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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1 日，在平遥国际

电影展掀起一阵“攀登热”的电影

《攀登者》主创，又“空降”未名湖

畔，为中国学术界最高殿堂之一的

北京大学师生高朋，准备了一场特

别的放映和映后互动。

北大专场放映当天，电影《攀登

者》出品人任仲伦，领衔主演吴京、

张译、胡歌惊喜亮相北京大学百年

纪念讲堂，而 1975 年登珠峰英雄桑

珠，北大山鹰社杰出代表方翔、魏伟

出席了本次活动，与在场座无虚席

的观众一道，共同就“攀登者·正年

轻”的主题开展了一场追溯攀登荣

光的思想碰撞之旅。

映后对谈上，吴京直面北大学

子坦言：“最近《攀登者》听到了很

多的声音，很复杂。但我还是想听

一听更多的声音，北大是思想碰撞

的地方，而且听说还有登山的山鹰

社，我们《攀登者》剧组也来北大学

习一场。”曾任北大山鹰社社长的登

珠峰女豪杰魏伟更力挺《攀登者》：

“看完电影还是蛮激动的，也非常感

谢能有这样一部影片，能够把鲜为

人知的故事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

和关注这样一段共和国的历史。”电

影《攀登者》映后路演五城五地，演

员们也与多地观众交流互动，路人

口碑一路上涨。影片排片量稳步增

长，一路从 17.3%升至 20.3%。很多

观众也纷纷表示：“这是 2019 年银

幕上最棒的群像演技之一。”

据 悉 ，影 片 为 还 原 1960 年 及

1975 年中国攀登先辈们的二次攀登

壮举，《攀登者》主演们进行了大量

的准备工作，甚至在动作表现上向

国家级水准看齐。据吴京介绍，国

家顶级运动员们的引体向上动作，

是能够做到 15 斤负重并单指完成

的，在剧作上我们也考虑去刻画这

些场面。”而备受好评的工厂区攀登

戏份，吴京也透露不少幕后花絮：

“当时训练攀岩的时候，要做快速攀

登，我觉得我还能像个兔子，但人家

厉害得像猴子。不过当时我们都是

按照国家登山队的难度去攀岩，所

有的角度和动作基本还原了国家登

山队的场景，甚至一模一样，只不过

攀岩的岩壁换成了我们电影需要的

东西。”

在被问道如何看待“团队”二

字，如何定义“攀登精神”时，张译

从现场嘉宾魏伟的金句“珠峰攀登

十万步，每一步都不算数”漫谈道：

“其实人和人的差距，也是攀登路上

的差距，就是每一次都差那么一点，

有的人上去了，有的人慢慢放弃。我

真的特别羡慕这二位（山鹰社杰出代

表），我也羡慕楼上楼下每一位同学

和老师。你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中，

每一次咬住半口气往上走，才有这样

的机会坐在最高学府，给了我们一起

分享《攀登者》的机会。”

电影《攀登者》已于全国热映

中，北美、英国同步公映。该片由徐

克、曾佩珊监制，李仁港编剧兼导

演，阿来编剧，吴京、章子怡、张译、

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何琳、陈龙、

刘小锋、曲尼次仁、拉旺罗布、多布

杰领衔主演，成龙友情出演，上影集

团出品，上影股份发行。

（杜思梦 林琳）

本报讯 正在全国热映中的《中

国机长》，近日曝光一支全新特辑，

四川航空培训中心质量标准部副经

理兼电影《中国机长》飞行顾问谢铁

民讲述英雄机长及机组人员所肩负

的责任与精神。作为 A320 机型高

高原机长及英雄机长刘传健的挚

友，谢机长也为我们揭秘了“民航史

奇迹”背后、从平凡的飞行员成为机

长的艰苦历程。

随着电影的热映，不仅英雄机

长和机组人员获得了尊重和敬仰，

也激发了更多人对于中国民航和飞

行员的关注。近日发布的民航特辑

中，就曝光了很多民航飞行员日常

训练的镜头，四川航空 A320 机型高

高原机长谢铁民介绍道，入职为飞

行员被招收后，还需要进行飞行训

练、转机型培训、各种考核，“要想

成为一个机长，从作为飞行员那一

刻算起，最少需要八年的时间。”

此外，谢铁民还担任了电影《中

国机长》的飞行顾问，“机长天团”

三人组张涵予、欧豪、杜江进模拟驾

驶舱之前，都会非常认真地与谢铁

民交流飞行的细节。谢铁民表示，

中国飞行员在训练上和体现的能力

上，水准是非常高的，“我们中国的

机长在技术能力水平和他们对行业

的尊重和熟悉度、责任感，这是我们

民族特有的，所以电影《中国机长》

中也有这种精神。”

而电影《中国机长》原型、川航

3U8633 的英雄机长刘传健也于开

通了微博的身份认证，瞬间吸引了

一波热情网友到访打卡，认证微博

中，刘传健机长提到了民航的座右

铭，也是影片中张涵予所饰演的机

长的重要台词：“敬畏生命，敬畏职

责，敬畏规章。”对于网友的各类评

论，刘传健机长也是努力“营业”，

不仅认真解答专业问题，还会幽默

回应网友“真是机智”，让网友纷纷

表示：“机长！快停止散发你的魅

力！”

电影《中国机长》由博纳影业等

出品，刘伟强执导、李锦文监制，张

涵予、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

沁领衔主演。截至发稿前，影片总

票房已突破 24 亿元。

（杜思梦）

本报讯 截止到 10 月 12 日，电影

《攀登者》在内地市场的票房已经突

破 9 亿大关。中国香港地区 90%以

上的影院也同步开启上映。影片已

经销售至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

亚、文莱、柬埔寨、巴基斯坦、东欧

在内的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美国和加拿大已经于 9 月 30 日

同 步 在 两 地 区 上 映 。 北 美 开 画

IMAX 银幕数 76 块，为北美迄今华

语电影之最。开画银幕总计超过

100 块。影片英国开画银幕 22 块，

为近年华语影片之最。澳洲新西兰

已于 10 月 10 日上映，为华语影片首

次提供 4DX 观影体验。新加坡同样

已于 10 月 10 日公映。

除了已经上映的国家地区，《攀

登者》还将在更多国家陆续上映，10
月 17 日马来西亚、10 月 25 日巴基

斯坦、11 月 9 日柬埔寨也将陆续上

映。

10 月 10 日，电影《攀登者》剧组

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电影出品人

任仲伦，领衔主演张译、何琳、陈

龙、刘小锋、曲尼次仁作为代表出席

活动。在刚刚结束的国庆档中，电

影《攀登者》一路创造逆袭“神话”，

不仅实现了排片上的逆跌，在经过

五天路演直面观众后，路人口碑也

一路见涨。

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

导演贾樟柯对《攀登者》在中国电影

市场的类型化突破表示认可，“电影

《攀登者》是攀登冒险类型片的一次

优质‘攀登’。和《攀登者》在平遥

国际电影展相遇，一起为中国电影

攀登。”

对于这样的评价，张译现场回

应：“之前吴京说过想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我们这部电影确实做到

了。虽然整个过程就像是攀登珠峰

一样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迈

出第一步，就会有更多人沿着脚印

往前走，整个中国电影行业也会越

来越完善。”

作 为 电 影 的 出 品 人 ，任 仲 伦

也表示这是给自己的一次挑战：

“ 国 内 第 一 次 拍 攀 登 珠 峰 ，要 去

体现历史下的平凡英雄、去展现

他 们 的 意 志 。 拍 这 样 的 影 片 之

前，我们就给自己树立了这样一

个高度。”

（郑中砥）

《中国机长》特辑揭秘万米高空的平凡英雄

《攀登者》获北大学子最高礼赞

《攀登者》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
贾樟柯赞“类型破局”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多家外媒

报道，看主旋律电影成为许多中国人

度过今年国庆假期的方式，“最红国庆

档”引发观影热潮。着眼普通人物的

故事，深挖民族文化传统和内涵——

在各大外媒的闪光灯下，中国国产电

影正展示出更加自信的形象。

“看好中国电影市场”

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中国电影

票房 50.5 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次 1.35
亿，均创同期历史新高。中国电影市

场以一张亮眼的“国庆档”成绩单，又

一次成为各大外媒报道的热门话题。

韩国《亚细亚经济》认为，“国庆黄

金周”的票房新纪录显示出中国民众在

文化领域消费的意愿越来越强，也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人的超级消费能力。

国庆档票房纪录是中国电影市场

巨大潜力的一个缩影。美国刊登电影

新闻的报纸《好莱坞报道》乐观地预测，

今年中国电影票房有望超过 110 亿美

元，明年则有望超过 120 亿美元。“从

2020年及之后可预料的几年间，中国电

影市场的总票房都将是世界第一。”普

华永道近日发布的“2019—2023年全球

娱乐及媒体展望报告”也有相似的估计

——中国将在 2020 年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刊文分

析，“政府规划者在发挥作用”是中国

电影市场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

援引国际咨询机构 IHS 马基特公司的

分析数据称，2018 年中国新增电影银

幕 9303 块，全国银幕数超过 6 万块。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全国银幕数到 2020
年达到 8 万块。文章认为，该举措将

促进中小城市电影市场的发展。

新加坡《海峡时报》坦言，好莱坞

将继续依靠中国市场来弥补美国票房

的衰退。电影咨询公司美国亚提森格

维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兰斯·鲍说：

“从长远看，我们看好中国市场。”

“主旋律电影与时俱进”

电影“叫座”重要，“叫好”更重

要。在今年大热的国庆档中，多部“中

国式大片”用电影讲述中国故事，弘扬

中国精神，引发外媒热议。

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和我的祖国》、

《攀登者》、《中国机长》3 部讲述中国

发展成就的电影上映。“中国正借助电

影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豪

感。同时，多部爱国主义电影已经取

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我和我的祖国》是中国今年主

旋律电影的代表作，由 7 个普通人的

故事组成，如核弹研发人员为保守国

家秘密无法告诉女友自己受了辐射、

女飞行员为团队利益放弃个人荣誉

等。”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该影

片的成功，部分折射出中国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导演阵容强大，涵盖

老中青导演，一线演员的出镜为电影

加持，电影的主题曲由空灵婉转的唱

腔演绎，为电影造势。”

爱国主义大片还火到了国外。据

法新社报道，《我和我的祖国》将登陆

包括美国在内的近 40 个国家的电影

院线。

不少外媒对这些电影的艺术表现

形式不吝赞美。法新社援引专家观点

称，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俱进，吸

引了更多城市化的年轻人。艺术家们

不再试图进行“填鸭式僵化教育”，而

是“让年轻人通过艺术本身的魅力感

受并自觉吸收相关理念”。

“基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若

干重要时刻的历史题材电影——《我

和我的祖国》，采用了好莱坞更常用的

叙事方式和制作技术，淡化了以往纪

念影片对历史讲述的说教方式。”法新

社称。

“电影《攀登者》以激动人心的方

式向谦逊的登山者致敬。”英国《卫报》

称赞道，“从电影的开始到充满大量意

外情节的结局，它的激情和节奏让

2019 年的众多美国大片相形见绌。男

主角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位内心坚韧、

掌握超前技能的普通人，符合中国人

理想中的男子气概。”

“本土电影更加自信”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日宣

布，将有 93 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影片参加第 92 届奥斯卡奖最佳国际电

影评选，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将

代表中国内地参评。

这部中国动画片曾因中国内地票

房第二的成绩成为外媒热议的焦点。

它的魅力何在？新加坡《海峡时报》给

出了这样的答案：“《哪吒》的成功凸显

了本土题材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援引观点称：“过去几年里，大

多数成功的中国动画电影受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启迪，中国电影爱好者更

容易接受在大屏幕上重现这种熟悉的

故事。”

“本土化”成为外媒报道中国电影

发展的一个热词。外媒普遍认为，中

国国产电影的竞争力逐渐增强，中国

故事更能赢得中国市场。今年国庆档

票房的火爆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好莱坞报道》指出，中国本土电

影制作处于崛起状态。在稳步提高制

作和讲故事质量的帮助下，中国本土

电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着观众的

注意力。

美国《综艺》杂志称，高质量的本

土电影确实戳中了中国消费阶层不断

增长的民族自豪感。人们对中国传统

文化及其创造性表达有很强的信心。

“中国的电影世界正变得更加独

特和自信。”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

观察到，“从讲述中国军人在海外英勇

行动的《红海行动》，到一个有关癌症

的苦乐参半的故事《我不是药神》，

2018 年在中国售出的超过 17 亿张电

影票中，大多数票房都是由本土制作

的热门影片驱动的。”文章还指出，“尽

管好莱坞 2018 年在全球的表现值得尊

重，但在中国，进口影片的收入正在逐

年下降”。

（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外媒关注中国国产电影崛起

中国故事更能赢得中国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要“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对于这一要求我有一点心得领会。

今年大年初一，历时 4 年创作的电

影《流浪地球》上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原著小说打动我的是它深沉的意

境：面对宇宙浩劫，人类制定了长达

2500 年的“流浪地球”计划，由 100 代人

完成。人类团结一致，守护家园，向星辰

大海进发。这一悲壮而浪漫的景象充满

诗意，让我想到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传

统故事：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国数千

年文明史，有些东西早已融入我们的血

脉之中，《流浪地球》延续了这些基因。

这种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中国精

神，团结一致共铸全人类命运的博大胸

怀，就是这部电影的灵魂。基于这样的

理解，我们的团队创作出一个个鲜活人

物 形 象 ：奋 战 到 最 后 一 刻 的“ 中 国

CN171—11救援队”、纷纷掉头投入行动

的多国救援队、点燃自己为人类赢得希

望的中国航天员刘培强，这些人物深深

打动观众。

故事和人物是虚构的，但艺术最终

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时代，刘培强们身上

有无数现实生活的影子。汶川“5·12”地
震发生时，中国人民和子弟兵众志成城

抗击天灾；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出舱

那一刻，中国航天人已然将科幻变成现

实。这些真实的中国面孔和中国故事，

让银幕英雄形象有了现实依据而更加可

信和感人。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电影

人有感于国家日益强盛，生活日新月异，

创作激情涌动，创作灵感迸发，身处这样

的时代，《流浪地球》这类电影才得以诞

生。我们将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

民期待，继续为观众创作出更多反映中

国人审美追求、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

品！

（转载自《人民日报》2019年10月

15日第20版）

寻找星辰大海 攀登文艺高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感言
■文/郭 帆

主创亮相影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