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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我和我的父辈》发手绘版海报
节后余热不减再掀“二刷”热潮

本报讯 由吴京、章子怡、徐峥、

沈腾执导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正

在热映，累计票房已突破13亿，国庆

假期后连续两个周末再掀观影热

潮，猫眼、淘票票评分居高不下，口

碑持续发酵，观众纷纷表示“又哭又

笑又戳心”、“每个时代的父母都是

创造历史的英雄”，好口碑吸引观众

全家观影，引发“带着父母孩子再看

一遍”的二刷热潮。影片近日发“致

父母”版手绘海报，海报由画家石齐

手绘而成，用色块交织将影片中四

个故事的精彩瞬间绘成色彩鲜艳的

画卷，展现了不同时代下每个默默

奉献的“小家”温情。

手绘海报再现父母青春

家庭亲情击中网友内心

近日发布的“致父母”版手绘海

报由画家石齐手绘而成，用鲜艳的

色块交织，将四个故事中令人印象

深刻的场景绘进画中，在描绘《乘

风》时，选用影片中骑兵作战的特写

场景，寓意战争年代的父母用无畏

的精神为后代开创和平盛世的祈

愿。在创作《诗》时，画面底部的一

家四口成为了托举航天事业发展的

奉献者，他们的身后是即将发射的

火箭和飘扬在太空的国旗，在天上

写“诗”的愿景在他们的努力下已然

实现。在《鸭先知》中，赵家父子背

后是复古气息十足的上海，摄影机

代表着改革开放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每个时代的父母都是创造历史

的英雄。在塑造《少年行》时，则用

抽象的笔触勾勒出对未来科技世界

的幻想，画中有影片对未来的描绘，

亦有观众对未来的美好畅想。海报

以浓郁的色彩表达呈现出父母一辈

青春时代的精彩时刻，在展现几代

人为祖国发展不懈奋斗的同时，更

是以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引发网

友对亲情传承的情感共鸣。

有笑有泪好评不断

余热不减再掀观影热潮

作为“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

《我和我的父辈》延续系列的观众缘

和好口碑，截至目前票房已破13亿，

猫眼淘票票双平台评分 9.5，公映至

今好评不断，节后余热不减，连续两

个周末再掀观影热潮。影片聚焦小

家故事，讲述大国发展，让观众不仅

在影片中看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不

同时代的亲情故事更是引爆国人情

感共鸣。其中，一位年轻观众在观

影后表示理解了父亲，回家用一个

拥抱主动解开了两人长时间的隔

阂。影片中呈现出无数中国家庭的

缩影，击中网友内心“几个画面就泪

目了”、“看完很想爸妈”。四个篇章

更是带给观众“热血、催泪、轻松、爆

笑”的四种极致体验，“前半部分感

动泪崩，后半部分又笑出眼泪”，不

少观众看完力荐“近期最适合全家

人一起看的电影”、“一部电影就能

满足全家人的喜好”，更引发“带爸

妈、带孩子一起再看一遍”的二刷热

潮。

《我和我的父辈》由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发行，由吴

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执导，正在持

续热映中。

（木夕）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随着

战事扩大，出现了东线战场，该地属

于高寒区，冬季气温在零下几十

度。由于军情紧张，中国人民志愿

军官兵义无反顾奔向这片高原，在

后勤补给严重匮乏、攻坚火力不足、

通信联络不畅的情况下，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 9 兵团将美军精锐部队分

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歼敌 1.3 万余

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

地区，扭转了战场态势，成为朝鲜战

争的拐点。对于这场战役，毛泽东

评价说，志愿军第九兵团此次在东

线作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

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电影《长津湖》正是以长津湖战

役为背景，讲述一个志愿军连队在

极寒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

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

献的感人故事，全景式还原了这场

史诗战役。

这是中国电影首次以故事片形

式将这场史诗战役搬上大银幕。开

拍前，该片总制片人于冬定下目标，

集结精锐班底，拍一部“留得下来”

的经典，让五十年后的年轻人再看

也能心潮澎湃。

为此，《长津湖》找来陈凯歌、徐

克、林超贤三大导演联合执导，兰晓

龙执笔剧本。黄建新担任总监制，

陈红、施南生、梁凤英担任制片人，

张和平任艺术总监，王树增任历史

顾问。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段

奕宏特别主演，朱亚文、李晨、韩东

君主演，胡军特邀主演，张涵予友情

主演。

本报讯 电影《长津湖》正在热

映，截至目前已有过亿人次观众走进

影院观看这部史诗战争巨制。影片

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相关话题频繁

“破圈”，上映两周便刷新了 26 项中

国影史纪录，带热了电影市场，各大

影院再现久违的人头攒动，如此观影

热潮堪称“现象级”。

在这场全民观影的热潮中，集体

记忆、情感共振、家国情怀得到了加

倍的激发和释放。有观众表示：“《长

津湖》既揭示这场战争的实质，又反

思战争，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的统一，具有标志性和开创性意

义。”影片在全平台口碑节节攀升，相

关话题在热搜榜引发热议，激发全民

共情，全国各地掀起致敬抗美援朝老

兵热潮，大家用质朴的方式分享感

动，有退伍大学生观影后集体敬礼，

有菜摊老板在摊上立起纸板书写“如

今土豆管够”……一场充满正能量和

浓烈情感的“长津湖效应”正在席卷

全国。

全民致敬“最可爱的人”

影片自上映以来热度爆棚，话题

频繁“破圈”，电影以精深的主题表

达、精湛的艺术表现、精良的技术制

作，赢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观众对

影片的热情持续不断：有观众在观影

后自发向银幕敬礼；有六七十多岁的

老人第一次主动要求进影院观影；更

有家长带孩子“N 刷”，小小少年在看

完电影后立下“当兵报国”的志向。

这些映后故事，再次引发无数网友共

鸣。

这场“长津湖效应”引发了媒体

关注，网络上一时间掀起一场“抗美

援朝历史回顾热”。朋友圈里“缅怀

革命先烈”、“盛世已如您所愿”等致

敬一再刷屏。时值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1 周年，观众在电影的感染下自

发致敬那些最可爱的人，还有观众观

影后自发前往烈士陵园献花。近日，

辽宁省沈阳市抗美援朝陵园内杨根

思 烈 士 的 墓 前 ，有 沈 阳 市 民 送 来

“歼-15”战斗机模型和几张“歼-20”
战斗机的照片，照片的背面留有一句

话：“我们有了先进战机，强大空

军！”这份后辈的拳拳之心是对先烈

们最好的告白！

观众化身《长津湖》“自来水”

《长津湖》真实还原了 71 年前那

场壮烈的战役，生动展现了那段不朽

的历史，讴歌了伟大的志愿军战士。

宏大的制作，精心的筹备，主旋律的

精神内核，让《长津湖》既保有主旋律

影片的严肃基调，也通过共情的艺术

还原点燃观众的爱国情怀。很多观

众多次观看《长津湖》，跟随电影追寻

英雄足迹，当观众们走出电影院，看

到灯火绚烂、高楼林立，生出“何其有

幸生于华夏”的自豪之情，这便是《长

津湖》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彩蛋”。

《长津湖》传递的家国情怀感染

无数观众，片中具体细节也令人为之

动情。电影中，志愿军战士们在严酷

的环境下，每日仅以一颗冻土豆果

腹，这一情节深深打动观众。有景区

大厨用 677 枚土豆拼出“长津湖”，有

菜摊老板在摊上立起纸板书写“如今

土豆管够”，更有网友观影后回家效

仿，发现根本无法咬动，难以下咽，这

位网友表示，吃了第一口就觉得很心

酸，并想到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英雄

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更应该珍

惜。

此外，还有年轻人用写歌、制作

沙盘模型等方式表达着对电影的喜

爱、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铭记以及

对革命战士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让《长津湖》自

上映以来拥有了最异彩纷呈也最具

正能量的“自来水”。

（杜思梦）

总监制黄建新谈《长津湖》：

我们挑战了中国电影的极限

观影人次过亿 票房突破50亿

《长津湖》引发“长津湖效应”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当天，《长津湖》

作为开幕影片进行了首场放映，这是《长津湖》

杀青之后首次面对公众。

次日，总监制黄建新接到朋友打来的电

话，那位朋友看了影片，兴奋得彻夜未眠，“你

们就是一个奇迹！”朋友的称赞把黄建新又拉

回了与《长津湖》为伍不眠不休的日夜。

导演陈凯歌说，拍《长津湖》是大任，不是

大任务，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大任。

对黄建新而言，做《长津湖》的总监制，又

何尝不是一个“大任”？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

这么忐忑不安过，“这部戏拍的太难了”，从影

40多年，黄建新说，《长津湖》很多时候已经“超

出了我的经验范围”，影片的三位导演在片场

“都是带着战斗精神在工作”。

对于影片的最终呈现，黄建新感慨“我们

挑战了中国电影的极限，这是为了中国人那份

最伟大的精神而拍摄的”。

《长津湖》的北京首映礼上，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长津湖战

役总指挥宋时轮之女宋崇实看完影片

后，连连称赞“拍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钢少气多的气概，非常适时，非常棒！”

这不是黄建新第一次听到对于

《长津湖》的称赞。北京国际电影节开

幕当晚，《长津湖》作为开幕影片首次

对公众放映。次日，黄建新接到朋友

打来的电话，那个朋友看完影片，彻夜

未眠，听筒里传来朋友的称赞：“你们

是一个奇迹！”他还说：“《长津湖》展开

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看到了久

违的中国人的意志力、激情、坚韧不

拔。”黄建新记得，那天，朋友还专门对

他们表达了谢意，“他说，谢谢你们用

电影打开了一个通道，是让人精神上

扬的通道。”

事实上，《长津湖》的拍摄之路颇

为坎坷，显示由于突然暴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影片被迫停工。时隔一年，终

于重启，拍摄期间，又传出剧组陷入困

境的消息。而影片的上映日期也是因

一些不可控因素延期。

回望与《长津湖》一起走过的日

日夜夜，黄建新说，大家当时只有一

个信念——“往前走，把这个电影做

完。”如今影片终于登陆大银幕，正式

与观众见面，他表示，《长津湖》是凝

结了所有人的心血为中国电影献出

的作品，我们挑战了中国电影的极

限，这部电影是为了中国人那份最伟

大的精神而拍。

《长津湖》的拍摄周期长达近 200
天，这在电影拍摄中颇为少见。黄建

新笑言，徐克导演开拍的时候，是零

下 28 摄氏度，演员们穿着棉袄，一直

拍到 6 月份，演员们穿棉袄，已经浑

身是汗了。吴京说，“我第一次拍戏

跨度如此之久，叶子从绿到黄到凋落，

又到变绿。”

在近 200 天的时间里，陈凯歌、徐

克、林超贤各带一个摄制组几乎同时

推进《长津湖》的拍摄。三个摄制组之

外，另有一个补拍组。每个组最少

1300人，多的有接近 2000人。“每天现

场都是几百上千的人”，黄建新透露，

“有时候能有六七千人在现场”。除了

人多，电影中还有大量的夜景戏份，黄

建新感叹《长津湖》的难度太大，“超

出了我们拍电影的常规范围。我们挑

战了中国电影的极限。”

黄建新粗算一下，加上前期、后

期，参与《长津湖》的大约有 12000
人。群众演员超过 7 万人次。这一数

字堪称中国电影参与人数之最。

除了制作规模、投资规模、拍摄时

间跨度、动用演职人员数量，《长津

湖》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备准

备，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也创造

了中国战争片之最。用徐克的话说，

“这次的火力之猛是天花板级别的”。

不仅“火力猛”，《长津湖》的战争

戏更追求真实，电影里，志愿军经典的

“三三制”战术设计，利用地形分散兵

力、夜战行军歼敌等打法均融入了片

中的战斗场面中。当年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正是凭借超乎寻常的战术设计与

过人的意志，逐步扭转了抗美援朝战

争的局势，打出了军威国威。

有军事专家看过影片后，称赞《长

津湖》是目前战术战备方面最为严谨

的国产战争大片。

能 够 完 成 如 此 庞 大 的 战 争 巨

制，首先在于协作。黄建新透露，起

初自己最担心的三个导演之间的沟

通信任，“都是大导演，都是艺术家，

都很有个性”。随着《长津湖》的拍

摄进展，三位导演的大局观令黄建

新感动，他感叹道：“三位导演一见

面就讨论沟通拍摄的事，工作人员

和演员也都时刻保持着战斗状态，

这种浓厚的创作氛围是在很多剧组

中看不到的。”

在黄建新的记忆里，影片拍摄

的日日夜夜，每个人都在战斗，一点

一点“堆”出了这部影片。

“兰晓龙拿来的一稿剧本有 13 万

字”，黄建新透露，剧本精修后，还有

6 万字。从拍摄到杀青，《长津湖》的

剧本总共修改了 37 稿。影片都定剪

了，导演林超贤又找到他说，“我还想

改”，终混前一天，林超贤把李晨和吴

京在坦克里的戏加了进去。跟林超

贤一样，“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还有陈

凯歌，“毛主席在雪地里走的镜头，我

们拿出来一个方案给凯歌看，他觉得

不行，又重新做了特效，也是在锁定

前一天，放进去的”。

令他感动的，除了导演们的精

益求精，还有各位影片主演。黄建

新透露，在半年多的拍摄周期中，演

员们推掉了所有事，在剧组里整整

待了六个月，“我记得，吴京除了跟

千玺去了趟春晚，这半年，他们哪儿

都没去”。

黄建新说，对于《长津湖》，每

个人都全身心投入，他们是为了铭

记历史、铭记英雄，是所有人为铭

记中国最伟大的精神奉献出的一

部电影。

◎拍一部“留得下来”的经典

◎ 37稿，每个人都是全身心投入

◎一万两千人参与，挑战中国电影极限

◎“用电影打开了一个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