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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金刚川》这部精诚之作将

镜头聚焦1953年金城战役中的志愿

军战士，以多视角、全方位、多线索

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我军修桥、美军

炸桥”的故事，在粗粝但考究的影像

里回望那座气贯长虹的、由血肉筑

成的“人桥”，再现了那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致敬那群血气方刚、满怀激

情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保家卫

国展开生死接力，用生命开辟出一

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不仅

是凝聚中华民族精气神的生命之

桥，也是中朝友谊历史的生动诠释。

不同于以往的战争片，《金刚川》

创新性地从“士兵”、“对手”、“高炮

排”三个视角复现抗美援朝志愿军战

士誓死护桥、修桥的壮烈场面，呈现

了志愿军的英勇无畏、同仇敌忾、前

赴后继，美军士兵的肆无忌惮、无奈

愤怒、无可奈何，高炮排的坚韧不屈、

深厚情谊、不抛弃不放弃……三个视

角相互交叉、彼此呼应，精巧新颖地

共同呈现出了历史上悲壮的金城战

役。在导演看来，“其实我们的主题

是牺牲，中国人所以能在板门店谈

判，凭的不是武器装备，凭的是勇气

和牺牲。”悬殊的武器装备带来的种

种棘手困境，也无法阻挡志愿军的

强大凝聚力和意志力，那股在战火

中淬炼集结而成的不灭风骨，让金

刚川成为打不断、炸不毁的奇迹之

桥。也正是这三个饱含情绪、层层

铺垫的视角，汇聚到最后的篇章

——“桥”时，便有了时空、历史、人

性、情感的多重维度。可以说，流淌

的情绪、迸发的力量、高昂的士气，

在“冲桥”这一小切口上凝聚为巨大

的爆发力，在叙事维度与情感温度

双重层面上成就了一部磅礴悲壮的

英雄史诗。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长津湖冰雕连、上甘岭钢铁八连、金

刚川高炮连……那些让人泪目的英

雄事迹、烽烟岁月回荡在历史深处，

生动诠释了民族自信和中国力量。

《金刚川》以精诚之作集体致敬中国

脊梁，影片塑造了感人至深的无名

英雄群像，他们纪律严明、铁骨铮

铮、大气凛然，步兵连、炮兵连、工兵

连团结协作，用血肉和筋骨筑起通

往战场的人桥，这是抗美援朝精神

的真实写照，亦是中国军人风骨的

时代缩影。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并

未止步于对铁骨硬汉形象的雕琢，

而是真诚朴实地深入剖决了多重人

性，更真实地内化于战火中历史个

体的丰富情感，塑造了鲜活生动、有

血有肉的“小人物”，他们既肩负家

国大义，也坚守袍泽之谊。如影片

中的张飞、关磊、刘浩，亦师亦友亦

兄弟，有着时刻准备牺牲的魄力，也

有传递烤玉米、承诺拿奖章的温

情。这一“铁三角”组合虽未参照

“桃园三结义”的人物设置，但齐心

御敌、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深，在烽火

硝烟中的细腻纯净，以及那份无悔

青春的朝气与执拗，让观众不仅在

共情共鸣中生发出无限怀念与崇

敬，也对和平盛世的理解有了历史

厚度和现实温度。如今，致敬老兵

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传

承，贯穿其间的便是“情未改、心不

变”的永不褪色的民族精神，他们的

故事需要被记住，老兵不老，也从未

远去。

在影片《金刚川》中，艰苦卓绝

的峥嵘岁月，一场为保证后勤补给

运输、捍卫交通要塞的生死战，英雄

群像与无畏个体的交相辉映更能震

撼人心。全景大俯拍镜头里，过桥、

炸桥、修桥重复演绎，真实呈现战争

的残酷与惨烈，分别身处丛林、田

野、桥面的志愿军士兵，不同的视角

却千丝万缕地相连，他们心系战友、

无畏牺牲坚守阵地，最终用血肉之

躯担起钢铁之桥。此时，慢摇镜头

里，一一掠过的坚毅面孔和顽强的

身影，在轮番轰炸、冰水刺骨中屹立

不倒，“士兵”与“桥”达成了“精神”

与“肉身”的重合，人桥铸就而成的

生命线，是民族的脊梁，架起的是通

往和平盛世的希望之路。

影片在呈现集体冲桥的同时，

也聚焦无畏个体，着眼“小人物”成

长弧光，通过朴实的旁白、真实的特

写、重复的呈现，描摹不断在战争中

成长蜕变的士兵，如从优柔寡断、谨

小慎微到英勇果断的张飞，从青涩

少年、一腔孤勇到大气凛然的刘浩

……可以说，个体的成长线索与护

桥、修桥线索的叠合，典故的映衬与

英雄精神的演绎，亦是对小人物与

大时代、个体价值与家国大义的生

动写照。

《金刚川》对主旋律电影的创新

探索也值得一提，这在复调叙事和

多重视角中得到充分体现。三条平

行线索、三个叙事视角的碰撞与呼

应，让观众对这场战役在焦糊味中

生发出别样的感动。一方面，志愿

军视角里的“无畏牺牲、赢得胜利”

与美军视角里的“震惊与不可置

信”，诠释着属于中国军人的“速度”

与“力量”。另一方面，影片打破以

往战争电影中的线性叙事结构，

“B26 轰炸桥体”、“延时炸弹引爆”、

“喀秋莎远程轰击美军阵地”等字

样、场景重复出现，但细节上又有微

妙差异，观众在影像呼应和信息叠

合中全方位地沉浸在这场惨烈的战

役。不同的视角在同一场景上完成

历史性交汇，是强调，是重温，也是

致敬，祭奠逝去的英灵，敬慰那些埋

骨他乡的无名战地英雄。

影片的最后，为掩护工兵连修

桥，焚烧殆尽的丛林，张飞硬撑着残

缺的身体，发射出最后一炮，即便被

敌人的炮火焚烧也屹立不倒，生动

诠释了“死过后人才活着”的精气

神。尤其是当张飞唱起“姓张名飞

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啊！”时，那

种跨越时代的英雄气魄的感召，有

了历史辉映的宏阔感和深邃感。

还有令人动容的一幕，在被灼

伤眼睛士兵的背后，一个个奋力过

桥奔跑的战士，如同远处的微光，那

是牺牲换来的希望之光，亦是民族

之光。那座高高架起的人桥，是后

来者的生路，也让更多的人找到来

时的路，身处和平盛世，不忘英雄，

不忘过去，初心不改。

电影《金刚川》中方言的使用也

是一大亮点，志愿军战士们讲着五

湖四海的方言：江西话、“京片子”、

川蜀方言……朴实真诚的口音里，

饱含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战士共同的

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他们积极、奋

进、乐观、坚强的形象，不妨说，也是

对当代年轻人精神风貌的一种感

召。更为可贵的是，在影片中，无论

是志愿军小战士的成长，还是美国

士兵的尊严，亦或是高炮排的信仰，

导演是站在“人”的维度上去审视战

争带来的毁灭、创伤、磨难与煎熬，

以人为本与民族立场的巧妙结合彰

显了大国风范与格局，这也是对民

族自信的彰显，以及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某种呼应。

综观当下国产战争电影，从《集

结号》、《捍卫者》、《金陵十三钗》、

《我的上高》、《战火中的芭蕾》到《红

海行动》、《战狼》系列、《八佰》等，内

容创意、影像质感、技术呈现与演员

演绎，成为造就精诚之作不可或缺

的元素，戏里戏外的奉献、银幕内外

的付出更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

或许，这同样是中国电影的韧性和

力量。《金刚川》的创作也不例外，工

作人员6300余人，出镜演员逾千人，

短时间内打磨出 1249 个成片镜头，

正是创作者们不遗余力的精雕细

琢、非凡的创作历程，观众才得以了

解这段鲜为人知却不容缺席的历

史。勿忘，是最好的纪念，也是最崇

高的致敬。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金刚川》也

在电影工业化探索上作了优良示

范，尽管还存在瑕疵，但在影像的饱

和度、爆破戏份的设计、夜景镜头的

噪点、视觉滤镜的使用上产生的强

大视觉魅力，体现了中国电影的工

业化水准。导演之一的郭帆表示：

“开机前就把跟特效有关的镜头，全

部虚拟拍摄出来，明确任务量，提高

了生产效率。”创作者的工业化意识

与制作水准的提升，成为《金刚川》

按时完工的重要保障，在不久的将

来，这种保障也必将为主旋律电影

创作拓开更为广阔的原野和更为广

袤的星空。

但也不容忽视，技术提升与内

容创意是推动电影工业化的关键，

硬件与软件的双剑合璧才能实现完

美协作，工匠精神与创意力量的有

机融合才能催发新动能。“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高

品质的创作亦需要经久连续的积

累，那种植根于真实生活、情感与价

值观的积累，方能让中国电影在厚

积薄发中领略无限风光，在千锤百

炼中释放无限创意与想象力。如

是，中国电影需要着力人才培养，创

作出更多像《金刚川》这样的优质作

品，以电影化的方式充分挖掘文化

潜力、释放文化动能，讲好中国故

事、诠释中国精神、传递民族自信，

实现与观众的共情、共振、共鸣，脚

踏实地，仰望星空，为中国电影架起

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谈到青春歌舞片，我们首先想

到的就是什么？《音乐之声》、《爱乐

之城》、《芝加哥》？美国好莱坞还是

印度宝莱坞？这些歌舞电影以宏大

绚丽的舞美，缤纷灿烂的色彩，悦耳

动听的乐曲，极具梦幻特征的舞台

戏剧化的呈现歌舞场面，为观众营

造了一道道丰富的视听盛宴。它是

音乐、语言、形体展现最极致的创作

平台，是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类型。

但对于我国来说，它在国内的

电影市场上仍是一个相对冷门的类

型，创作上稍显薄弱。目前观众稍

有印象的现代国产歌舞片，还停留

在 2005 年的《如果爱》以及 2015 年

的《华丽上班族》。由于缺少堪比西

方的观影群众基础和电影文化传统，

且这两部还都是以轻戏剧、舞台表演

化为其歌舞呈现手段。此类歌舞的

“失真”缺乏代入感，容易导致观众出

戏，影片效果、观众体验都不甚佳。

如何有机的结合故事与歌舞、人物与

音乐、真实与虚幻等等问题是歌舞类

型片创作的要点与难点。

中国新疆——“歌舞之乡”，它是

一片拥有多民族文化、天生以能歌善

舞著称，并以具有如日常生活般丰富

的音乐、歌舞底蕴为强烈地域特色的

“神奇土地”。对于被这片土地滋养

着的人们而言，“歌舞”就是生活、就

是日常。作为探索中国歌舞片类型

电影的创新之作，由天山电影制片厂

创作的歌舞青春片《歌声的翅膀》，整

合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地域特色优势，

大胆突破融入现代、时尚、元素，带您

进入一个全新的、真实的多民族文化

融合的歌舞世界。

影片讲述了三个不同民族的，

怀揣着梦想的青年音乐人，为了寻

找最纯真、最朴素的音乐本真，毅然

踏上追求音乐创作“高峰”的采风之

路，为观众开启了一场音乐逐梦之

旅。期间还交织上演着上世纪祖辈

们守边护国、无私奉献、忠贞不渝的

人与事。他们一路行遍新疆大地，

饱览了新疆的大美山川，突破重重

险阻，增长了才干，荡涤了心灵，采

撷到各民族丰富的音乐、舞蹈营养，

最终找到自己，并在梦想与现实的

“高峰”慕士塔格峰前创作出了饱含

深情又激情飞扬的满意之作。

摄制组一路行程万里，通过镜

头展现了多达八个民族的民风民

俗，音乐歌舞；涵盖了新疆的草原文

化、高原文化、绿洲文化、湖泊文化、

沙漠文化、公路文化和城市文明，多

民族的音乐歌舞样式，各地州奇特

的大美风光和绚烂多彩的民风民

俗。充分发掘了新疆的文化资源，

把新疆的大美山河、多民族民风、民

俗和能歌善舞的人民完美的融合起

来，通过讲述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

向观众展示了辽阔美丽、发展进步、

现代时尚、团结和顺的新疆。

音乐歌舞片，顾名思义重中之重

即是音乐，所有的舞蹈、歌唱、表演都

需要音乐加以配合与表现，同时它还

将承担起叙事、渲染、抒情等等多种

艺术功能。本片主题音乐的创作先

于成片制作，精度就会大打折扣，如

出入点、高潮点、节奏等与最终成片

不吻合；为保证原创音乐结构完整

性，而忽略画面构图、景别转折、人物

情绪等多种细节，从而不能保证音乐

与画面情绪的完美结合等等矛盾突

出。故对多达7首主题曲，30余段情

绪音乐的处理与再创作是本片声音

设计创作第一大难点。

以下将截取影片中一些段落实

例为切入点对本片进行解读与探讨。

音乐结合画面需要再处理应用

根据原始音乐的节奏调整配器

的运用，配合画面景别的变化，展现

大美新疆。以展现五彩湾俊美壮阔

一段为例。进入五彩湾段落音乐结

构是悠扬钢琴 20 秒+重音鼓转大弦

乐高潮持续，整首曲根据音乐配有

中音鼓和低音鼓。本首音乐结构完

整，高潮转折流畅，但配合精剪画面

后就显得不是很到位。原始音乐的

高潮点，出入点和鼓点都与画面错

位。需使用原始音乐的分轨素材进

行一一调整。在音乐开始的前奏段

落配合汽车运动缓缓进入，当呈现

五彩斑斓的全景画面时运用低音鼓

轻缓点缀，从而转入音乐第二段落，

当画面呈现经典的五彩湾壮阔画面

时，音乐进入高潮点，重低音鼓作为

画面的转换切点，同时音乐音量也

达到最大。此时声画高度契合，向

观众完美的展现了新疆独有的波澜

壮阔之美。这段音乐的处理重点是

对低音鼓音源的运用，用鼓声作为

画面转承契合的重点，将情绪逐渐

推向高潮。另外利用低频穿透和扩

散特性，从多声道发出触及观众神

经感官，提升现场感和兴奋度，犹如

身临其境。记得笔者在参加首映式

时，吉普车穿越五彩湾，伴随着低音

鼓的震撼，听到观众席不断发出惊

叹声。本段音乐调整的重点是低音

鼓配合画面转换位置。

音乐随画面设计

留白的情绪渲染

以“马上冬不拉”一段为例，此

段落是展现哈萨克民族。远处冬不

拉的琴声轻轻地回荡在草原上，随

着冬不拉琴声突然变大、节奏加快，

引出如扑面而来的几十匹狂奔的草

原骏马，马背上是挥舞着冬不拉琴

的草原俊男。音乐以快而铿锵的拨

弦声催动着镜头在奔跑马蹄与牧民

身姿间交替切换，当冬不拉琴声到

达高潮时，奔腾的马群慢镜头划过

画面，音乐随景别变换戛然而止，留

下回荡在草原的马蹄声和青草的芳

香。这里的音乐中断与慢速夸张的

马蹄声融合在一起，并制作成山谷

间回荡效果，用夸张的形式渲染哈

萨克草原风情，同时也为紧接着草

原歌舞对唱留出转换空间。

此段中音乐使用了纯粹民族乐

器冬不拉的民间弹奏法，音乐配合

画面运动速度、节奏来展现草原牧

民的热情奔放。在实际拍摄、制作

中由于音乐会先期录制好，后期再

与实拍画面贴合完成。在本片中，

尤其是有动物演员的参与，很难让

两者的节奏相吻合，虽然剪辑师很

费力的通过调整画面来配合音乐节

奏，但在后期录音师看来还有不小

误差的，这就需要录音师在编辑声

音时对音乐进行再调整，又不能损

伤音乐节奏，所以后期录音师常常

是一拍一拍的调整，每一节拍均是

按照毫秒级进行微调，以求音乐节

奏点与视觉动作高度吻合，有时需

要删减音乐以达到音乐高潮点与画

面张力高度吻合。

生活与艺术的融合——干湿

声合理运用，还原真实日常

以歌曲《来撒来撒》一首为例，克

里木饭馆门前，老板克里木边唱边向

游客介绍新疆美食，作曲提供的原唱

是由本片导演演唱，在音乐棚里录制

并制作成标准CD形式，作为歌曲欣赏

无瑕疵，但结合到画面中演员带喜剧

化的表演，就明显不生活化，尤其是演

员边做动作边演唱，缺乏与画面配合

的真实感。观众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完

美演唱，但电影是生活的再现，应该更

接近日常生活，故需要用分轨素材重新

调整了原唱音高、音调、频率等很多细

节处理，使演唱音色与演员说话时音色

基本保持一致（尽管人在说话和唱歌时

的音色音高会有很大区别，但在电影表

演上使之趋同一致，会让观众感觉更真

实）。

从感官上说，歌曲在经过后期各

种技术处理后，尤其是人声由干声变

为湿声后（简单理解就是加混响）人

声会变得圆润，听感更好。但同样的

问题，电影画面中演员是在实景中表

演，背景、服装、化妆、道具都是真实

的，完美的演唱会与人物动作表演脱

节，会让观众有假唱感，容易出戏。

虽然干声真实，且与对白语言音色最

接近，但缺点是缺乏圆润，气息明显，

不适合整首歌曲使用。故采用干声

渐变湿声的方法，歌曲的第一小段用

干声，用真实带入。之后随镜头运动

及景别变化，让歌声干湿性自然过

渡，同时利用外景街道环境声效配合

着干湿声的转换，将完美歌声完全融

入演员表演，即干声演唱时有正常的

环境背景声，随着歌声转湿声后背景

环境降到很小，达到由真实干声转到

完美歌声的艺术效果。到歌曲的结

尾是4个主人公的入戏打断克里木大

叔的演唱，完美结束。

本首歌曲的处理重点是采用干湿

音色转换，强调与真实完美结合。同

时将演唱者音色与演员台词音色调整

一致，也是追求还原真实的日常。

声音效果音乐化的交互使用

本片故事中呈现了两个不同时

空，原创音乐对此并没有很好的处理

方式，制作中通过对同一旋律、同一乐

器在音乐节奏上进行变化的方式来构

建这两个不同时空，如塔城歌舞中男

主经由手风琴合奏跳转回忆片段，同

一段旋律进行不同节奏的演奏，音乐

间的无缝衔接，使年代感瞬间迸发并

交织时空。

以进入喀什古城一段为例，四人进

入古城，由强劲带有爵士风、电子乐风

的音乐带入千年古城，鲜明的声画对比

凸显出了古城的现代风貌。画面用一

连串极具维吾尔民俗风事件（传统打

铁、打馕、弹棉花、碾药茶、筛干果等等

生活场景），以呈现古老传统文化。

所以需要通过音乐将碎片画面

串联为整体，紧密配合音乐节奏，旋

律，让动作音效贴合画面，与音乐一

起完美的协调统一。通过对音乐和

音效的调整，你不会感觉到音乐的存

在，但又让所有的动作表演带有着音

乐的韵律。

本段在艺术效果设计上是配合

音乐节奏快速切换一连串动作事件。

其声音重点是突出民俗事件真

实效果声。在前期现场声音采集时，

为保证这些非常独特的原汁原味声

音，采用了多只话筒来完成近场实声

和空间声场同时录制，在后期编辑

时，参照画面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

对齐。在与音乐结合时为避免动效

音响音色与音乐音色重叠，产生叠音

变形，于是通过压缩效果器让动作音

效响度增大，同时对影响重叠的单音

通过频谱分析提高或降低对应点频

率达到突出音响效果，从而保证音乐

连贯性。

而该段声音的处理重点则是强

调动作音效与音乐的和谐统一。

声音本身是可以讲故事的，在电

影中，声音要配合剧情把画面呈现的

情节，通过还原真实、同时满足观众

听觉，并且用夸张和完美的声音来感

染观众。让声音回归真实世界，让声

音在影片中没有痕迹的展现给观众。

画面、音乐与其它所有声音元素

的有机结合为本片的成功奠定基础，

在本片的前期创作和后期的精雕细

琢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深入探

讨，期待您亲自前往影院观影体验。

希望我们从细节出发，一毫一厘的不

放弃，能够不负您的殷殷期望，为您

送上一份完美的视听盛宴。

（作者系天山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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