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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片是传递反思精神、见证人性光

辉的重要电影类型。近年来我国灾难片

佳作频出，在类型框架下对人物塑造、视

觉奇观与主题表达等方面不断探索突破，

在大银幕上展现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

民英雄及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最新上映的电影《峰爆》，以中国西南

某县城因地质变动引发的一系列突发地

质灾害为背景，表现一对父子为代表的铁

道兵部队带领县城16万居民度过生死危

机，并成功保住修建十年、即将竣工的隧

道。电影《峰爆》让身处“后疫情时代”的

我们，再次发现灾难片叙事方式和内涵赋

予的新可能。

中国语境下父子关系的构建与升华

父子关系是灾难片常见的表现内容，

如美国电影《后天》中身为气候学家的父

亲杰克虽与儿子山姆一直心存隔阂，但得

知儿子身在气候异变的纽约后，他冒险前

往展开救援。灾难片对父子关系的表现，

往往局限在拯救与被拯救的简单框架内，

通过描写一个小家的拯救过程，以点带面

折射灾难全景。

《峰爆》突破了父子关系的表现局

限。电影中，父亲洪赟兵是一名老铁道

兵，儿子洪翼舟是现任爆破研究室主任，

这样一对同样具有职业精神的父子，面对

塌方险情，第一时间都选择了舍小我顾大

家。老洪挺身而出帮助县城落难居民，遇

到塌方后带领乘客在山洞中求生；同一时

间小洪在云荡山勘测经历滑坡，不顾生命

危险，继续用无人机探测数据。

山洞中遇到的险情抉择，成为这对父

子迥异性格与工作风格的体现。固执的

老洪仍然在用老铁道兵的原始经验做出

判断，小洪则手握仪器凭借数据分析进行

预测。老经验与新技术的碰撞，不是新旧

有别，而是相互支撑、薪火相传，这也正是

片中父子二人关系的真实写照。

在电影《峰爆》中，父子关系的发展始

终与救险情节紧密衔接。当小洪无法克

服对水的惧怕，在父亲面前坦诚自己的心

结；为了带领受灾群众逃出隧道，老洪只

身入水探路，小洪则最终突破心理恐惧，

在水中救起体力不支的父亲，父子联手带

领群众成功脱险。影片对父子关系的表

现并无刻意煽情，通过儿子递给父亲的一

杯暖身的咖啡、父亲帮儿子穿好登山鞋等

细节，使父子情感自然递进。

《峰爆》对父子关系的表现，并没有停

留在简单的人物关系和解，而是通过父子

联手完成爆破任务，将人物关系进一步升

华。为了阻挡滑坡泥石流侵袭县城，需要

人工把炸药送入峭壁上的山洞，本已成功

脱险的父子选择再次出动、搭档完成任

务。徒手攀岩的危险情景，既是化解灾难

的关键情节，又是父子关系的情感高点。

当父亲最终因为给儿子做攀登的脚点而

坠落悬崖时，画面着重呈现了父亲在空中

微笑着敬出的最后一个军礼。诗意化的

镜头呈现，完成的不但是父子关系的升

华，更是新老铁道兵的精神传承。

灾难只是叙事的背景，灾难中展现的

人性之美和共通的爱意，才是灾难片带给

观众的终极反思。《峰爆》注定会成为中国

灾难片作品序列中充分描绘亲情的佳作。

情节、情感与视觉奇观的有机融合

灾难场景承载着展示视觉奇观、发展

情节、渲染情感等众多叙事功能，是一部

灾难片艺术与技术“含金量”的集中体

现。但灾难场景的展现也很容易陷入单

纯“炫技”的泥沼。电影《峰爆》对灾难场

景的展现并没有被视觉奇观喧宾夺主，而

是让视觉奇观成为情节发展与情感推进

的有力推手。

双线并置是电影《峰爆》对灾难场景

的呈现特色之一。当第一次塌方事故出

现时，父亲老洪与儿子小洪还没有碰面，

导演以平行剪辑同时展现出父亲与儿子

所处的不同险情：县城大面积塌方，父亲

紧急抢救车里的乘客；儿子悬吊在峭壁之

上，但仍坚持用无人机搜集数据。当二次

塌方出现后，父亲坠落到地下隧道，勇敢

地带领受灾群众在山洞寻找逃生出口；儿

子则为了援助父亲，在不断塌方的山路上

开车狂飙。借助双线并置，影片展现出多

样化的灾难场景，观众可以同时感受到灾

难发生时不同视角下的迥异情境，增加了

单位时间内的叙事浓度。

双线并置也使镜头紧密跟随事件双

方，通过交叉剪辑，不断将情节升级。当

父子二人终于在山洞会合，电影的双线并

置在山洞中的父子与地上的救援总部之

间展开。救援总部准备实施炸山行动，但

山洞里的父子需要赶在炸山之前带领人

员尽快逃离。交叉剪辑将两个空间中的

人物命运紧密勾连，极大地强化了故事情

节的紧张感。

情节与情感的融合衔接是电影《峰

爆》呈现灾难场景的另一特色。电影的叙

事时间是有限的，特别是对灾难片来说，

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既高质量地呈现出视

觉奇观、快速推进情节发展，又不失对人

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与人物情感的细腻表

达，是摆在每一个创作者面前的难题。

《峰爆》在表现灾难场景时，将同一场

景赋予多重叙事含义，使情节的发展与情

感的表达有机融合、紧密衔接。当洪翼舟

的女朋友卢小靳亲眼目睹老洪陷入地坑

而救援未果后，她回到休息站看见老洪买

来的花，睹物思人，小靳伤心欲绝。在这

个情感渲染的节点上，小靳突然发现了洪

翼舟的传感器仍在收集数据，这个发现成

为推动后续救援行动的重要情节节点。

当灾害危急情况升级，经过方案论证

不得不炸毁已经修了十年的隧道，铁道员

工情绪很大，救援行动的情节发展遭遇重

大阻碍。大雨之中，女指挥官丁总向所有

铁道员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话语中既

有对铁道兵精神的高度肯定，又有对建设

十年的隧道的依依不舍，更有对保护云江

县16万群众安全的坚定决心。演员细腻

而有层次的表演传递出立体而丰富的情

感，整个段落既是情节的重大拐点，又是

全片最具情感力量的点睛之笔。

地质灾害的奇观不是吸引观众的筹

码，而是建立精神内核的楔子。情节与情

感的融合衔接，使观众在同一场景中，不

但看到了地质灾害的危险景象，也看到了

生动立体、各具特色的救援人员群像；既

看到了救援人员的快速行动，又感受到了

救援人员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

铁道兵精神传承与灾难片时代隐喻

《中国机长》让观众了解到了机长、乘

务员面对空难时需要顶住的压力，《烈火

英雄》让观众再一次向熟悉的消防队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而《峰爆》又让我们走近了

另一个伟大的群体——铁道兵。“铁道兵

是和平建设时期伤亡人数最多的兵种”，

电影《峰爆》集中表达了对“中国速度”背

后一代代默默奉献的铁道兵的高度礼

赞。老铁道兵洪赟兵在影片中展示的技

术水平和责任精神，是老一代铁道兵的精

神凝练；以洪翼舟为代表的新时代基建人

员，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对铁道兵精神的继

承与发扬。

《峰爆》中出现的灾难场景，是每一个

铁路基建人员每天都可能面临的风险，我

们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通过电影这一载体，《峰爆》实现了

科普抢险知识、关注基层英雄等媒介意

义。而身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观看《峰

爆》，更能体会到电影所传递出的时代

隐喻。

当地下水位急速下降，云荡山滑坡体

转向威胁县城和周边，一级响应启动，救

援总部必须要在炸隧道和救县城人员之

间做出艰难抉择——这时候，片中人物点

出全片的戏核，也即中国式的救援理念：

既要救人、也要保隧道。“西方人的传说是

诺亚方舟，我们祖先的故事是精卫填海、

愚公移山。”

回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

际，中国举全国之力投入抗疫，众志成城

换来全国疫情清零的大好局面，正是中国

“愚公移山”式救援精神的典型体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电影《峰爆》

中，中国式救援精神并没有被简单地表现

为“精神喊话”，而是展现在当代中国铁道

兵熟练运用5G网络、全数字化测绘等技

术进行地质灾害预测防治的工作场景。

面对灾难，中国式救援不是莽战，而是智

取，真正做到了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可以说，《峰爆》彰显了中国式救援精

神与技术力量，让观众感受到在当今全球

化语境下，当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灾难来

袭时，中国的“大国担当”。

《峰爆》不光是国产灾难片又一优秀

类型佳作，更让我们再一次确认了薪火的

相传、平凡的伟大。

（徐智鹏，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瑜

珺，中国传媒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

“洪翼舟，你知道你上去很可能

下不来了吗？”

“知道，但值得！”

千钧一发的时刻，电影《峰爆》中

的小洪决定冒险去悬崖上的山洞放

置炸药。他坚毅的眼神和果敢的回

答，让我有些晕眩，腰上的疼痛也隐

隐传来。

“值得！”这两个字简短有力，让

我回想起四川宣汉铁道兵第七师33

团参建襄渝铁路的场景。今年的迎

新座谈会上，作为“光荣在党50年”纪

念章的获得者，我也曾受邀讲起那段

历史。

1969年，“三线”建设重点项目襄

渝铁路正值建设关键期，指挥部决定

大干200天。襄渝线上许多地段上傍

悬崖、下临深涧，为了运送物资，我与

指战员们扛着重达百斤的装备，拼了

命地往山上爬。上千个台阶，数十道

急流，我们的颈椎被压弯变形，腰背

痛让人无法入睡，干活时总咬着后槽

牙的牙根严重外扩。炸山开路，有时

炸药供不上，我们就用土法自己制

作，有一次崩裂的碎石割伤了我的后

脑勺，战友们给我简单包扎后，我们

就接着拼命干。血水渗着汗水，都被

我们埋进了那条战线。

许多隧道口就开在陡崖上，离山

脚六七百米，中间是几近 90 度的陡

坡，我们硬是把保险绳一头套在半山

腰的树上，另一头系在腰间，手心攥

着汗，紧紧握住麻绳。吊在悬崖沟壑

间的我们，用大锤一点一点砸出隧道

口。吃饭的时候，一直抖动的双手连

碗都端不住，手上的骨头都磨得露了

出来……

可是，谁让我们一开始就存了

志，宁死也要一往无前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加油干呦，嘿

呦嘿呦，敢叫机器背过山呦，嘿呦嘿

呦”的口号依然顺口，即使身体落下

许多难以根除的伤痛，但那时不时从

神经末梢传来的清晰痛感，依然让我

对铁道兵的怀念只增不减。

我这一生，为曾经参建过国家重

要工程倍感值得和无限光荣。

电影《峰爆》里，项目经理丁雅

珺在暴雨中对着工友们喊话：“隧道

毁了，我们再把它挖通，桥梁断了，

我们就再把它架起来，大不了我们

再来一个十年！”影院里的啜泣声，

让我再也无法绷住，眼泪奔涌而

出。《峰爆》中丁雅珺和同事的决心

我感同身受。隧道建设充满了不确

定性和危险，涌水、泥沙流……即便

这样他们也苦苦坚持了十年，一个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每一条隧

道都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车辆穿

过隧道的只是一瞬，却凝固了建设

者为之坚守和奋战的日日夜夜。但

灾难来临时，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

到威胁时，他们会义务反顾地选择

救人。大不了，重来。这就是我们

的信念。

英 雄 出 自 凡 人 ，平 凡 也 可 伟

大。我们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的炮

火中诞生，在保家卫国建设国家中

全力以赴，架桥铺路助力国家快速

发展，抢险救灾中赴汤蹈火，捍卫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上世纪60年代扑

灭大兴安岭森林火灾，1975 年抢修

京广铁路，1976 年在唐山大地震中

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这个

夏天，河南大暴雨中的奋力抢险也

有铁建人的身影。从曾经“铁路修

到哪里去，我们就跟到哪里去”到

“哪里有危险我们就去哪里”，岁月

流转、山河巨变，“铁道兵”的精神始

终未变，用实际行动演绎着“中国式

救援”。

作为一名老兵，我和电影中的老

洪一样，虽已退休但总不服老，也一

直纠结时代“不需要我了”，总爱提起

往日，给后辈们讲“当年”。令我倍感

欣慰的是，儿子已是“铁二代”，孙子

常常戴着我的勋章有模有样地模仿

我讲给他的故事……我们这个小家

就是千千万万铁道兵家庭的缩影。

兵改工后，铁道兵退出历史，“铁

道兵”的精神在赓续绵延。今天的中

国铁建依然担负着国家建设的重任，

这支被朱德总司令称为“人民铁军”

的部队仍然在“不畏艰险、勇攀高峰、

领先行业、创誉中外”的企业精神中

目无艰险、力战不退，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提供着坚强而可靠的支撑。

初心未改，精神不灭。

（转载自人民日报文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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