下，在海淀区委组织部的统

一领导下，做好海淀区“电影党课”公

开课的后续组织策划，广泛组织地区

党员群众开展“四史”教育系列电影党

课活动，选取 20 多部“四史”经典影

片，采用“导赏解析+影片播放”的形

式，带领地区党员群众沿着电影影迹，

重温红色记忆，唤起初心使命，凝聚奋

进力量，用实际行动向建党 100 周年

献礼。

尽力还原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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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悬崖之上》作为谍战类型电影时

隔多年的又一力作，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

业性充分有机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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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创作初衷时，土生土长的黑龙

江人全勇先谈到，自己对东北有着特殊的

情感，也创作了描绘那个时代和地域的影

视作品，从小对东北抗战时期的历史感兴

趣，阅读过大量的历史资料，从中得到了

许多创作启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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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全勇先编剧的谍战革命电视

剧《悬崖》热播，当时便有评论称“《悬崖》

制作水准与电影相近，为国产电视剧开了

好头”。

全勇先表示，《悬崖之上》保留了剧版

的人物关系，它既不是电视剧的重复，也不

是精简，而是编织了全新的故事。从故事

脉络上讲，《悬崖之上》是《悬崖》的“前传”。

“这段故事蛮有写头，大的历史事件是

真实的，我也希望尽力去还原那个时代。”

全勇先说。

让观众与人物建立兴趣、建立情感

《悬崖之上》对人物的描绘是电影的一

大看点，也是创作的难点。全勇先提到，

《悬崖之上》和普通的谍战片还有一些区

别，除了敌我阵营的明暗交锋，电影对人的

复杂性、人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绝境之中

的遭遇等都有较深的刻画。而且电影中人

物较多，这也无疑为剧本创作增加了难度。

全勇先说，以前拍谍战，就是谍战，很

少关注人物的情感。但《悬崖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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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物关系放在谍战氛围里去表现，

让观众与人物建立兴趣，建立情感”，这也

是全勇先笔下，写谍战片的“法宝”。

《悬崖之上》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

代，为获得日本展开反人类实验的证据，一

场关系复杂又危机四伏的秘密行动在东北

展开。林海雪原的茫茫景致为这个充满暗

斗和危机的故事平添一股肃杀神秘之感。

在张艺谋的光影美学驱动下，令人更加期

待电影更多的信息曝光。

全勇先称赞张艺谋是“视听大师”，片

中老哈尔滨的街景、人物的服饰，甚至一个

普通人家的摆设都非常考究、真实。“我去

探班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在拍摄一个空镜

头，为了一阵风，他站着等了近两个小时。”

全勇先说，“这样的空镜头，很多导演都不亲

自拍了，但是年近70岁的张艺谋自己爬到架

子上，我很替他担心。这批演员都是‘老戏

骨’，都是经过摸爬滚打历练出来的，他们的

表演真是太好了。”

北京市海淀区
“电影党课”公开课启动

张艺谋首度执导谍战大片《悬崖之上》日前在京举行首

映礼，导演张艺谋，编剧全勇先，演员张译、于和伟、秦海璐、

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飞凡、沙溢、纪焕博悉数亮

相，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影片总监制傅若清、制片人梁琳、庞

立微共同到场助阵，章子怡、白岩松等十余位明星嘉宾纷纷

力赞演员表演精彩又克制、电影环环相扣、细节动人，孙红

雷、高群书等经典谍战作品主创也评价该片是又一谍战经典之作，更称赞“风声之后

还有传奇”！

电影《悬崖之上》自定档以来就备受观众热议与关注，被网友评为“五一档观影首

选”。影片4月18日开启首轮点映，猫眼开分9.2，淘票票开分9.1，优异的开分及票

房表现足以彰显影片品质经得住观众审视。首映礼当日，影片在全国34城开启第二

轮超前点映，观众好评如潮，“剧情紧张刺激，全员演技在线”、“前排坐着白发老人，可

能和当年的无名英雄同样生长在这片冰雪大地上”、“电影结束陷入沉默，许久才缓过

劲儿”……影片将于4月29日开启第三轮超前点映，4月30日全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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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映礼现场，观众观影后纷纷送

上好评——“每个演员仿佛都是为

角色而生”，“最暗藏汹涌的谍战”，

“要靠最实力出挑的戏骨演员才撑

得起”。张艺谋导演为《悬崖之上》

组建了全员演技派的超强阵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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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评论“光看阵容就值回票

价”！自 4 月 15 日开启预售之后，电

影《悬崖之上》已在 4 月 18 日正式开

启首轮点映，点映单日票房突破 700
万，并将在 4 月 29 日开始下一轮点

映。

“剧情紧张刺激，看得全程不靠

椅背。”冰城谍战斗智斗勇斗心计，

全程高能帧帧名场面，让观众看得

大气不敢喘！而影片对无名英雄的

真实刻画，让不为人知的特工群体

鲜活了起来，也让观众触到人性的

挣扎与光辉，片尾一句“致敬心向黎

明、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更让观众

触动不已。有网友动情表达：“被那

句‘我要你活着看到天亮’戳到了泪

点。”“如今的我们，正是依靠这些最

勇敢的人，以信仰为灯，舍命前行，

才能幸福于黎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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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映礼当晚，章子怡、白岩松、

孙红雷、高群书、胡可、安吉、白敬

亭、曹保平、宁浩、王宝强、杜江等

众多嘉宾现场观影，并被影片深深

打动。第一个分享观影感受的白岩

松，一开口便以一段标准俄语令全

场惊艳，随后他表示导演这次的作

品“像一个新人一样”独特创新，打

趣“导演今年 25 岁”。来到现场的

白敬亭也被电影里隐蔽战线无名英

雄之间的情谊和牺牲深深感动，表

示“整个观影过程非常震撼”，并调

侃道在片中饰演狠辣高科长的倪大

红和与自己的合作中完全不同。

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一直深受

观众喜爱，“谍战战友”孙红雷、高

群书作为经典谍战之作的代表来到

首映现场，《风声》导演高群书力赞

《悬崖之上》“非常精良，表演出彩，

特别牛”，一句“风声之后还有传

奇”更令现场掌声阵阵。而共同出

演过张艺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

孙红雷和章子怡，在首映礼现场惊

喜重聚，孙红雷表示《我的父亲母

亲》是自己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并称

导演是将自己领入表演之门的“启

蒙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心；

章子怡“意外认亲”孙红雷之余，被

影片主创的表演深深折服，还发现

了张艺谋在电影里埋的小彩蛋，影

片中的车牌 1227 居然是导演女儿

的生日，场面一时温馨十足。

◎ 张译于和伟现场揭秘幕后故事
导演张艺谋“走心”谈信仰力量

◎ 孙红雷章子怡梦幻重聚
高群书力赞“风声之后还有传奇”

◎ 点映被赞“后劲太大舍不得离场”
口碑“爆棚”强势领跑五一档

4月 30日，谍战电影《悬

崖之上》即将上映。该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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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剧全勇

先和导演张艺谋的首次合作，

电影在东北雪乡开机之时，观

众便对故事产生了极大好

奇。作为一名曾创作《悬崖》、

《雪狼》等影视作品的“资深谍

战片编剧”，全勇先表示：“我

写谍战戏最关注的是人，人物

是最有魅力的。”全勇先常常

把人物关系放在谍战氛围里

去表现，他特别提到，把人写

好才能更好地打动观众：“如

果观众对这个人物建立了兴

趣，建立了情感，这个人物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牵动

观众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

一个法宝。”

■
文/

本
报
记
者
李
霆
钧

嘉宾启动公开课 谢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