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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峰爆》邀约，朱一龙的第一

感受是“新”。这是一部全新题材的灾

难片，包含岩洞、悬崖等多处复杂场景

的动作戏。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在片

中饰演洪翼舟的朱一龙做了专门的攀

岩训练，并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悬崖拍

摄。在2月的瀑布水中演绎父子深情，

朱一龙的秘诀是用专注克服生理极

限；面对岩洞狭窄的拍摄条件，他说要

配合对手的表演，彼此充当彼此的光；

为了直观、细腻、完整地传达感情，他

专门为角色设计了小道具——平安

扣。谈及《峰爆》的整个拍摄感受，朱

一龙说，这是一部带观众感受中国速

度和中国力量的电影！

《中国电影报》：接到《峰爆》邀约

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朱一龙：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从来

没有接触过的题材，剧本里有非常深

刻的父子情。

《中国电影报》：《峰爆》是一部灾

难片，有很多动作戏，对你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吗？

朱一龙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还

可以去拼一下，还有很多自己想要尝

试的东西。在这个故事里我也尝试了

很多以往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中国电影报》：你觉得洪翼舟最

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一龙：他是爆破研究室主任，是

一个很专业、会给身边人带来安全感

的人。虽然外表看上去比较强大，其

实内心还是有比较脆弱的地方。

《中国电影报》：挑战出演这个角

色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朱一龙 ：进组之前导演会跟演员

商量剧本、去博物馆参观，了解铁道兵

的故事。进组之后，会去真正的工地、

隧道体验生活，跟真正的中铁建人交

谈，收集素材。

《中国电影报》：参观交流的过程

感受如何？

朱一龙：视觉上的震撼是不去经

历很难想象的，我看到过很多照片，看

到老铁道兵每一刻都可能经历生与死，

但是他们非常从容地面对……对我的

冲击还是非常大的。跟现实中的人物

交流让我的内心有了创作基石，因为你

在生活中见到了这样的人，见到了这样

的人物关系，就夯实了创作的基点。

《中国电影报》：有没有为角色设

计一些小习惯或小动作？

朱一龙 ：给他加了一个平安扣。

因为剧本中展现他和他母亲、父亲前

史的东西非常少，我希望因为他对母

亲的情感和内心的愧疚感是贯穿整部

电影的，所以加入了这样的线索道具，

帮助观众快速了解过往，对角色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慰藉，自我安慰的一

个物件和方式。

《中国电影报》：塑造这个角色最

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一龙：有生理上的，比如实景拍

摄部分的动作戏，需要非常饱满的情

感、处理非常细腻的父子情感。但是

当你真正站在2月份的瀑布水中时，身

体机能会丧失很多行动能力，要克服

这些同时传递情感，其实还挺难的。

《中国电影报》：你怎么看待小洪

和小靳之间的感情，两个人都是中铁

建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工作属性如何

影响他们的感情和相处模式？

朱一龙 ：其实我们之前采访过这

样一对情侣，他们很难有假期，工作就

是生活，他们有很多时候都是在共同

工作、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比生活中

普通情侣之间的韧性更强一些。

《中国电影报》：拍完《峰爆》有哪

些感受？

朱一龙 ：我想向这些老铁道兵们

致敬，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为我们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是在中国，

中铁建也有很多令世界瞩目的工程和

项目，我感到由衷自豪，表示感谢！

《中国电影报》：电影整体拍摄下

来哪个是您印象最深的瞬间？

朱一龙：悬崖部分的拍摄，我大概

将近有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每天都挂

在悬崖上面，淋雨拍戏，感觉每天都是

湿透的状态。开拍之前，导演跟我说

要实景拍摄，攀岩我在训练馆练过，这

是一场雨戏，水对徒手攀岩者来说是

一个致命的问题，你不能在特别潮湿

或者有水的情况下去攀岩。所以当时

我们得知这场戏要下雨，并且还要经

过瀑布去攀岩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完

成。但是实际拍摄的时候发现其实是

可以克服的，虽然难度非常大，但是可

以克服。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很多戏份，

比如地下救援的部分，环境非常狭窄，

有注意到这组工作人员是怎么去设置

灯光和摄影机的吗？演员在表演上又

有哪些需要配合的地方？

朱一龙：因为非常窄，机位选择非

常有限。演员更多的时候也要去配合

摄影机，包括光源，演员手上的手电筒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光源，要配合对

手的表演、配合摄影机，彼此充当彼此

的灯光。

《中国电影报》：请推荐一下这部

电影，给一个观众必须去电影院观影

的理由？

朱一龙：这部电影在国内是一个

非常新颖的题材，会给大家带来非常

震撼的视觉效果。观众可以通过这部

电影了解什么是中国铁道兵，什么是

中铁建人，让观众感受中国力量和中

国速度。

灾难片需要一种清新，在导演李

骏看来，焦俊艳很准确地把自己安放

在了那个一抹清新的位置。在《峰爆》

中，焦俊艳饰演卢小靳这样一个雷达

技术员，她没有为角色设计特别的小

习惯、小动作，作为一名体验派演员，

她更愿意在方方面面了解并接近角

色，等待每一个临场瞬间的情绪迸发。

《中国电影报》：如何跟这部戏结

缘的？接到邀约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什

么？

焦俊艳：当时是导演和制片人找

到我，很早的时候听到消息说后面可

能有一部电影要把档期留下，当时还

不知道名字。后来知道是要演这样一

部年度灾难大片，因为我其实也没有

参加过这种灾难大片的表演，没有太

多的想象空间，一开始认为会很辛苦，

但是实际拍摄的时候发现虽然有很多

困难，但剧组对演员保护得非常好，所

以我们都没有受伤，几个主要演员都

很安全。

《中国电影报》：出演这个角色，您

觉得卢小靳是一名怎样的职业女性，

她最宝贵的特质是什么？

焦俊艳：她是做超前预测的，在灾

难片里，可能不像其他角色有那么多

挺身而出、显示大无畏精神的戏份，她

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恐惧，也有

害怕，也会犯错，被领导批评，然后逐

渐被影响、做出了一种选择。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自己跟她

有哪些相似、哪些不同？

焦俊艳：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有

恐惧。人并不是一上来那么勇敢的，

正因为人不是天生勇敢，那种选择、取

舍才显得尤为珍贵。

《中国电影报》：出演中铁建研究

院物探雷达技术员这样的角色，提前

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焦俊艳：在剧组的安排下我参观

了他们的博物馆，也安排了一些对口

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讲解角色，他们

日常怎么工作，怎样生活，情感世界是

怎样的……因为我跟小洪之间有一段

情感戏，他们还专门找了一对在中铁

建里谈恋爱的情侣给我们讲他们的故

事。

《中国电影报》：这次有操作一些

专业的器材吗？感觉如何？

焦俊艳：有。我在里边要操作物

探雷达，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剧本里

要的台词说应该是要测到大概20米左

右，但是真的能测 20米的雷达是非常

大的。我们去看了，也看他们在那操

作，连上电脑怎么看这个图形，什么图

形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水或者是什

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拍

阶段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小的雷达方便

操作。

《中国电影报》：你这次有没有为

卢小靳这个角色设计一些说话习惯或

者小动作？

焦俊艳 ：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人在

那么大的灾难面前，很多反应是当下

应激的，那些习惯是不是也就来不及

被顾及到，所以我还是把自己放在现

场，去感受服化道美摄影老师，是不是

整体带给我的一个真实的那种环境，

我争取就是活在那个时候去感受灾难

带给我的冲击力。

《中国电影报》：塑造这个角色遇

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焦俊艳：大多数演员可能还是以

体验派为主，我觉得我是偏这种类型

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无法体验，你只

能靠想象或者是借鉴，然后看了一些

影片，在网上也搜了一些专业知识，关

于隧道的部分了解了一些，知道三台

阶七步开挖法……现在要是跟中铁建

的人聊一聊挖隧道还是能说两句的。

《中国电影报》：拍完这部电影，现

在看到隧道会有怎样的感觉？

焦俊艳：我开始就会想这么长的

一个铁道、大桥或者隧道建设耗时多

久？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从贵

州到重庆的这条路上有很多隧道，我

会一路走就在一路看。

《中国电影报》：回头看这次拍摄

过程会觉得辛苦吗？

焦俊艳：因为创作过程中听到了

很多艰苦甚至牺牲的故事，相比之下

我们那些辛苦不值得一提，因为我们

是在被保护下，在安全的状态下，生活

中的中铁建人在造大桥逢山开路的时

候遇到的不仅是辛苦，还有牺牲。

《中国电影报》：再次跟李俊导演

合作是怎样的感受？

焦俊艳：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

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人，但

其实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在默默地

关注每一个人的状态，他有时候会就

给我的表演或就未来的方向给我一个

提示，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李骏是

很信任演员的导演，他很少主动干涉

你，他先看你的表演，相信你能完成。

其实对于演员的创作来讲，这份信任

能给演员最大的自信，演员在镜头前

是需要自信的。

中秋档助力单日大盘重回

“亿元级别”

9 月是国内电影市场的传统淡

季，加之今年局部地区偶有新冠肺

炎疫情的反复和多地极端天气的

接连发生，让今年 9 月的电影市场

更加平淡一些。在中秋档之前，9
月上半月仅有 9 月 4 日一天大盘票

房超过亿元，多个工作日票房更是

下降到 3000 万左右。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在《峰

爆》、《关于我妈的一切》、《我的青

春有个你》、《日常幻想指南》、《一

直游到海水变蓝》、《山海经之小人

国》等多部新片的共同助推下，大

盘三天的单日票房均重回 1 亿元之

上。

9 月 19 日，中秋档第一天，电影

市场在档期效应的助推下，单日票

房约 1.6 亿元，全国放映场次超过

32 万场，观影人次 426.6 万人次。

票房方面基本与 2018 年中秋假期

首日 1.58 亿持平，与 2019 年中秋档

首日的 3.7 亿元仍有差距。2020 年

中秋与国庆假期重合，在双节的效

应下，首日票房近 7.5 亿元。中秋

档第二天，全国共排映 33 余万场，

观影人次约 482 万，全天票房近 1.8
亿，比小长假第二天全国大盘上涨

13%。中秋档第三天，全天票房产

出 1.6 亿元，观影人次约 430 万，全

国共排映场次超 32 万场。

北京 ACE 影城负责人刘晖告

诉记者，今年中秋档和 2019 年中秋

档比确实有些差距，但从今年这个

特 殊 年 份 看 ，这 一 成 绩 仍 令 人

满意。

《峰爆》领跑

不同题材类型影片丰富观众选择

由李骏执导，朱一龙、黄志忠、

陈数、焦俊艳领衔主演灾难片《峰

爆》早在上映前就被市场普遍认为

是今年中秋档的“头号种子”。影

片上映后也不负众望，在三天小长

假中领跑。

9 月 19 日已经是《峰爆》上映的

第三天，在上映的前两天中，该片

已累计取得 5000 余万票房。中秋

档首日，《峰爆》在众多新片中脱颖

而出，以 28%的排片比例拿下当天

超四成的票房（约 6700）。当天吸

引约 179 万人次观影。中秋档第一

天过后，该片累计票房已突破 1.2
亿元。9 月 20 日，《峰爆》较假期首

日上涨 11.5%，单日票房至 7500 万

左右，创造七夕档之后的单日单片

票房新高，上映四天累计票房约 2
亿元。9 月 21 日，《峰爆》再次收获

约 7100 万票房，中秋档期三天票房

超过 2.1 亿元，累计票房达 2.7 亿

元 ，这 一 成 绩 也 大 幅 领 先 其 它

影片。

《峰爆》虽是一部灾难片，但

“中国式父子”的情感线索却贯穿

始终。这个中秋档的另一部新片

《关于我妈的一切》则是一部体现

母女关系的情感影片。该片围绕

一位普通母亲的生活展开故事，讲

述了永远在为家付出的妈妈季佩

珍，在即将迎来退休生活时所发生

的故事，由赵天宇执导，徐帆、张婧

仪、许亚军领衔主演。

《关于我妈的一切》9 月 19 日取

得约 2500 万票房，观影人次超 70

万，这一成绩也使得其在当日夺得

票房亚军。9 月 20 日，《关于我妈

的一切》继续以 2500 余万的票房坐

稳单日票房亚军的位置。 9 月 21
日再获近 2300 万票房。中秋档累

计获得约 7300 万票房。这一成绩

也 让 该 片 夺 得 今 年 中 秋 档 票 房

亚军。

中秋档中还有多部主打青春、

爱情、喜剧的影片。其中，由林子

平、孙睿联合执导，王可如、刘冬沁

领衔主演的《我的青春有个你》票

房表现最为亮眼。该片在上映首

日取得超 1700 万票房，观影人次超

47 万，成为 19 日票房季军。最终，

该片三天收获约 4400 万票房。

另外两部喜剧片《日常幻想指

南》和《狗果定理》，前者加入一系

列奇幻元素，讲述了主人公阿震改

邪归正的成长过程。后者则利用

人们喜爱的宠物为影片添加趣味。

《山河故人》、《江湖儿女》、《三

峡好人》……贾樟柯的作品一直被

很多影迷所期待。今年中秋档，贾

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又给了观众很多新的体验。作为

一部纪录片，影片共分 18 个章节，

通过 4 代作家马烽、贾平凹、余华、

梁 鸿 来 讲 述 1949 年 以 来 的 中 国

往事。

中秋档中，还有《山海经之小

人国》、《麦哲伦环游历险记》等动

画电影上映，使得观众选择更加丰

富 。 前 者 三 天 共 获 得 约 1200 万

票房。

除了新片外，《怒火·重案》、

《失控玩家》等几部老片表现仍旧

抢眼。9 月 19 日，《怒火·重案》票

房比前一天上涨近两成，上映第 52
天票房再次突破千万。9 月 20 日，

该片的单日票房已攀升到票房榜

的第四位。假期最后一天，其更是

以 约 1700 万 的 票 房 获 得 票 房 季

军。该片档期内再获 4500 万票房，

累计接近 13 亿元。《失控玩家》在 9
月 20 日重回单日票房前三甲。档

期内票房 5300 万，累计票房近 6
亿元。

院线人士认为，总体来看，由

于临近国庆黄金周，所以中秋档缺

少更具统治力的强片，但新片囊括

了灾难、爱情、喜剧、奇幻、纪录片、

动画等多个题材类型，很好地满足

了观众的观影需求。但刘晖也提

到，老片的强势也客观反映了两个

现象：一方面是观众的观影需求还

在，尤其是假日档期，很多观众需

要更多更好地影片满足精神文化

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下的

新片吸引力还不够大，因此才会给

老片更多的市场空间。

中秋档预热市场

国庆档盛宴将至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中秋档起

到了让观众持续观众市场的作用，

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打下良好

基础。截至目前，《长津湖》、《我和

我的父辈》、《五个扑水的少年》、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等

十余部新片陆续定档国庆。由吴

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人联合执

导的《我和我的父辈》，由陈凯歌、

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并执导的

《长津湖》更是让市场非常期待。

前者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

时代为历史坐标 , 通过“家与国”的

视角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讲

述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

再 现 中 国 人 努 力 拼 搏 的 时 代 记

忆。后者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

述了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度严酷

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

湖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感人

故事。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国庆

档的影片阵容丝毫不逊于前两年。

中秋档三天票房近5亿元

多题材类型影片提升市场热度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档（9月19日-9月21日）全国城市影院票房为4.98亿
元，观影人次 1300余万，放映场次超 97万场。档期内票房前三影片为《峰爆》

（2.1亿元）、《关于我妈的一切》（7300万）和《失控玩家》（5300万）。

对话朱一龙:
在《峰爆》中感受中国力量

■文/本报记者 林丽丽

《峰爆》主演焦俊艳：

我和卢小靳都是普通人
■文/本报记者 林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