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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这次着重拍摄了伍
千里和伍万里的兄弟情，陈凯
歌表示，编剧兰晓龙的剧本，就
是从兄弟情开始的。“我始终有
一个看法，一部战争电影，说到
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
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
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
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
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
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
莫大的关心。在这样的条件下，
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
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
如果只能看到战斗场面的话，
非常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兄
弟关系还是有意思的。”

真正的《长津湖》有多惨烈？
“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专访陈凯歌：
一部好的战争电影一部好的战争电影，，
一定要从人物开始一定要从人物开始

吴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拍摄《长津湖》这部戏他感触
很深，剧中的很多情节让他热泪
盈眶，当初看完剧本之后，哭了
好几次。《长津湖》这部戏里经历
的一切，足以影响他这一生。

在吴京看来，他心里本来就
有伍千里的角色特质，比如说对
待父母，“我以前经历过家里老
人去世，从小在外生活的日子。
我九岁离家，在外打拼20年，但
是跟家里那份情感的牵绊，心里
一直都有。伍千里的经历，跟我
个人也很像。我也算经历过生死
了，当然不是像伍千里这样打
仗，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在练
武术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生命
的考验，经历过一些危险。这些
东西我心里面都有。”

专访吴京：
伍千里的经历伍千里的经历，，
跟我个人也很像跟我个人也很像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克表
示，“这次片中七连的人物，从故
事开始到后来，每个人都有很多
变化。比如打过仗的老兵，他们
对新来的兵、对新来的战争、对
敌人都有他不同的看法。对我来
讲其实是很不同的体验，就等于
我要跟随他们每个人去打一次
仗，去体会一次他在战争里面的
想法和感受。比如有场戏，涉及
到牺牲，拍摄过程里有些演员好
几天都很不开心。开始我没想到
他们可以投入到这种程度，后来
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投入到这
种程度。这部戏跟别的戏不太一
样，停留在故事里越久，人就会
越投入。”

专访徐克：
停留在故事里越久停留在故事里越久，，

人就会越投入人就会越投入

在采访中，易烊千玺透露，
在《长津湖》剧组足足待了半年
的时间，吃了不少苦头，也学到
很多东西。记者问到诠释伍万里
这个角色的难点是什么时，易烊
千玺说，难在我要找到关键的成
长节点在哪里。比如成长以后的
眼神、成长以后的状态是怎样
的，我要怎么表现他是被战争

“碾压”过的。入连之后的戏份，
是比较难掌握的部分。

那他又是如何在塑造角色
之前，完成心理建设的？易烊千
玺回答道：“我看到过一句话
——‘怎么能让一个少年快速
变老？经历一场战争，就能让一
个少年快速变老三十岁。’看到
这句话之后，我就把它当作我
的心理依据。我就在心里慢慢
琢磨，回想身边重要的人在我
面前离开的画面；然后，我再想
想万里所体验的，是被战争的
巨轮碾压过去的感觉，也就是

‘迅速变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世豪

专访易烊千玺：
战争巨轮碾过战争巨轮碾过，，
少年迅速变老少年迅速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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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为
背景的影片，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取得了
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打破常规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这是《长津湖》

的导演阵容。三位导演都是华语影坛的重
量级人物，由他们共同完成一部电影，这
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是难得一见的。

总制片人于冬透露，之所以采用三位
导演共同创作，是因为《长津湖》的故事题
材，意味着创作团队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
冬天拍摄完成。“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特殊
方法，让三位导演分三组同时进行创作。”

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的故事结
构，《长津湖》中三位导演是共同完成一个完整
的故事，而非单个独立的段落。因此，三位导演
的分工与配合也成为影片完成度的关键。据了
解，陈凯歌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鲜部分，徐
克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动细节
的展示，林超贤则偏重战斗场面创作，并在
动作设计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

三位导演各自发挥所长，产生了独特的
化学反应，让影片兼具他们各自的特色——
既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又
有战士的铁血硬朗和战斗的紧张刺激。

近3小时。这是《长津湖》的时长。这样
的片长在我国的院线国产片中同样罕见。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这是由长
津湖战役的体量所决定的，“这是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关键一战。”

不少观众在观看后表示，“三个小时
并不觉得长”“意犹未尽”。

情感共振
“为了下一代远离硝烟，英雄们把热

血融进土地。《长津湖》是悲壮的离歌，更
是燃烧的史诗。”一位网友在看完影片后
这样评论。

在国庆假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观看一部兼具故事性和思想性的主旋
律影片，在很多人看来，有着特殊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指出，影片
体现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无畏牺牲的
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的军
魂，“最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回答了我们为
什么一定要打那场仗，因为‘我们不打，就
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则
认为影片展现了“家国叙事美学”，“电影中
的每位战士都有对家的留恋和向往，家国
叙事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长津湖》对于主题和
精神的展现，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和说
教来完成的。影片生动描绘了七连战士的
人物群像，人物塑造成为影片主题表达的
关键要素。

影片中，吴京饰演的伍千里想为家中的
父母盖座新房，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在战
争的残酷中不断成长，朱亚文饰演的梅生惦
念着教家中的女儿算数，胡军饰演的雷公在
英勇牺牲前唱起了《沂蒙山小调》……

这些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实现了对
人性的充分挖掘，让影片中的情感表达成
功“落地”，也更好地起到了提振精神力
量、引发观众共鸣的作用。

有效探索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长津湖》蕴含我

国电影人对战争题材影片的诸多新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电影工业水
准的新高度。

影片的创作团队数量惊人。据介绍，
在前期拍摄阶段，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率
领的三大摄制组人数达到7000人，加上后
期8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长津湖》项目的
工作人员总数有1.2万之多。

“遇袭的长镜头、遭遇战的多视点切
换、长津湖大战的快速剪辑，呈现出形态
各异的气氛效果。影片整体气势宏伟，战
斗细节表现丰富，大量手持摄影和快节奏
剪辑营造出极强的临场感。”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在饶曙光看来，影片在战火呈现和战
争思考之间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伍千里制止伍万里开枪时，以‘有些枪必
须要开，有些枪可以不开’阐明了中国军
人面对战争的终极态度，为本片增添了战
争电影应有的思想价值。”

“《长津湖》在战争叙事上的新探索和
新表达，无疑为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前进方
向，为国产战争影片的后续创作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范本。”饶曙光说。 据新华社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1年10月3日15时24分，2021国庆档新片总票房（含预售）破20亿。目前的
档期票房前三分别为：《长津湖》13.76亿，《我和我的父辈》5.35亿，《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2211万。

而截至10月2日22时05分，《长津湖》单日票房超4.26亿，正式超过《战狼2》单日最高票房成绩，
成为中国影史战争片单日最高票房冠军。 据中国电影报道

为何票房口碑双丰收？

10月2日最后一只参
与汶川地震救援的搜救犬
冰洁离世。冰洁一生战功
赫赫，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
援中，它共搜救出13条生
命，当时救出的第一名小女
孩如今已经上大学了……

参与汶川地震救援时
冰洁才1岁多，相当于人类
七八岁，它的训导员欧阳
洪洪也才24岁，冰洁是他
带的第一只搜救犬。“我和
冰洁从未见过那样的场
景，全是废墟，并且余震不
断。”一开始，冰洁也很害
怕和紧张不敢往前走，欧
阳洪洪只能说一些鼓励它
的话，尽量引导它在废墟
中搜索生命迹象。救援的
第二天，冰洁就立了功。在
一所学校的废墟上，冰洁
突然挣脱了绳子，冲着废
墟上一个缝隙大叫起来，

“那时候还有余震，我跟着
冰洁跑过去，就听到缝隙
深处传来小孩子的呻吟
声，是个小女孩”，欧阳洪
洪回忆，经过一个多小时
努力，一名叫任思雨的6岁
女孩被救了出来，这是江
苏消防救出的第一名幸存
者。如今，任思雨已经是一
名大学生了。勇敢的冰洁
共发现13名幸存者。

欧阳洪洪说“废墟有
很多玻璃、碎石，戳破了冰
洁的鼻子，它满嘴都是血，
但它没有退缩，而是毫不
犹豫执行任务”

从四川汶川返回江苏

南京，冰洁成为一只功勋
犬，同时也带回了满身的
伤病。它的心肺功能有所
下降，左后腿也受了伤。

冰洁先后又参与了
2008年冰雪灾害、2014年
昆山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
事故及2016年盐城阜宁龙
卷风抢险救援等多次重大
救援任务。

欧阳洪洪说冰洁在工
作中似乎不知疲倦，“有时
我自己感觉也挺累的，但
冰洁一直不觉得累，让它
搜索的时候，它一直不停，
一直不停”。

每一次救援都在冰洁
身上烙下印记。

2017年开始，因身体
原因冰洁慢慢退出了救援
一线。“呼吸系统、心肺功能
都在退化，还患上了很多慢
性病，走路也不太稳，我很
担心你，心疼你”今年初，欧
阳洪洪曾写信回忆与冰洁
并肩执行搜救任务的点点
滴滴，字里行间，令人动容。

这几年全国参加过汶
川地震救援的搜救犬相继
离世，只剩冰洁一直坚强地
走到如今。去世前，冰洁每
天的生活基本就是散散步，
晒晒太阳，中队尽可能给它
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让它
安享晚年：犬粮咬不动了就
先泡软、药物要定时涂抹、
走不动路了就抱着……

10月2日，14岁的冰
洁，永远地离开了热爱它
的战友们。 据央视新闻

住宅小区绿化，作为
居民日常生活中最触手可
及的生态“美景”，原本应
是小区良好生态环境的直
接体现。然而，由于绿化维
护不及时导致杂草丛生，
绿化“变味”的同时，也让
居民“寒心”。近日，有市民
反馈称，成都市青白江区
长河郡小区内绿化带缺乏
维护，并且小区垃圾脏乱
无人清理。

市民反映情况是否属
实？相关问题如何解决？9
月30日，记者前往现场进
行走访。

9月30日上午，记者来
到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学
苑路456号的长河郡小区，
从现场可以看出，该小区
绿化面积较大，每栋单元
楼下面都有着一大片绿化
带环绕，部分绿化带有明
显清理过的痕迹。

“之前小区内的部分
绿化带，杂草长到了半米
高。”长河郡小区居民洪女
士告诉记者，当初选择长
河郡小区时，便是看中了
小区中较大面积的绿化，
但近段时间，小区物业对
于绿化带的维护不及时，
绿化带里杂草丛生，并且

还有垃圾堆积。“出现这样
的状况，真的不应该。”

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
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021年8月31日，在
接到市民投诉后，相关工
作人员便来到小区现场进
行调查，发现该小区绿化
带内因维护不及时导致杂
草丛生，部分点位存在未
清理的杂物和垃圾。“在发
现相关问题后，我们便立
即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
整改，并于9月1日完成了
小区绿化带内杂草和积存
垃圾清除工作。”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青白江区房产保
障中心将督促物业服务企
业按照物业管理合同约定
和行业规范，做好小区绿
化养护和公共环境维护。
大弯街道将督促小区业委
会做好对物业服务企业履
行绿化养护和小区环境卫
生日常管理责任的监督和
指导。同时，青白江区房产
保障中心、区综合执法局
及大弯街道将加强对小区
居民规范投放垃圾的宣传
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邓文博

小区绿化带杂草丛生、垃圾堆积
青白江区房产保障中心：

已清理，将督促物业履行相关职责

汶川地震
最后一只搜救犬走了

国庆档新片总票房超20亿元

《长津湖》票房已超13亿元

电影《长津湖》这两天已经在朋友圈
刷屏，电影中那一个个被冻成“冰雕”的战
士，让人泪目，而真实的战场远比影片中
的场景更令人震撼。

参加过这场战役的老战士讲述了真
实的长津湖战役

“生命绝境”——长津湖

长津湖位于狼林山脉的东侧，是朝鲜
北部最大的人工蓄水湖，常年冰封积雪、
人迹罕至，周围地形多是高山峻岭、悬崖
峭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
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
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那一年朝鲜半岛遭遇五十年不遇的
极寒天气。11月，长津湖地区的气温已是
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拿枪时手都会粘在枪
上。据参加战役的志愿军回忆“当时枪就
像磁铁一样粘手，有的战士手上的皮都被
粘掉了”。

被冻成“冰雕”始终保持战斗姿势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 20 军 59 师 177
团 6 连受命埋伏阻击美军陆战 1 师，为了
不暴露目标，他们在冰雪阵地
中一动不动，当后续部队到达
阵地时发现125名官兵全部冻
死在阵地上。

他们趴在阵地上，手里握
着步枪，虽然已经被冻成了“冰
雕”，但还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仿佛随时准备冲锋。

整理战士遗物时，在一名上
海籍战士宋阿毛身上发现了一
封绝笔信：冰雪啊！我决不屈服
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
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土豆加雪球
打败飞机加大炮

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

下，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4连仍捣毁
了美军“北极熊团”团部，击毙了赫赫有名
的“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这场战
斗就是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

据“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连长”李昌言回
忆：当时他们在茫茫雪野中设伏6天6夜，美
军的照明弹直逼志愿军阵地，战士们边埋伏
边进攻，不断更新作战方案，志愿军先卧倒、
隐蔽，然后再战，最终战士们一举捣毁“北极
熊团”团指挥所，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志愿
军用的是步枪，吃的是土豆加雪球；而美军
的装备则是坦克、飞机和大炮。

在新兴里战斗中志愿军第27军80师
239 团 4 连，共击毙了敌 300 余人，缴获榴
弹炮12门，控制了长300米、宽100米的阵
地。“北极熊团”团旗落下了，“新兴里战斗
模范连”的战旗永远地飘扬起来了。

“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经多次转隶整编
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4连。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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