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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波

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47 军 140 师的一名普通战士，每
当他给我们讲起70年前抗美援朝
那段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总是神
色凝重、激动不已。“我们 47 军可
是一支优秀的攻防兼备的部队”，
父亲自豪地说。

说起 47 军，源头可以追溯至
红军独立一师、红军长征先遣队、
南泥湾“又战斗来又生产”的 359
旅，到解放战争，更是一支经辽沈
战役和平津战役洗礼后，南下鏖战
川东、剿匪湘西的劲旅。

父亲名叫杨立登，湖南省通道
侗族自治县县溪镇杆子溪村人。在
老家协助湘西剿匪的47军418团
土地改革中参军，紧接着由靖州北
上，徒步翻越雪峰山到达长沙湘潭
一带，后经武汉集结于东北丹东，
1951年3月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新义州。父亲因年龄较小个子不
高，上过初中，安排在47军140师
部做文印员和保密员。

47 军入朝第一战交由 140
师。6 月 22 日上午，美骑第一师 5
团一个加强连、一个坦克连在十多
架飞机、两个重炮群的支援下，向
140师419团三营坚守的230.4高
地发起进攻。美骑第一师不是骑
兵，而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
为全美式机械化的部队，是美军王
牌师。战斗打响后，美军先是炮轰，
后是飞机扫射，又投掷凝固汽油
弹，将 230.4 高地变成一片火海。
美军认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
之下，这个小高地不可能有生命迹
象了，当这些自以为是的美军爬上
阵地时，战士们立马从小坑道猫耳
洞中钻出，对美军予以迎头痛击，
美军连爬带滚败下山去。这次战斗
中，140师为抗击敌炮火轰炸发明
了坑道战的雏形。7月3日，时任志
愿军代总司令的陈赓将47军的经
验做法推荐各军，上甘岭的“坑道
战”亦由此而来。

1953 年初春，在临津江西岸，47 军指挥
部制定了“以攻为守、反复争夺、功必克、战必
胜”的作战原则。140 师 418 团团长陈友明按
照这一原则，命令第四、第五连各五个班组成
夜袭队，对高望山的敌人阵地实施袭击。此
时，我的父亲主动要求到一线阵地作战，师部
批准他到418团部任通讯员，团长陈友明把这
一“命令”交给了他。

父亲记得那是2月中旬的一天，天气乍暖
还寒，四周都是残雪，他一路小跑，越过凹陷
不平的原野，穿过满是泥浆的稻田，在泥泞中
艰难前行，来到长满杂草的扎坑，及时把“命
令”送达，并经同意留下一起参加夜袭战斗。
夜幕降临，父亲跟随四连副连长杨登临率领
的二排，一起摸上了高望山上的一座高峰。当
敌人哨兵正要开枪时，杨登临已瞄准射击，将
其击毙，他们迅速穿过铁丝网，在很短的时间
内，战士刘兴敏就把红旗插在了山峰上。与此
同时，其他三支部队紧紧跟上，很快，另一面
红旗便飘扬在第二个山峰上……

第二天黎明，几个阵地都飘扬着鲜艳的
军旗。敌人见阵地被志愿军占领，调来飞机大
炮对几个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父亲来不及
躲进坑道，被美军的炮弹弹片击中，洞穿左
腿，鲜血直流。此次夜袭战斗共消灭敌人150
余人，俘敌6名，缴获轻重机枪7挺，自动步枪
和卡宾枪20多支。

第47军是以打防御战著称的一支英雄部
队，他们往往会把防御战斗打成进攻战，把被
动战斗打成主动战斗，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老
秃山战斗，就是他们创造的一个奇迹。老秃山
又名上浦防东山，被誉为汉城的门户，从1952
年6月6日开始，志愿军39军和美军等多国部
队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阵地五次易手，直至
47军141师423团担任主攻，夺取老秃山。为
了扫清前行的障碍，滕明国等五名战士趴在
铁丝网上当人桥，让后面的战士从自己身上
踏过，除张福祥幸存外，其他四名战士全部壮
烈牺牲。

47 军军部秘书科长毛峰编剧的电影《英
雄儿女》真实展示了这些情景。艰难攻上阵地
后的志愿军和美军进行了激烈的搏斗，战士
滕树明拉响爆破筒与美军同归于尽，他也是
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老秃山的胜利，促使
美军重新坐回板门店的谈判桌前。美军总部
发言人说：“老秃山战斗是继上甘岭后的又一
次最激烈的争夺战。”

父亲告诉我，率领4名战士搭人桥的滕明
国是湘西人。在反美军秋季攻势中，和他一起
入伍的 418 团湘西麻阳战友陈桂桥，也在
366.8阵地拿起手榴弹与10多名美军同归于
尽。原47军139师政委晏福生曾说过：这些湘
西兵特别能打仗。本师415团在塑宁前线和敌
人同归于尽的25人，大多也是湘西兵。

1953年春季，父亲战场受伤回国治疗。伤
愈后，同年九月第二次返朝，此时板门店停战
协议已经签署，父亲来到140师文工团成了一
名文艺兵，直至1954年9月16日按志愿军总
部要求凯旋回国。

“金达莱”花开花落，七十年沧桑巨变。
父亲一直自豪于自己是一名抗美援朝的志
愿军战士，是 47 军的一员。初心犹在，情怀
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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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一切始于14年前海南保亭的一棵槟
榔树下。

对黎族妇女的母语充满好奇的韩万
峰，得到的反应是一致的摇头。一个黎族
人，为什么不会讲自己的母语呢？这一场
景，带给这位汉族导演深深的触动，促使
他拍摄了一部保护黎族母语的电影。

他没有想到，在此之后的14年里，他
一发不可收拾，相继拍摄完成了 12 部少
数民族电影。黎、羌、苗、侗、瑶、藏、土家、
蒙古、哈萨克……他用光影记录中国少数
民族的人文与日常，呈现着他们在民族融
合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生活状态。

目前，这些电影收获了各大电影节的
入围提名18个、国内外重要奖项12个，其
中许多作品走出国门。同时，这些电影也
成为潇影集团和湖南电影近年创作的一
个独特系列，成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创作的一个独特篇章。

近日，湖南日报记者对话导演韩万
峰，跟着他的讲述，重返电影故事和拍摄
现场。

《青槟榔之味》几乎变成了
一个“黎语博物馆”

记者：为什么选择以少数民族为题材
和背景拍摄电影？

韩万峰：我是一个汉族人，其实之前
很少接触少数民族。2006 年我去过海南
保亭采风，看见槟榔树下一些黎族妇女，
听说黎族是海南的原住民族，她们自己的
民族语言是怎样的？我很感兴趣。但当我
问起，她们都摇头说只会讲普通话和海南
话，早就不会讲黎语了。

我很吃惊。一个少数民族，为什么不
会讲自己的母语呢？通过县民政局，了解
到当地还会讲黎语的人可能10%都不到，
当时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要拍摄一部保护
黎族母语的电影。

所以，我的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青
槟榔之味》，仅仅是为了保护母语这样一
个主题。这也是我国第一部黎族现代生活
题材电影。

记者：《青槟榔之味》从选角到拍摄，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和故事？

韩万峰：我们到处寻找还会讲黎语的
人来参演。在一个非常偏远的村庄，我们
找到一个老太太，脸上纹着图腾，能说一
口非常正宗的黎语。她成为了电影中一个
重要的角色。电影里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对白全部采用黎语。电影在海南放映的时
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记者：黎语现在的状态如何？
韩万峰：这部电影，几乎变成了一个

“黎语博物馆”。我想这也是它的意义所
在。

接下来，2007年，我在四川绵阳北川
又拍了《尔玛的婚礼》。这里是我国唯一一
个羌族自治县。电影杀青几个月后，汶川
地震。这场地震使理县、茂县这些羌族自
古聚居的地区，地形地貌遭遇巨变，古寨
碉楼受损严重。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少数民族在与汉
民族的文化冲突中何去何从的问题，电影
中呈现了羌族的建筑、服饰、语言、婚俗
等，相当于对羌族文化做了一个比较全面
的记录。这也使这部原本为了保护羌族文
化而拍的电影有了双重意义：不仅展现了
羌族的文化，也保存了羌族聚居地区地震
前的风貌。

让各民族的故事以原生态
呈现在观众面前

记者：在接下来的14年里，您拍摄了
12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相当于一年拍摄
一部。为何会一直延续这样的题材？拍摄
采用这样的策略，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韩万峰：建国以来，我国摄制了一批
各民族团结一心、渴望过上幸福生活为主
题的电影，如《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
姐》等。而我接触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时，已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了，电影的美学变化，
信息的便捷传播，都要求我们这一代电影
人，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上有所改
变，采用新的叙事策略。

每一部电影的筹备阶段，我们都要进
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创作期间聘请少数民
族文化专家作为剧组顾问，用少数民族母
语完成电影对白。在从事少数民族创作，
特别是多民族电影创作时，我一直有一种
思考：用当下性重写少数民族电影生活
史。当然现在看来还不一定能表达出来，
但我一直在朝这个梦想靠近。

记者：您是汉族人，拍摄少数民族题
材、尤其在挖掘人物心理状态、矛盾变化
这一块，会有障碍吗，您如何处理？

韩万峰：我老家河南洛阳，我是一个
真正的中原人，从小到大，都是受的地道
的汉族文化熏陶。一旦进入少数民族文化
中，生活习俗的陌生和文化的差异，都是
我刚开始进入拍摄少数民族电影时，极其
不适应的地方。

在电影中，我尽量呈现出原生态的东
西。但我好像越拍越怕：我会在表现这些
民族时断章取义吗？会不会有个人所好？
会不会对这个民族不公正？我个人对这个
民族的想象会不会变成一种干预？

所以，在拍摄时我要做到导演尽量减
少说话，让本民族的人员完成他们的民族
表达。我要在电影中尽可能减少话语权，
让各民族的故事以原生态呈现在观众面
前。

传达他们如何在全球化大
背景下融合共生

记者：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您如何通
过电影表现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与心灵
状况？比如他们如何融入现代生活？如何
在传统和现代、农村和城市之间转换切
换？您如何看待和表现他们所理解的全球
化社会形态，以及他们如何将自己融入全
球化的浪潮中？

韩万峰：前期的作品大概以少数民族
区域为拍摄核心。当做到第九部《屋顶上
的马奶节》的时候，我对民族电影的理解
也更加成熟，我开始尝试改变。随着城市
化的进程，这些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
进入了民族融合的过渡地带，我把民族电
影的场景从乡村转移到了大都市，也开始
加入汉族专业演员。

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前的电影中
我们有更多的担忧，但这是一个世界性课
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有权利共
同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捷。如果为了满足
你的“猎奇”而阻止他们享受现代化带来
的便利，是不公平的。

同时，中华民族大融合是趋势，在这
个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文化同样在
与时俱进，我希望能记录这个过程中少数
民族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处境和选择，他
们中的大多数和我们一样，是每天都为生
活努力奋斗的普通人，只不过由于各少数
民族受不同历史背景、文化地理区间影
响，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
和表达意识而已。

记者：移到了大都市，以城市化为背
景，民族融合、身份消失、都市生活的现代
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少数民族
电影都市三部曲的核心表述。请谈谈这三
部电影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以及您最希望
通过电影传达什么？

韩万峰：《屋顶上的马奶节》讲述的
是生活在深圳的一家蒙古人，为了挽救
儿子与儿媳即将触礁的婚姻，70 岁的老
额吉决定在家里举办一年一度蒙古传统
节日——马奶节。但在大都市举办马奶节
困难重重，没有草地，怎么办？最后老太太
在自己屋里房顶上种草，通过一场屋顶上
的马奶节，呈现出一个蒙古家族在大都市
的生存状态。

《西兰姑娘》讲述土家族姑娘西兰和
桔子因爱上一个叫侯喜会的男人，先后
来到了这座以三峡著称的大城市里。到
重庆后，她们生活、习惯和思想都开始发
生变化，她们很迅速地融入职场中，但因
为自身民族身份的模糊、文化的隔阂，让
这些土家族姑娘经历了各种碰壁、迷失，
但还是坚强地生活。民族融合背景下她们
必须去认可这个城市，成为城市的新移
民。

今年我拍了我们湖南的花瑶，电影
《父母的城市生活》讲述一对瑶族老人为
了带孙子，来长沙生活的故事。同样是带
着民族身份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展现他们
的矛盾、苦恼、快乐，他们的喜怒哀乐。这
部影片是湖南省电影业在各行业逐步复
工复产的大背景下开拍的第一部电影，6
月1日在潇湘电影集团举行开机仪式，将
在长沙和隆回两地取景拍摄。

从中年人、到青年人、再到老年人，他
们在共同融入这一历史进程。民族融合进
程中他们的声音不能缺失，城市化进程中
不能没有他们的身影。这三部电影，也构
成了我从纯少数民族叙事到民族融合叙
事转型过渡的“都市三部曲”。

潇影集团看到了少数民族
电影的“未来价值”

记者：在这 12 部电影中，有 4 部都是
讲述湖南本土少数民族的，相当于1/3都
与湖南有关。从体量上来说，这是一个不
小的比例。基于怎样的契机，您对湖南的
少数民族熟悉并感兴趣？缘何与潇影集团
展开了这样长时间的合作？

韩万峰：在湖南，最早是在通道拍摄
的侗族电影《我们的嗓嘠》，后来又拍了靖
州苗族电影《锹里奏鸣曲》和龙山里耶土
家族电影《梯玛和他的儿子》，今年通过

《父母的城市生活》拍了隆回的花瑶。这
样，湖南人口最多的四大少数民族我全拍
了。

我 1987 年当兵后就来了湖南，1996
年进入潇湘电影制片厂，当时做文学编
辑，抓的第一部剧本就是《那山那人那
狗》。所以后来我拍少数民族题材，潇影集
团很支持我，虽然这类电影不赚钱，没有
太多商业上的价值，但潇影集团一直都很
肯定电影的文化意义和未来价值，这让我
很感动。因为有潇影的支持，我才完成了
这样大体量的少数民族题材制作。光靠我
个人，是无法坚持这十几年的追求和梦想
的。

也正因为有潇影的支持，我希望它们
连贯起来，能慢慢形成一部“中国少数民
族电影档案”。

【专家热议“韩万峰现象”】

在2020年湖南(夏季)乡村
文化旅游节上，文化旅游节的
核心主题活动韩万峰“少数民
族题材系列电影研讨会”在隆
回花瑶古寨举行。来自全国的
专家们对韩万峰少数民族题材
系列电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刘学（湖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
份，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
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今后在
各方面的帮助下，湖南的少数
民族题材电影一定会结出更加
丰硕的果实，散发出更加夺目
的光彩。

侯光明（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电影智库秘书长）：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原
生态”立足，或壮阔瑰丽的自然
生态景观，或眼花缭乱的民族
风俗风情，这些令人着迷的“原
生态”现象则赋予民族最本真、
最原始的状态，简略而纯美。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

韩万峰导演的这些电影，
不仅将独特的语言特征与思想
情感、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也为
一些面临语言消亡的少数民族
保留下了准确的常用语标本；
既体现了电影创作对原生态、
真实性的美学追求，也展现出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对少数
民族文化保护的责任担当。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副院长）：

我们需要大量的文艺作
品，来让后代记得我们曾经的
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记得我
们的故乡，留住我们的回忆。无
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历史中，都
能够感受到创作少数民族题材
电影的责任感和巨大价值。

周安华（南京大学亚洲
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在世界范围内，对边缘族
群和边缘文化的表达，都是电
影在题材变化过程中非常重要
的趋向，潇湘电影集团的少数
民族题材系列电影能够以平民
现实主义的视角，低姿态地关
注少数民族族群，勾勒他们在
社会变革中生活变化的生动印
记，实属难得。

【导演简介】

韩万峰，1969 年出生于
河南洛阳。中国电影家协会
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少数
民族专业学会副会长，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影视专业
委员会理事，现供职潇湘电
影集团，专业编剧、导演。作
品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影片、全国及省电影“五个
一工程”奖、全国夏衍文学优
秀剧本奖、美国洛杉矶国际
家庭电影节最佳音乐奖、中
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北京民族电影展“金杉叶”最
佳导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