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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美好时代 铭记最深感动
■文/张 译

乌尔善执导《封神三部曲》
发布“清明节”版海报

■/本报记者 杜思梦 实习记者 刘苏洋

我是演员张译，此刻我正在湖南的

剧组工作，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回到北

京参加今天的盛会，深感抱歉。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激动又忐忑。

德艺双馨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是

最顶级的褒奖，我其实还差得太远。今

天要讲自己的成绩，我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只是太过幸

运。我幸运地从事了自己热爱的职业，

幸运地遇见了愿意帮助我的前辈，又幸

运的被观众包容和接纳，更幸运的是，

我遇见了这样美好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元年，我出生在哈尔滨

市的一个教师家庭，因为从小喜欢军

装，19 岁，我进入北京军区服役，从野

战部队的基层连队到政治部的战友话

剧团，十年的军旅青春，给我的人生刻

下了永久的印记，坚韧、乐观、积极向

上，军人的作风烙在我的心底，也和我

的演员生涯一路相伴。军人和演员都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两种职业更有一个

共同的关键词，叫做人民。军人，保卫

人民；演员，服务人民。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优秀的文艺作

品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扎根于人

民。创作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是文

艺工作者的最高追求。

军人是否称职，总需要用成绩来衡

量，内务成绩、队列成绩、射击成绩……那

么演员是否合格，用什么成绩来衡量呢？

那就是“作品”，总书记叮嘱我们要牢记，创

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演员被

观众记住的作品越多，自信才越强，才越

对得起这份职业。一部好的作品，一个好

的角色，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大多数观众是从电视剧《士兵突

击》认识我的，在这个崇尚英雄的时代

里，常常有人对我说：班长，我是因为你

才去当的兵！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后，

在这个崇尚善良的时代里，“团迷”们自

发组织在云南建立起 14 所希望小学，

在腾冲照顾了几十位抗战老兵；

在这个致敬英雄的时代里，电影

《金刚川》，让全体中国人牢记197653；
在这个呼唤亲情的时代里，电影

《亲爱的》，让多少离散的家庭破镜重

圆。几个月前，我的原型人物孙海洋终

于找到了自己丢失了十几年的儿子，他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表达谢意，那一刻

我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播出之后，我

收到了来自一位刚刚刑满释放人员的

邮件，他写道：这个故事让我重建了人

生观和价值观，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开

启自己真正的、有意义的、崭新的人生！

这些植根于人民的故事，饱含正能

量、艺术水准高，温暖人、打动人、激励

人、启迪人，甚至改变人。观众喜爱这

些作品的同时，也顺便记住了我的这些

角色。在这个幸福的时代里，一部部优

秀的作品，滋养了我，成就了我。

演员是一份神圣的职业，一旦进入

角色，我们就必须忘却自己，用各种不同

的身份，在光与影的世界中生活战斗。

一部电影一两个小时，演员的形象

却可以凭借影像经久流传。电影是时

代的写真，演员是连接观众的纽带。所

以演员这个职业是幸运的，同时又具备

了责任与使命。不断地加强专业修养、

提高自身素质，时常思考我们应该如何

演好角色，如何向观众传递正能量的核

心价值观，是我们一生必做的功课。

演员的表演，是一门神奇的学科：

情感发于演员的内心，又直达观众的灵

魂。只有真诚地面对这门学科，才能发

现它的精神力量巨大无穷。

记得刚接到电影《攀登者》的邀请，

我正为不知如何塑造角色犯难，有位朋

友问我会演哪个角色，我说出了名字，

她愣了半晌说：“那是我的父亲……”是

的，这位朋友就是 1960 年登顶珠峰的

三位英雄之一的屈银华老先生的长

女。她激动地把消息讲给了自己的母

亲，然后告慰天上的父亲，说您放心，会

有一个好演员扮演您。我流泪了，什么

好演员，只是这份职业给我的幸运和尊

严！从此，我知道自己只能演好，没有

退路，哪怕只是为了对得起屈大姐和她

的母亲。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光着脚踩

在雪地上，猝不及防的刺痛感反而让我

亢奋，觉得自己已经无限地接近英雄

了。杀青那天，我在珠峰大本营凛冽的

风雪中为屈银华老先生垒起了玛尼堆，

愿我的工作无愧于当年他们的拼搏。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在电影《金刚川》

里提到的金城战役中，24 集团军是主

力部队之一。我的新兵连正是24军70
师 210团 3营 4排 1班！能去演绎老部

队的光荣历史，这份感慨和荣光实在难

于言表！可是那个角色好难啊，有天夜

里，演着演着，我就昏倒了，我看见天边

流光溢彩瑰丽无比，老兵们就在天上看

着我，他们一定知道我是24军的娃，就

算我演不好，他们也不会怪我，可是我

会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整个集团军，更

对不起70年前他们的牺牲。瞬间我就

醒了，精神百倍神清气爽！后来我妈评

价说，就是那段戏，我演得还可以。

《悬崖之上》更神奇，讲述的是在我

的家乡哈尔滨发生的隐蔽战线上的英

雄故事。剧组复原了上世纪四零年代

的中央大街，导演监视器安放的地点，

按照真实地点的对应，正是我家现在的

位置。每场戏拍摄完成，我都会去看监

视器，如同小时候放学后，路过电影院，

回到我的家……电影上映后，我真的回

了一趟家，站在中央大街上，闭上眼幻

想着与匆匆而过的英雄们交错，我想问

他们：如今的盛世是否如您所愿。

时光流转到1998年，也是回家，我

穿着军装随着火车缓缓进站。旁边的

铁轨上停着闷罐车，满满当当挤着我的

同袍，他们穿着迷彩服正准备奔赴抗洪

一线。他们看到了我坐在舒适的卧铺

车厢里，看到我的军装上一条褶皱都没

有，他们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有表情，只

一眼，我就觉得被人狠狠抽了一记耳

光。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好几个乘客

同时起身给我让座，只因为我穿着军

装。我再也没脸承受，回到家扔下行

李，直接去了松花江大坝，随便找了一

个连队开始干活。从那时起，我记住了

一句话，永远、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职业。

今天，我愿意继续用这句话，要求

自己面对职业的态度：坚守艺术理想，

不断提高自身的学养、涵养和修养，加

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艺

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

益，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

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

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

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最后，感谢大家把如此神圣的荣誉

授予我，感谢领导、前辈和老师的教导

与帮助。我会将这份荣誉转为责任，鞭

策自己在未来的工作道路上努力前行！

（本文为作者在第五届全国中青年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以线

上形式所作的大会交流发言摘登）

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文

艺工作者承担着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近日，中国文联发布了新一版的

《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

订稿）》，为我们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

时代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也赋予了文艺工

作者更加艰巨的责任使命。作为新

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胸怀“国

之大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把人生

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

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从时代

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

作向着人民的伟大奋斗、向着丰富多

彩的社会生活敞开，把自己对生命的

体验和对时代的认识托付于作品中，

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

现出来。

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影响着文

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我们要

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

诚之心，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良知，下

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作为北京市文联文艺工作者职

业道德建设委员会的一员，我很荣幸

也非常愿意，从我做起，严于律己修

德修艺，不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

在艺术创作中汲取养分、锻造自我，

努力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

人的艺术形象回馈观众，与更多的文

艺工作者共同营造山清水秀的文艺

生态，在弘扬正道，追求德艺双馨中

成就人生价值。

本报讯《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

谜》4月6日在京举办中国首映礼，现场

遍布魔法元素，令粉丝秒回魔法世界。

首映现场与“魔法世界”梦幻连

线，裘德·洛和麦斯·米科尔森“同框”

问候中国观众，“小雀斑”埃迪·雷德

梅恩、丹·福勒、杰西卡·威廉姆斯等

主创实时连线，现身讲述幕后故事，

挑选全场幸运麻瓜，接连引爆多重惊

喜。而整个观影过程更是一场久违

的大银幕魔法狂欢，媒体粉丝大赞影

片“神奇动物”系列最佳，“一次全方

位升级的魔法冒险，不负四年等待”。

作为《神奇动物》系列第三部作

品，这一次的魔法冒险全面升级。不

管是故事剧情、人物角色，还是震撼视

效、全新神奇动物，诸多看点令观众大

开眼界，全面引爆口碑好评，“这一部

中神奇动物真是立下大功，承担了非

常重要的任务”、“人物关系间有了更

深刻的诠释，让人更能理其中的细腻

情感”、“魔法视效瑰丽酷炫，仿佛置身

传奇大战”。经过四年的用心打磨，影

片不负观众的苦苦期盼，当熟悉的背

景音乐响起，众人重回霍格沃茨魔法

学校，那段深藏许久的魔法记忆再度

被唤醒，魔法情怀瞬间被点燃。

众多媒体对影片也给出超高评

价，“熟悉的罗琳式叙事风格和力量，

看得人热泪盈眶，魔法世界永远值

得”，“这一部可以说是魔法世界的真

正回归”，“四年磨一仗，粉丝没白等，

普通观众也不会有观影门槛，真正的

系列之最”。更难得的是，这部影片

对于普通观众分外友好，跟神奇动物

开启魔法冒险激动人心，不禁感叹魔

法世界魅力无穷。不少观众映后许

愿“赐我一个招财嗅嗅，我愿意多刷

几遍电影”。

影片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大

卫·叶茨执导，埃迪·雷德梅恩、裘德·
洛、麦斯·米科尔森等主演。（杜思梦）

4 月 6 日，《神奇动物：邓布利多

之谜》在京举行首映礼。纽特、邓布

利多、格林德沃的扮演者埃迪·雷德

梅恩、裘德·洛、麦斯·米科尔森等主

创与中国首批观众隔空连线。

谈及影片，裘德·洛、麦斯·米科

尔森透露，影片的“魔法大战的戏份”

让人印象深刻。而总是被要求在系

列中跳舞的“小雀斑”埃迪谈到在新

作中的“舞技”，大呼“尴尬”，不过“小

雀斑”透露，看到出演他的哥哥忒修

斯的卡勒姆·特纳也跳了，“看看他，

他更尴尬”。至于谁跳得更好，小雀

斑表示：“既然卡勒姆不在，无法来打

我，我当然说是我跳得更好。”

在影片此前举行的全球新闻发

布会上，除了埃迪·雷德梅恩、裘德·
洛、麦斯·米科尔森，导演大卫·叶茨，

制片人大卫·哈曼，以及在本片中会

有更多戏份的杰西卡·威廉姆斯（饰

尤拉莉·希克斯）与新角色威廉·纳迪

兰（饰 尤瑟夫·卡马）也集体出场，与

全球媒体连线。

大卫·叶茨透露，几周前制作团

队为一小波观众放映了电影，其中的

一个小孩在看完后说：“我很喜欢，这

部电影很有‘人味’。”对于一部融合

了非凡特质的影片，大卫导演认为，

出自孩童之口的“人味”这个评价是

对于他们在电影中展现的全部表演

与故事的最高赞誉。

拍摄电影涉及到巨大的后勤物

流保障，谈及拍摄本系列电影时遇

到的创作队伍，大卫表示是这个故

事将如此优秀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一同创作，他为能够与这样一群有

趣而充满创造力的人合作表示感

激，他这样说起他与团队之间的关

系：“我们经常会用到“家族”这个

词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在我

们这行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说到底

电影行业是十分残酷的。”

电影《神奇动物 3:邓布利多之

谜》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4月 8
日在英国和中国内地同步上映。

“退化版”邓布利多

与“哈利·波特系列”中我们所熟

知的那个白发苍苍，睿智慈祥的老校

长邓布利多不同，《神奇动物3》中展现

的是二十年前，仍然在寻找自己的人

生道路的邓布利多的故事，这是一个

年轻迷茫却充满真实感的邓布利多。

在出演邓布利多的裘德·洛看

来，这是一个“退化”的邓布利多，他

透露，导演大卫让他深刻地认识到

此时的邓布利多并非出现在哈利波

特面前的那个“完美超人”，而是一

个正在对抗自己心中的恶魔，必须

直面自己的过去与心中罪恶感的男

人，这也是他称之为“退化版邓布利

多”的原因。

裘德希望，观众们能够注意到他

身上始终不变的那种古灵精怪的幽

默感，以及他对于人性善的一面的强

烈信心，并且将其与我们所熟知的那

个阿不思·邓布利多教授重合在一

起。当被问及探究邓布利多过去的

魅力所在时，他笑称，这根本不算是

一个问题，从他开始给孩子们读《哈

利·波特》当睡前故事就已经无意识

地为扮演这个角色做准备了，对于一

个演员来说，邓布利多这个角色有太

多可以挖掘和探索的地方，甚至抛开

魅力无穷的魔法世界，仅仅作为一个

人而言都是极具吸引力的。

回忆起电影中纽特与邓布利多

之间微妙的关系，“纽特”饰演者埃

迪·雷德梅恩透露，他非常喜欢这两

人之间这种亦师亦父的关系。随着

电影的发展，二人之间会产生一种近

乎于长兄与年幼弟弟之间的亲密纽

带，纽特也将会在某个瞬间窥见邓布

利多脆弱的一面，甚至会反过来传授

一些“智慧”给邓布利多。

谈到纽特，埃迪表示，他“从骨子

里是一个内向的人，只有与他的神奇

动物们在一起，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

中在会感到舒适；但是邓布利多看到

了他身上的一种品质，一种以非常规

的方式作为领袖的潜质。”，而埃迪最

喜欢的一点就是在这部电影里纽特

将作为一名“超乎常规的领袖”率领

一群标新立异的“局外人”。

为观众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

新加入“神奇动物系列”的麦斯·
米科尔森对于扮演“当代最强大的黑

巫师”格林德沃表示，半途加入刚开

始有点紧张，“这就像是你去拜访一

家人，期望他们能收养你的感觉”，但

很快他就和剧组的大家打成一片，对

麦斯来说，如果整个剧组是一个大家

庭，大卫导演就是他们的“教父”，他

将每一件事安排的井井有条，让每个

人都感觉宾至如归，虽然时间短暂，

但他“已经开始觉得融入了这个大家

庭了”。

受到整个制作团队喜爱的导演

大卫不仅满足于让整个剧组感受到

“宾至如归”，还着力于在影片中为观

众们打造一个“安全港湾”，在他看

来，“哈利·波特系列”最具吸引力的

一点就在于它在一个魔幻世界观背

景下创造了一个观众能够寻求精神

上安心场所；一个赞扬并珍视忠诚、

爱、友谊的地方，赋予那些人们常常

小看的“局外人”以力量，并且能够和

很多观众的现实生活产生共鸣。

大卫透露，上一部《神奇动物

2》结尾的情节发展十分复杂，他们

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理清故事的头

绪；总的来说，他们希望这部电影

可以兼具感性与娱乐性，同时更加

贴近一些早期“哈利·波特”电影的

特点：饱含奇思妙想、魔性魅力、幽

默与人道精神。

本报讯 近日，电影《我是真的讨厌

异地恋》发布惊喜预告，任敏周雨彤首

演“怨种闺蜜”爆笑日常，以“轻喜剧”画

风展现异地恋情侣相处模式。角色海

报全阵容露出青春气息满满，邓超惊喜

出演火车站民警，成为任敏“异地恋奔

现”路途中的“救命稻草”。影片由吴

洋、周男燊执导，任敏、辛云来领衔主

演，李孝谦主演，周雨彤、陈宥维特别出

演，朱丹妮、修雨秀主演，戚砚笛、林俊

毅、马哲友情出演，邓超惊喜出演，将于

4月29日和全国观众正式见面。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讲述一段相

爱却备受距离考验的真实“异地恋”故

事：在高考之后，赵一一向暗恋多年的许

嘉树表白，却命运弄人般的开启一段异

地恋。他们坚信熬过异地，就是一生，只

要相爱，距离不是问题。可远距离恋爱

的天然阻碍考验着他们，赛赫（陈宥维

饰）的出现以及闺蜜乔乔（周雨彤饰）和

李唐（李孝谦饰）一波三折的爱情也让他

们对“异地恋”有了新的认识，更加笃定

地迎接未来的挑战。期望全国观众在五

一假期和阔别已久的爱人牵手走进电影

院，见证那句“异地恋真的很讨厌，但如

果是你，我愿意”。 （影子）

本报讯 4 月 5 日正值清明节，电

影《封神三部曲》官博发布节气版海

报，并配文称：“满屋和煦迎春色，雨

落风起正清明”。海报中写着“祭祖

拜山”，背景是摆满贡品的供桌，种种

细节也彰显着影片在制作上的考究，

“仪式感拉满”。

由乌尔善执导的《封神三部曲》

取材于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神魔小

说名著《封神演义》，讲述一场三千多

年前人、仙、妖之间旷日持久的神话

战争，谱写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神话

史诗。

在影片的前期宣传中，片方不错

过任何一个中国传统节气，利用节气

发布海报，营造影片的热度。（影子）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惊喜预告全阵容曝光

北京文艺家积极响应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

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中国首映礼重返魔法世界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导演：

更加贴近早期哈利·波特电影

中国文联发布的《中国文艺工

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订稿）》是新

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文

件，《公约》的修订，基于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的多次重要讲话特

别是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第十次

全国作代会讲话精神，因应着当前

和未来文艺发展新形势、新环境、

新任务的需要，对于广大文艺工作

者职业道德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期

待。

《公约》政治站位高，思想立意

深，内容规范实，文字表达新。作

为文艺战线的一员，理当以《公约》

为准则，认真、踏实地按《公约》要

求对标，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的有高尚职业道德素养的合格

文艺工作者。

◎北京市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冯远征：

◎北京市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
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智锋：

张译《悬崖之上》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