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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凯华

小时候去舅舅家最喜欢的事
情，就是听舅舅讲一个堂舅舅参加
抗美援朝的故事。这个早已病故的
堂舅舅我见过多次，住在我舅舅家
隔壁，不爱说话，两眼却炯炯有神。
由于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总觉得
他怎么看也不像一个“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后
来，在乡村晒谷坪反复看了取材自

“上甘岭战役”真实战事的电影《上
甘岭》后，慢慢就觉得他肯定也是
一位勇敢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
不然他怎么会有金灿灿的军功章
和每月几块钱的政府补贴。慢慢地
我开始敢摸摸他那伤痕累累的瘸
腿了，至今犹记得他曾自豪并痛楚
地讲述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
勇抗击美国佬的故事。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进电影院
观看了电影《金刚川》后，我不由得
又想起了这位已经去世20 余年却
不知道名字的堂舅舅。为什么战旗
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正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中无数牺牲了
的烈士和侥幸活下来的战士，借七
尺之躯、凭血气之勇，“抵御了帝国
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
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
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
和平”。《金刚川》讲述的就是这样
一群如同我这位堂舅舅一样普通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障金刚川
前后方畅通，而在敌机连番轰炸下
誓死架桥、修桥、护桥的故事。

1953 年，抗美援朝进入最后
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金城
发动最后一场大型战役。为了战役
的最终胜利，为了在指定时间到达
金刚川，为了向前线投入更多兵
力，一个工兵连、一个炮兵连的志
愿军战士们在物资匮乏、装备悬殊
的情况下，顽强面对美军飞机和榴
弹炮的狂轰滥炸，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一次次勇敢向前、一次次冒死修
补损毁的桥梁。“都是十七、十八岁
的年纪里”的志愿军，为了那座桥

“没有一个怕死的”，“无论如何都
要守住这座桥”。因此，桥上的故事
是那样感人。譬如邓超饰演的老
高，在敌机轰炸中牺牲时只剩了上
半身，还在叮嘱到处找寻他的战
友：“别管我，快修桥！”眼睛被燃烧
弹灼伤的小胡，踉踉跄跄往桥上跑
去，路过了仍站立着的刘浩，焦炭

化了的他肩上还扛着修桥的木头。
那位来自南充、娇小秀气、一口“川
普”的女话务兵，勇敢从山头冲到
最前线、最危险的桥头，在敌机轮
番轰炸后也倒在了桥上。敌人的侦
察机、轰炸机这些“丧门星”一遍一
遍地来，每一次志愿军的桥都被炸
毁了，许许多多志愿军战士牺牲
了，但桥很快就被坚不可摧的战士
们修补畅通了！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俯瞰整
场炸毁木桥战局的美军飞行员心
境发生了极大转变。最初十分轻视
志愿军，认为“他们的武器就像弹
弓，连苍蝇都打不下来”，轻视中国
是“用两根树枝吃饭，连自行车也
造不出来”的美军，以为这座桥炸
掉就完事了，但结果和他们的想象
大相径庭，志愿军工兵每一次都在
短短时间内便补好了一座被炸得
满目疮痍的载重桥，美军侦察机飞
行员驾驶的飞机被高射炮击落在
地，震惊无比的美军飞行员心有余
悸而不断喊着要回家……无论如
何派出轰炸机、侦察机、超大型战
斗机投放榴弹、燃烧弹、延时炸弹，
但炸毁得看似再也无法修复的那
座简陋木桥，一眨眼又屹立在金刚
川上。即使这木桥以及工兵连驻扎
地被炸得面目全非、一片焦糊，志
愿军依旧在快速而有序地过江。志
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叠积着、用
脊背和肩膀铸成了一座坚不可摧

的桥梁。
影片就这样一遍一遍再现湍

急金刚川上方这座修了炸、炸了修
的木桥。这座木桥最终为大部队顺
利挺进金刚架起了一座“生命之
桥”，创造了人类军队史上罕见的奇
迹。影片动用的多个长镜头和航拍
镜头，视觉冲击强烈。围绕这座桥的
建与毁、修与炸，高超的制作再现
了空前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上这
段不为人知、可歌可泣的历史！

事实上，这是合乎历史事实
的。为此次金刚战役，中国人民志
愿军工程部队在交通运输和部队
运动、特别是炮兵运动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1953年6月28日下达工
程保障指示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
共抽调步兵13个团、各军建制工兵
和配属的工兵50 多个连加强工程
保障，除加修 452 公里道路、急造
61 公里军路外，仅仅桥就架了 72
座，长达1320余米。影片《金刚川》
呈现的这个可歌可泣故事，只是其
中的一个。据统计，为了炸毁这座
木桥，敌军总共投放炸弹 1000 枚
左右，炮弹超过2500枚。

《金刚川》，这是一部可歌可
泣、富有银幕质感的主旋律战争
片，用影像为中华民族存留了一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共和国军魂
和国威的形象演绎。正是这样一群
最可爱的人，挺起了一个站起来了
的伟大国家。

刘库 谢羽翎

《金刚川》一经上映即成为观
影焦点与谈论热点，一个重要原因
即是其以独特的视听语言为立足
点，以悲壮场面直击观众内心，引
导观众走近英雄、缅怀先烈。

镜头语言：
走近英雄，见证“神迹”

《金刚川》比较有特色的是跟
拍镜头与特写镜头的使用。跟拍镜
头与其多叙事视角的故事框架结
合，跟随并见证了刘浩、张飞、小胡
等角色在守桥战争中的艰辛付出
和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观众跟
随刘浩的视角见证了老乡辛芹的
牺牲，高连长被炸后奄奄一息，仍
坚持命令刘浩“快修桥”及众多守
桥战士的壮烈牺牲；跟随张飞的视
角见证了关班长、张飞为代表的高
炮班全体战士的英勇无畏、视死如
归；跟随小胡的视角见证了影片第
四篇章“人桥”的“神迹”再现——
跟拍镜头记录了双眼受伤的小胡
从轰炸后的混沌中醒来到成为人
桥一部分的过程。观众与小胡一起
看到满目疮痍，看到肩扛木材被燃
烧至死的刘浩，已然站成一座丰
碑，看到成百上千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往无前渡桥的身影。跟拍镜头使
得观众能够闻角色所闻、感角色所
感，更有利于电影引导观众进入情
境。因此观众对于影片的共鸣度也
获得极大提升。

影片中出现的面部特写镜头
也是值得深思的。正面角色的面部
特写多被用以表达角色无畏强敌
的坚定信念，例如直面高连长死亡
后刘浩满眼的悲愤、发射炮弹前张

飞坚毅的神情等等。战士们的脸庞
成为画面的主体，他们直勾勾望着
镜头，仿佛与观众隔着屏幕对视。

《金刚川》不同于传统抗战电
影的是其对敌军叙事视角的使用。

“对手”部分中，反面角色希尔的面
部特写镜头屡次出现。影片借此展
现了不同装束下的希尔——身着空
军装被玻璃划伤、受伤后衣衫褴褛、
戴牛仔帽的疯狂、高涨的嗜血欲望
和逐渐被战争异化与扭曲的心灵。
角色的内心活动、精神意志等以演
员的精湛表演和面部特写镜头的
方式，在大银幕上呈现出来。

人物语言：
质朴方言，动人心声

《金刚川》聚焦于来自五湖四
海的普通战士。基于真实性和接地
气的叙事风格的考虑，演员在表演
时突出了角色的方言口音。人物台
词质朴而真诚，句句凝结着真情，饱
含着他们渴望和平与安宁的心声。

方言表达丰富了影片的叙事
细节与观感体验。刘浩抱怨高连长
一生气就讲大家听不懂的江西话，
高连长生气地用方言问旁边的士
兵是否听得懂他讲话，而士兵满脸
感谢地回答“不渴”构成了全片为
数不多的笑点。同说川渝话的四川
好儿女刘浩与辛芹互相欣赏，刘浩
委屈地抱怨“她连我名字都不知
道，算个啥老乡”。而操着西北方言
的关磊与张飞的对话更为两个角
色的塑造增光添彩，使两个人物形
象更加生动可亲、立体丰满。甚至
于张飞在高炮班被摧毁后，自己被
炸掉左侧的胳膊与腿，仍奋起坚持
对抗敌机——自己绑绷带，拄木
棍，走到一号炮位再次点火明示位

置并最终击毙希尔，吹哨暗语“老
关，咱们打中了”。哨声暗喻心声，
仪式传达信念。

影片借助方言构建了多样化
的、具有高区分度的人物形象，同时
也展现出残酷战争环境下个体的喜
怒哀乐与生存状况。如电影中的轻
松氛围很快被炮火打破，战友炸飞
的血肉刺痛了刘浩，前一刻还约定
前线见的辛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民的迫害通过这
种气氛的两极反差体现出来。

背景音乐：
烘托气氛，致敬先烈

影片的背景音乐较好地烘托
了时而紧张时而惨烈的场景氛围，
尤其是片尾处，观众们耳熟能详的

《我的祖国》伴随着镜头拉近一座
横跨江流的人桥而响起，人民志愿
军在炮火连天中义无反顾地冲向对
岸，工兵连和支援他们的士兵用双
手为战友撑起了生命的桥梁。近年
来人民军队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
国的片段作为彩蛋与主题曲《英雄
赞歌》在片尾一同播出，展现出中国
如今的繁荣昌盛，同样传达了祖国
从未忘记这群牺牲在他乡的“最可
爱的人”。音乐辅助画面抒情，音画
合一，把观众推向了爱国主义情感
的高潮点——“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为什么战旗美
如画，英雄的献血染红了它。”

这两首歌曾经分别在抗美援
朝经典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
女》中出现。《金刚川》选用这两首
歌曲不止因为其歌词字字真切、切
合题旨，更是想唤醒观众的时代记
忆、引发共鸣，同时也是对经典电
影的一种致敬。

蒋军荣 向敬之

《霞飞剑影》是国家一级演奏
员、湖南省音乐家协会大筒学会会
长、二胡学会副会长蔡霞，带领她
的工作室精心创意、编排、制作出
品的一首剑舞与胡琴相融合的原
创戏乐作品，最近登录湖南卫视

《我的纪录片》之国潮系列。剑舞和
胡琴结合，充分将汉唐流行的剑舞
与唐宋广见的胡琴进行现代融合
表现，形成一种多种乐器、多种艺
术结合的传统戏曲身段表演剑舞
的新形式，《霞飞剑影》完美地实现
传统与现代、古代与时尚、民族与
世界的对接，以期在气韵上达成人
剑合一、人琴合一、剑琴合一。

这首作品的曲风和结构，借鉴
了中央民族乐团民乐作品《象王
行》元素，形式上大胆创新，加入中
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元素表演剑舞，
旋律以民族乐器二胡演奏为主，又
扎根湖南本土，独具匠心将“湖南
的胡琴”大筒植入，作为主旋律发
展和乐曲的高潮部分演绎，形成具
有湖湘地域特色的现代音乐和灵
动多元的舞台表演，在声光电设计
中，呈现出侠骨飞仙、刀光剑影的
视听效果。

剑舞，又名剑器舞，在中国历
史悠久，长期流行。《孔子家语》便
有记载，子路戎装见孔子，曾拔剑
起舞。大家最熟悉的“鸿门宴”上，
项伯与项庄对舞长剑，被详细载入

《史记·项羽本纪》。四川汉画像砖
有长剑独舞的画面，山东秋胡山汉
画像砖上有两人击剑对舞的场
面 ……这些，足以证明剑舞在先
秦、秦汉时已为时尚。迄至唐朝，除
了有唐初武舞《秦王破阵乐》影响
深远外，著名诗人李白、岑参等都
描绘过以剑舞抒情的情景，诗圣杜
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一诗，千百年来更是脍炙人口。“来
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
剑舞的神采和气派，已成汉唐神韵
的体现。“草圣”张旭看了公孙大娘
的剑舞草书大进；“画圣”吴道子看
了裴将军的剑舞挥毫益进。可以
说，剑舞在中国古代，是作为一种
流行的国乐而存在的。

近年来，戏歌、戏舞推陈出新，
而戏乐的表现形式少见。传统文化
艺术，尤其是传统戏曲艺术的创造
性作品，要做出影响力，必须有系
列性的好作品，像一颗种子，种进青
少年儿童的心里，而不能简单地以
曲高和寡的形式，停留在极少数人
欣赏和惋惜的层面。在制作过程中，

《霞飞剑影》得到了湖南广播电视台
金鹰纪实频道的拍摄宣传，同时得
到了多位艺术家在策划、编曲、艺术
创作指导及舞台场地等方面不遗余
力的帮助。在弘扬传统艺术上，大家
的心在一起。这样的艺术追寻与创
造，对于青年戏曲演员和演奏者来
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和探索，也
是一次宝贵难忘的美好经历。

周瑟瑟

诗人、童话作家周艺文少年学
画，专注于内心的修炼，经过时间
的沉淀与个体精神的体悟，以“吻
墨湖湘”的虔诚姿态获得了生活与
艺术的双重馈赠。金秋十月，“吻墨
湖湘——周艺文首次画展”在湖南
美术馆开展。这是一次抚慰心灵、
通向未来的画展。

这次画展的作品既有向传统
经典致敬之作，又有来自生活、贴
近人心的温暖之作，从传统经典到
当代生活，周艺文向时代敞开了他
宽广、深邃、本真的湖湘艺术怀抱。

灿烂的色彩，清丽的格调，朦
胧的意境，奇异的图式，周艺文以
变幻莫测的手法，把诗与画融为一
体，在诗画同源的最高起点上深入
到艺术内部。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既要看清来路，又要看清出路，周
艺文长时间潜入古代，又返身于当
代，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来回穿梭，
他凝视古代，又热爱当代。他的作
品里处处显示出古代的宁静和当
代的奔放。

周艺文生于南洞庭湖，少年记
忆转化为他艺术的底色，洞庭湖的
生活自然渗透进他的艺术世界。他
在湘北长大，从小打下了深厚的诗
画功底，日后常游艺于日本、新加
坡等地，不管他离开南洞庭湖有多
久，少年的那一抹快乐与忧伤总会
像飘浮的云掠过他的画面。周艺文
的画里有深深的感动，来自于少年
生活的感动，来自于故乡历史人文
的感动，感动是周艺文的水墨的精
神所在，一颗虔诚的艺术赤子之心
跳跃在他的作品里，他笔下的莲是

他的理想的象征，如“我是你的莲”
“我的爱是洁白的”“白鸟一只随坐
笑”“荷花一朵对冥搜”等关于荷的
系列作品。“洞庭湖上是故乡”“少
年不识愁滋味”“倦鸟归巢人返家”
等故乡题材系列作品，对逝去时光
的挽歌，对母爱的呼唤，对人类性
本善的告白，让人动情。周艺文是
一位深情的诗人画家，他的水墨以
画情为至高境界，“天地有情长若
春日”“清风有意难留我”“我是仙
人你是鹤”等湘北的巫风楚雨系列
作品，“常乐慈悲性欢喜”“远山绿
生烟”等来自屈原的山鬼系列作
品，将他内心悲悯，诗人画家内心
的柔软与绵绵不尽的爱展露无遗。

周艺文探索出水与墨新的技
法表现形式，呈现出一种立体的流
动的苍穹感。他把东方文化的神
秘、幽冥与沉思通过绘画重新演绎
出来了。他的绘画阐释了人与物、
人与自然、人与人内心的现代性精
神关系，有鲜活的诗的意境、幻想
文学的奇异场景，更有他个人的童
年生活记忆，以及来自于洞庭湖区
的自然环境与巫楚文明的浸染。他
师化自然，借古开今，因而具有新
的气象。

每个人都有一个远去的童年。
回到童年，回到爱、纯真与想象的
起点，回到艺术的源头；天色渐渐
暗下来，鸟儿都知道归巢，妈妈呼
唤孩子回家，远方的游子回来吧，
你的家在洞庭湖，在梦幻的湖湘怀
抱。让我们跟踪周艺文的脚步，走
近他的水墨艺术世界，走近他悲悯
与柔软的内心，感受他绵绵不尽的
爱。一个艺术之吻，给你带来美的
颤栗。

木华

上映 3 天，票房过 3 亿，可见
《金刚川》的火热程度。这部由管
虎、郭帆、路阳联合执导，张译、吴
京、李九霄、魏晨、邓超主演的抗
美援朝题材电影，自10月23日登
陆全国电影院线，掀起了“十一”
长假之后又一观影热潮。

导演管虎说：《金刚川》想用
一种现代的叙述方式，去呈现抗
美援朝的精神内核，与当下年轻
人产生交流。通过个体战士的生
命体验，去拓展一种新的视角。抗
美援朝是中国人集体的情感记
忆，其中的每一个牺牲都有意义。
这是一场家国情怀的告慰。

对于这部影片，观众和影评
人的视角也是多元的——

战争巨制《金刚川》在千呼万
唤中登陆银幕，通过影像的力量
让我们在和平年代回首这段雄壮
岁月，在凝心聚力的光影中重塑
家国情怀。正是前赴后继、百折
不挠，以血肉之躯从容迎战敌人
飞机大炮的金刚战士、英雄儿女，
才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让中华
民族屹立世界东方。追思英雄，致
敬时代。时代需要《金刚川》!

（刘开云，湖南省委宣传部）

《士兵》篇有些拖，《对手》篇
有点戏，《高炮兵》最感人，《桥》篇
挺立起了中国人的骨气。总体上
是国产电影工业化水准的体现，
但以多视角反复见证同一事件的
战争叙述方式不一定合大众欣赏
的胃口。在影院听到一位中途离
开又返场的观众说，“怎么桥还没
修好？”诚然，修桥、炸桥、卫桥、过
桥就是全片的主线，在敌人掌握
制空权的情况下，修桥谈何容易！
但多视角的反复描述，确实予人
一种“修不完的桥”“只有人桥才
通过了大部队”的印象。
（谢子元，湖南省影评协会主席）

这部电影在结构上也很有特
色，它不像别的电影那样或顺叙，
或倒叙，或插叙，而是分成了四
个部分：士兵、对方、高炮班和
桥。在这部电影里，每一个部分
侧重某一方。比如，“对方”侧重
表现敌军的飞机和飞行员，“高
炮班”侧重表现两门高射炮。前
一部分里出现了某一个情节，后
面部分里也会出现这一个情节，
但是表现的侧重点不同。这种表
现方式是一个新的表现方式，好
与不好，今天不加妄论，还是留待
时间来证明吧。
（肖亦翅，湖南省影评协会秘书长）

战争片叙事结构的新突破——
这是一部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抗
美援朝”战争片，打破了以往战争
题材的线性叙事结构，从普通士
兵们的微观视角出发，加入了对
手的视角，两者相辅相成，呈现了
一个真实悲壮的“炸毁——重建”
的战争场面，更能引起大众的情
感共鸣。观影的我隔着银幕也能
感觉到那份窒息的“焦味”。

（张秀，湖南省影评协会会员）

故事从白天讲到黑夜，从绿
水青山讲到血流成河，从苍松翠
柏讲到废墟一片，十七八岁的少
年用最极致的渴望、耗尽全部努
力向对岸奔赴，只为赶往前线杀
敌，换得祖国长久的和平与安
宁。《金刚川》为我们讲述了一个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的故事，让无数观众为英雄战士
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所震撼、感
动。电影最让人惊喜的，是产生
了一种“愤怒感”，在暮色葱绿的
玉米地里向观众呼喊着“不要温
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让人奋起反
抗、热血澎湃。

（覃沁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

影片的故事很短暂，但这段
历史背后隐藏的故事和精神值
得后辈去挖掘、传承并发扬。今
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当年无数
英烈的血肉之躯换来我们如今
的和平。进入21世纪以来鲜有作
品正面聚焦抗美援朝，《金刚川》
登陆银幕可谓是千呼万唤，我们
期待得太久太久。影像的力量让
我们在和平年代回首这段雄壮
岁月，在凝心聚力的光影中重塑
家国情怀，不失为一次涤荡心灵
之旅。
（李泽清，作家、诗人、著名影评人）

一
个
﹃
用
我
们
的
血
肉
筑
成
新
的
长
城
﹄
的
故
事

—
—

众
说
《
金
刚
川
》

《金刚川》：

共和国军魂和国威的
形象演绎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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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剑影》：

戏与乐的对话

艺苑风采

艺路跋涉

艺术之吻带来美的颤栗
——诗与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