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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

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1934年底，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之令，

粟裕、刘英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

师，从江西进入浙江丽水、温州等地，

展开战略游击战，拟在浙江发展建立

新的革命根据地，遭到蒋介石嫡系十

八军的重兵围剿，以丽水为主战场，

浙闽深山丛林中的红军与国民党殊

死决战。这段不能被遗忘历史的中

共党员的精神之光，被刘智海导演率

领的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师生搬

上银幕，故事片《云霄之上》去年在北

京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影片、最佳男

演员（集体）、最佳摄影等奖项后，近

期在全国艺联专线公映。

基于价值表达的诗意表现

《云霄之上》从战争废墟硝烟

中开场，死里生还的红军队长洪启

辰不忘执行接到的军令：48 小时之

内炸毁敌军弹药库，以缓解红军主

力部队的军事重压。这曲慷慨悲

歌的赴死主角们是与主力部队失

联的游兵散勇：有追寻父亲的少年

小哨子，有准备放下枪支、回家与

妻儿团聚的老兵，有从最初逃兵到

最后舍身炸弹药库的断臂战士丁

松柏，有掩藏同一军令最后觉醒并

坦白的沈队长，还有机智与敌人周

旋的渔家女……个性鲜明的群像

中，洪队长是知识分子，他的手表

不仅是计时工具更是人物个性外

化，如同恋家的老兵擅长用山野草

药与民间医法进行断臂外科手术，

他们文化个性差异，形成了执行军

令慷慨赴死、还是遁影田园平安求

生的抉择。这是影片戏剧冲突的

外化层面，导演继而将人物内心冲

突通过真实场景的写意、幻觉意念

的写实来呈现，赋予了《云霄之上》

充沛的情感张力。

随着影片开场的第一个长镜

头，我们就沉浸于中国战争片鲜见

的逼真影像，走过尸身遍野的山

路，潮湿雾霭中的蓑衣牛车上的亡

灵尸体，仰望着村头老树上的红军

烈士的头颅，那毒蛇与百草，那瀑

布与石崖，是与国民党子弹同样紧

逼并威胁洪队长生命的危机，被唐

诗定义的浙闽山河诗画，从未如此

细腻地渗透出战争残酷与生存艰

辛。洪队长命悬一线纵身一跃，他

跳崖随流瀑坠落，在漂浮中找到生

命的重启与意义，更是革命的价

值。渔家女将修好的手表还给他

时，他被追杀时的荒芜瞬间消散，

那分秒必争的时间意义，成为军令

重如泰山下的年轻生命的轻如鸿

毛。导演并不满足于这样几乎完

整的人物诗化塑造，在随后的小哨

子牺牲的戏剧高潮中，设计出洪启

辰的幻觉时空，他去埋小哨子，挖

土挖出另一个自己，两个洪启辰出

现在同一画面，洪启辰把自己一枪

打死。当断臂的丁松柏最后手持

炸药包炸毁弹药库时，红色的雨从

天而降，将洪启辰的年轻面庞冲刷

洗礼。

《云霄之上》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黑白片，导演经过消色处理，让

画面最大可能接近浙闽山林的雾

霭自然，影片最后一镜红色，是全

片接近黑白影像形成的观影窒息

体验后的释然，这种观众感官释放

与银幕画中的洪启辰的精神解放

与升华呼应，《云霄之上》的题旨水

到渠成，唐诗吟咏的山水，是敌人

的杀戮现场，更是红军普通一兵的

信仰堡垒与精神图腾。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人物台

词上全部采用浙西南方言，洪启辰

为炸毁弹药库做最后一次动员，集

结仪式上，他的召唤从“弟兄们”到

“同志们”，十余位番号战士宣誓是

共同的乡音，从乡党渐变到同一信

念下共同任务的红军战友，完成了

信仰与道义的生死抉择。

基于题材取向的艺术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

确了中华文化的三个内涵与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也是当今中

国电影的主旋律。

再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争

史的故事片，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类

型，在《南征北战》、《大决战》等宏

大叙事风格之外，更有《柳堡的故

事》（王苹导演，改编自胡石言同名

小说）、《今夜星光灿烂》（谢铁骊导

演、白桦编剧）、《雷场相思树》（韦

廉导演、改编自江奇涛同名小说）、

《一个和八个》（张军钊导演、取材

于郭小川同名长诗）等诗意表现传

统。这些中国诗意战争片是在战

争历史大背景下，聚焦战场上的平

凡人，他们是普通一兵，他们是战

场上的百姓，他们都是在信仰忠诚

坚守中、更新弘扬了中华道义人伦

传统。《云霄之上》便是对中国诗意

战 争 片 传 统 在 新 时 期 的 传 承 与

创新。

革命历史题材是近年中国电影

规划重点，全国各地电影管理部门

与制片公司往往会将选材落在本

地区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家生平或

英雄烈士事迹上，仍停留在革命历

史博物馆的展陈史料的层面，加上

过于重视大场面的影像表现，投资

大但市场影响力甚微，观众审美疲

劳。《云霄之上》摆脱了这一创作取

材的惯性与惰性，在浙江革命历史

上，导演选取了“忠诚使命、求是挺

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并深入探寻到这一革命史实与精

神图谱中，在采风中发现 48 小时摧

毁敌军弹药库的这一历史碎片，完

成了基于大历史背景下的虚构叙

事创作。

言之无物、行之不远。以小见

大、以情动人、以史明鉴，这不仅是

《柳堡的故事》、《今夜星光灿烂》、

《一个和八个》等中国诗意战争片

经典留下的艺术财富，更是《云霄

之上》给予我们如何在主旋律选材

上艺术创新的现实启示。

基于制作诚实的产业自觉

中国电影年度票房突破 600 亿

元之时，是电影资本活跃的顶峰。近

年，各方因素导致中国电影院线市场

与电影投资市场双双降温，但在我国

电影单片制作成本却居高不下，特别

是众多青年电影人对电影制作与投

资体量的规划，依然停留在 2020 年

之前的高位上，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

导演与制片人对的自己项目报出一

千万左右的预算已成普遍现象，目前

中小成本的电影、其实成本并不低，

青年电影工作者的艺术探索与创新

大多建立在商业类型片制作体系中，

这种对艺术创新规律的逆反、对电影

市场严峻性认识不足的盲目，值得我

们警惕。

《云霄之上》投资只有三百万元，

导演根据投资体量选材创作剧本，在

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师生的集体

努力下，选择低纯度色彩、自然光等

摄影方式，将长镜头及镜头焦点介入

影像叙事，与演员表演互动的明暗影

调的控制与调度，通过消色调光、音

效声音造型等后期工艺，弥补了美术

置景资金投入的不足，以才补拙，保

证年代战争片的基本质感的同时，完

成了对诗意战争片的艺术创新。

回望新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实践，

对体育题材创新的《沙鸥》（张暖忻导

演）、对现实主义美学突破的《邻居》

（郑洞天、徐谷明导演）等都出自北京

电影学院的青年师生创作群体。而

在今天，中国电影产业已从国企电影

厂顶梁支柱、渐变成民营电影公司的

花团锦簇，电影教育事业也从北京电

影学院一家独大、发展到全国各地电

影学院遍地开花，但低成本的学院派

风格的青年电影却消失了。

《云霄之上》从西子湖畔的中国

美术学院横空出世，是中国学院派青

年电影的传统回归。基于对目前中

国电影院线与投资市场严峻现实的

清醒认识，师生们在《云霄之上》中体

现出的创作才华与诚实的制作态度，

给了电影投资者市场回收的信心，这

种以集体合力下的产业自觉，是一次

优秀示范，因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首先

建立于在不断实践中的人才养成，人

才需要持续发展的产业环境，电影作

为重资产的文艺作品形态更依赖于

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低成本高质量

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中国青年电影，

是中国电影产业的真正先锋，也是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样本。

（作者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电

影家协会会员）

电影之所以被称为雕刻时光的艺

术，是因为电影语言常常以技术为载体

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再度的解构和建构，

进而产生新的时空解读与延伸意义。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观的体系性认知，而

构成世界观最基本的两个维度恰恰就

是时间和空间，所以电影语言这种打破

线性时空的艺术再塑能力，使得电影与

哲学有着天然的契合，以及在某种意义

上将哲学时空思维引向纵深的能力。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就曾对苏联

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伊万的

童年》中用电影语言构建出两个时空世

界盛赞有加，两人之间的“争论”一度也

被传为佳话。

事实上，很多电影导演对时空的艺

术化再造在某种程度上为哲学时空理

论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其

中对生命的终极形态——“死亡”的观

照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万物中

生命个体的生存形态是由空间和时间

两个维度构成的，而死亡既是一种空间

形态上的转换，又是一种时间的真相。

从苏格拉底的临终哲学遗言而始，几千

年来在哲学范畴内探讨对死亡的认知

并不鲜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著

作《存在与时间》中阐释了“死亡是生命

的一部分”，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向死

而生”的理念；萨特认为死亡是生命中

的偶然性事件，所以我们无法预知生命

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终结；而我国古代先

贤庄子则在《大宗师》里说：“死生，命

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意即生死就

像日夜轮回变化一样，是一种自然

现象。

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尽管只有一个

多世纪的历史，却因为其与真实生活世

界的异质同构关系以及独特的时空审

美特性，在百余年的中外电影创作中以

“死亡”为题材或者为延伸题材的作品

并不少见，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入

殓师》（日本）、《遗愿清单》（美国），还是

近些年的新作《一个叫维欧的男人决定

去死》（瑞典），它们都以或沉敛或温情

或轻松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不同理解

维度的“死亡”。而在我个人的观影体

验中，尽管这类题材的影片林林总总看

了很多，但令我至今记忆深刻的依然是

20多年前大学课堂上老师带我们拉片

的《呼喊与细雨》（瑞典）——令人眩晕

的血红光影，每个以半隐特写淡出结束

的场景，三姐妹面对的一场病痛和死亡

——伯格曼近乎冷冽而白描的镜头呈

现了一场生命的终结，以及人与人之间

复杂而幽微的情感；压抑而冰冷的死亡

固然令人唏嘘震撼，但也让我们学会更

加珍视生活中透漏出的丝丝暖意和

关爱。

而在国产影片的创作中，亦有不少

围绕“死亡”题材展开的作品：《天堂回

信》、《我们天上见》观照了我们内心失

去家人至亲所爱时的哀伤和思念；《滚

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直

面了我们自己面对疾病和生命终结时

的挣扎与坚韧；《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

了》关怀了暮年老人面对生死的心灵困

顿；《落叶归根》则通过一个典型事件呈

现了传统文化中对生命归宿的认知。

其中，《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

红花》都是由韩延执导的作品，在以疾

病为切入点的故事中，表达了青年一代

对生死的豁达态度与人生智慧。最近

上映的由韩延监制的影片《人生大事》

则是第三部他参与创作的生老病死题

材的作品，这部由刘江江执导的长片处

女作，一方面延续了韩延一贯的对“生

与死”的艺术思考，另一方面新导演的

加入又拓展了这个题材的艺术视野和

表现空间，令作品激荡出新的审美

能量。

电影《人生大事》围绕刑满释放不久

的殡葬师莫三妹(朱一龙饰)的生活际遇

展开，以一次偶然发生的出殡事件勾连

起莫三妹与孤儿武小文（杨恩又饰）原本

并无交集的两个世界，在经过相互的抵

触、碰撞、交流之后，情感的流动使得两

个人在生活的跌宕中互相救赎，最终三

妹将小文收养并将彼此视为至亲的家

人。影片展现了社会底层人物真实生活

的一面，从他们的悲欢离合出发，释放出

真切的情感和豁达坦然的生死观。

剧作：

规整而稍显刻意

影片剧作的结构以莫三妹的家庭

生活轨迹为主线，武小文的身世经历

为辅线，以相互交织状的剧作形态呈

现了他们各自的生活际遇和情感世

界。整体而言，影片的情节推进比较

清晰规整，由细节铺陈的剧作结构比

较饱满而生动，显示出了创作者丰富

的生活阅历和体悟，例如，莫三妹（三

哥）的出场，在经过一场殡葬仪式的现

场时，顺手拿起正在燃烧的纸钱点烟，

一个小小的动作彰显了人物内心对生

死是不惧不吝的，这其中既有职业原

因——见多了这种场面和世面，也有

情感世界缺失而冷漠的因由——而恰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影片的最后莫

三妹对生命所表现出的尊重和敬畏，

这种前后对比令观众感受到了人物情

感世界的成长和充盈。

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情感张力来

自于莫三妹与武小文互为镜像的人生

经历和互相救赎的情感交融，莫三妹

眼中这个同样自称“老子”的武小文跟

童年的自己一样缺少家庭的温暖和亲

人的关爱——世间最大的悲悯不是我

同情你，而是我就是你——在这种悲

悯力量的感召之下，通过尿床、画骨灰

盒、误食塑料球等几个段落的情节铺

陈，他们的关系逐层递进，逐渐走近彼

此的情感世界。而为小文修手表找回

外婆的声音则成为两个人完成彼此心

灵救赎的终章——当小文仰望着满天

的星星一遍又一遍聆听外婆的声音

时，在她身后泪流满面的莫三妹已经

与她共情共融于同一个心灵空间，而

在那一刻银幕之前每一位泣不成声的

观众也都悄然进入了创作者所缔造的

这个平行精神世界，同悲喜同欢泣

——这种精神上的共频会带来审美愉

悦，也会带来情感上的释放与治愈。

莫三妹和武小文之间依靠情节推

进完成彼此的心灵救赎，在这一点上

剧作是成功的，但相比之下，三妹的父

亲、姐姐、前女友、两个合作伙伴等配

角们扁平而功能化的角色定位则显得

略为遗憾，设置在配角们身上发生的

偶然事件也往往带有较为明显的设计

痕迹，而三妹与小文直接借用孙悟空

与哪吒的典型形象来进行性格塑造的

方式，尽管是一个方便的捷径，但却也

在某种程度上带出了创作乏力的问

题。此外，影片最后小文妈妈的出现

也显得十分突兀而冗余，颇有画蛇添

足之感。

表演：

情绪饱满富有张力

朱一龙和杨恩又的表演赋予了两

个人物以涌动的生命力和灵魂，可以

说是这部影片最大的惊喜。

在《人生大事》中，朱一龙饰演的

莫三妹是带动影片主线情节推动的灵

魂人物，他的表演富有张力，情绪的起

承转合细腻流畅，尤其是眼神戏的塑

造，目光清澈澄明，看人的方式却是由

下而上的，将这个人物看似粗粝不羁

实则善良至性的内心恰如其分地表现

出来。对白中武汉方言和武汉普通话

的自然转换，对语言节奏和情感拿捏

的精准，让一位地域风格鲜明的人物

立体地跃然于银幕之上，营造出了江

城特有的烟火气和粗粝感。另外，朱

一龙从体态和细节上也设计了很多塑

造人物的方法，含胸走路的步态、抽烟

时下意识的舔烟、爱嚼口香糖等，生活

细节的真实会叠加出演员对角色的信

念感，打通两者之间的精神甬道，呈现

出更富有通透感和质感的表演。科班

出身的朱一龙，是一位有表演天赋且

认真努力的演员，以往多以饰演偶像

角色示人的他，在这部影片的表演创

作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和转身。

影片中武小文的扮演者是年仅八

岁的杨恩又，这是一位极有灵气和天

赋的小演员，情感代入能力很强，对语

言和对白有天然的语感和情绪赋能，

或委屈或狡黠或天真的情绪游刃有余

地自然转换。在影片中有多场哭戏的

她，每一场对应规定情境都有不同情

绪的呈现，而并非是千篇一律的恸哭

——这对一位年幼的小演员来讲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据说，朱一龙与杨恩

又在现场的沟通也是维持着戏里的人

物感觉和人物关系，这是朱一龙特意

营造的沟通模式，是为了让小演员在

接触表演之初就有一个正确的表演观

——表演并不是一件弄虚作假的事

情，而是要真实地让自己成为那个人

物。应该说有天赋的杨恩友遇到了朱

一龙这样一位表演启蒙老师，她是幸

运的。

也正是这样两位优秀演员的赋

能，使得莫三妹和武小文之间互动的

情节和情绪形成了很好的人物气场和

艺术张力，为观众呈现了极富性格魅

力的两个角色。

视听语言：

祛魅而富有真实感

整部影片的视听语言是祛魅而富

有真实生活底色的，自然光和大量手

持摄影、快速剪切、近景特写镜头的使

用，营造出了生活空间的更多不确定

性，以及人物内心情感的不安与动

荡。但长时间过多的手持摄影和快速

地拉近景特写，会使观众有一定的眩

晕感和视觉疲劳感，而且如果与前后

衔接镜头的流畅性不够的话，会有跳

顿感，影响观影体验。

影片的置景部门对“上天堂”店铺

里面的氛围布置恰如其分，嘈杂零乱

却有很鲜明的殡葬职业元素，呈现了

人物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店铺前

面逼仄的小巷，巷道灯火、人头攒动的

生活场面，看上去俨然一幅市井生活

的社会图景。服化道等制作部门对影

片整体环境感在地性的营造上十分

用心。

总之，作为正面表现殡葬从业者

的影片，《人生大事》对“死亡”的态度

没有恐惧也并无调侃，倒深具一种泰

然处之的达观。自然万物中生命个体

的生存形态是由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

构成的，我们常常容易迷恋于空间的

物质欲望，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时间

的真相。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

以超越“死亡”本身的沉重和对时空的

拘囿，化解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离别

的哀伤。在“后疫情时代”，电影作品

人文关怀的治愈力量将带来社会集体

情绪的纾解，希望影片的上映能为观

众带来最深切的心灵抚慰。

（作者为中国影协理论研究处处长）

《人生大事》：

“后疫情时代”的人文关怀
■文/ 宋展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