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十年， 公安题材电影基本
按照两种路径来展现内地公安形
象：一是大格局的主旋律公安电影，
《湄公河行动》是代表；二是小落点
的剧情片，《烈日灼心》是代表。

《湄公河行动》 根据发生在
2011 年 10 月 5 日的“中国船员金
三角遇害事件” 改编。 该片讲述一
支中国的缉毒行动小组， 为揭开中
国商船船员遇难所隐藏的阴谋，揪
出运毒案件的幕后黑手， 深入险地
寻找真相。张涵予饰演的高刚是缉毒
队长，他和队员们都英勇果敢，展现
了中国警察的实力。为了还原真实事
件，在影片筹备阶段，导演林超贤率
剧组赴金三角地区搜集资料，与当地
警察深度交流， 详细了解事件经过。
编剧团队还以纪录片形式记录下毒
枭糯康庭审全过程，并从一线干警身
上提取了很多人物特征。

《烈日灼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
救赎的故事： 邓超饰演的协警辛小
丰， 曾经间接涉入一起灭门案，心
中一直有愧疚。 段奕宏饰演的警官
伊谷春在工作中成为辛小丰好搭
档， 但也发现了辛小丰的秘密。 面
对使命， 两人都敞开心扉， 做出了
正确选择。

与电影相比， 这一时期电视剧
的种类、 表达方式更加丰富， 重推
理， 个性化，《余罪》《法医秦明》《白
夜追凶》《无证之罪》 等作品各有千
秋。 而缉毒类电视剧近年来最为火
爆，陆续有《猎毒人》《卧底归来》《破
冰行动》 等热播。 尤其是《破冰行
动》， 这部剧根据 2013 年 12 月 29
日凌晨，广东警方调集 3000 警力展
开的“海陆丰行动”为事件蓝本，由

缉毒剧《湄公河大案》的编剧陈育新
操刀创作， 深度揭开了毒品违法产
业链，展示了缉毒警察出生入死、不
畏牺牲的真实工作状态。

最近几年， 影视作品更精准地
还原了公安系统侦破手段的变化，
全球卫星定位、天网监控系统、武装
无人机、DNA 法证技术……轮番在
影视剧中展示出来。高学历、年轻化
的新警察队伍也得到展示机会，他
们在电脑前敲击键盘， 就能测算疑
犯的逃跑路径， 利用无人机实时追
踪， 这些都是我国打造高水平刑侦
队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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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年
行业影像 之
警察篇

新中国第一部公安题材影视
作品，是 1949 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
出品的反特片《无形的战线》。 影片
讲述东北解放后， 境外派来的女特
务利用招工机会潜入橡胶厂， 纵火
烧毁运往前线的轮胎； 但经过工厂
干部的循循善诱， 女特务认清形势，
主动向公安机关侦察队坦白，最终侦
察队将潜伏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这
部电影为反特电影“大爆发”开了头。
据统计，1949 年至 1966 年， 共涌现
30 余部反特片， 其中包括《羊城暗
哨》《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
兵》《寂静的山林》等佳作。

1957 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
筹拍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讲述
公安人员王练打入敌人内部， 将敌
特组织一网打尽的故事。 该片由广
东著名剧作家陈残云根据建国初
“广州第一大案”真实事件和另一敌
特案件综合改编。 为了写好这一题

材， 他专门到广州市公安局担任职
务体验生活，与公安干警朝夕相处大
半年，创作出最初的剧本。 接着，他又
被委任为宝安县县委书记，负责边境
检查工作。 在这里，他接触了一起“美
蒋特务特大阴谋、 刺探情报反革命
案”。 陈残云把这起案件融入已完成
的剧本中，增加情节复杂程度。

饰演男主角王练的是知名演员
冯喆，他塑造了一位机智勇敢、思维
敏捷、 判断力极强的公安侦察员形
象。《羊城暗哨》亮相银幕后，受到各
界好评。 该片作为先期投放输送到
国外放映的国产影片， 曾经被数十
个国家称为“中式希（希区柯克 ）”派
的杰作。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羊城暗哨》
王练（冯喆饰）

侦察员王练负责侦察敌特行
踪，沉着应对马老板等特务的一
次次考验并取得信任。 最后，王
练从船上找出即将爆炸的定时
炸弹，奋不顾身投入江水中。冯喆
当时已经是知名演员， 他发挥了
以往潇洒自如、 不露痕迹的表演
风格， 将王练的英雄状态诠释得
丝丝入扣。

《便衣警察》
周志明（胡亚捷饰）

《便衣警察》 呈现了警察周
志明波折的人生经历：从身陷囹
圄，备受摧残，获得平反后，又重
新回到了公安队伍内坚守岗位，
屡破奇案。 胡亚捷饰演的周志
明， 可谓一代人心目中的男神。
当时的胡亚捷专注于在北京电
影学院的学业， 对外界一无所
知，甚至连大导演林汝为都不知
道。 他眼中的那份执著，正好贴
合了林汝为心中周志明百折不
挠的形象。 这部剧播出后，胡亚
捷红遍大江南北。

《英雄无悔》
高天（濮存昕饰）

濮存昕饰演的高天，在目睹
商业的复杂和警界的问题时，始
终坚守为人正直的原则。 他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公安英雄，而是具
有高等学识、经济头脑甚至儒雅
之气的新一代公安干警代表。
为了能演好这个角色，濮存昕特
意到广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体
验生活，把公安局局长高天演得
非常出彩。

《任长霞》
任长霞（张瑜饰）

2004 年 4 月 14 日晚，任长
霞在侦破案件途中遭遇车祸不
幸因公殉职，年仅 40 岁。 张瑜饰
演的任长霞， 高度还原了这位
“女神警”生前的事迹：她是河南
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温
婉贤良的妻子和母亲。 全片只表
现了主人公生前最后 36 小时的
战斗、工作和生活，她的品德、才
干、感情，巧妙地浓缩在这个生
活横截面里。

《湄公河行动》
高刚（张涵予饰）

在《湄公河行动》之前，张涵
予已经在《集结号》《风声》等多
部知名影片中，完成了他的银幕
硬汉形象塑造。 他饰演的高刚是
一位智勇双全的缉毒警察，率领
特别行动小组潜入金三角。 高刚
也是现代缉毒警察的真实写照，
备受观众追捧： 装备好，
技术过硬， 而且
人也帅。

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公安领域 、警察形
象一直是中国内地影
视剧的重点表达元素，
各个阶段的作品对现

实的呈现重点各有不同：建国初期，创作了《羊
城暗哨》《冰山上的来客》等反特片；改革开放之
后， 聚焦公安队伍同各类罪犯的斗争， 涌现了
《中国大案录》《重案六组》《永不瞑目》等经典作
品；新世纪以来，科技含量明显提高，今年爆红
的《破冰行动》中，警察已能调动天眼监控、无人
机等技术破案……这些影视作品以多元化方
式，体现了我国公安事业的蓬勃发展。

“文革”之后，还推出了《海霞》
《难忘的战争》《南海风云》《南海长
城》，以及《黑三角》《暗礁》《东港谍
影》《405 谋杀案》 等反特片。 这些
作品的故事核心大多是敌特盗窃
涉及国家安全的秘密，公安机关侦
破案件、捕获敌特、揭露阴谋。 直到
上世纪 80 年代，还有《草原枪声》
《闪光的箭》等反特片上映。

在这一时期， 另一类型的公安
题材影视作品已悄然涌现，其中相
当一部分具有反思文学特征。《神
圣的使命》《戴手铐的旅客》《第十
个弹孔》等影片，呈现了十年浩劫
给社会造成的伤痕，展现公安警察
的忠诚和使命感。

1980 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戴手铐的旅客》，讲述了在十
年浩劫时期，受到迫害的公安干警
刘杰不计个人安危， 克服重重困
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
之以法的故事。 该片的导演兼主演
于洋在拍摄时已有 50 岁， 他在部
队时学过擒拿格斗，而饰演他助手
的马树超本身就是石家庄公安局
的警察，有一身好武功，所有武打
场面都是他俩设计的。 于洋回忆：
“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我
的腿脚已经不那么利索了，但那时
没有替身，在大同石窟里拍被几个
人打的那场戏时，我负了伤。 ”该片
的主题曲《驼铃》也在群众中广为
传唱：“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
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真
挚动人的旋律， 饱含深情的歌词，
令这首歌成为部队、公安、甚至同
学毕业时首选，传唱至今。

随着时代发展，公安题材影视
作品的取材面日益拓展，《再生之
地》《少年犯》《预备警官》 等作品
将罪犯改造、 警校生活等内容搬
上银幕。 由张良与夫人王静珠联

袂执导的《少年犯》， 是新时期首
部普法题材电影，描写了触犯法律
的青少年在少管所干警的帮助下
逐渐走上正路的故事。 当时，张良
夫妇从广州出发，走访北京、济南、
潍坊、沈阳、上海等地少管所收集
素材，起用在押“少年犯 ”担纲主
角， 并在上海少管所实景拍摄 。
1985 年 11 月 23 日，《少年犯》在
上海大光明影院举行首映式，参加
拍摄的 18 位少年被给予减刑、释
放等宽大处理， 少年们与亲人相
拥，现场观众热泪盈眶。

同一时期， 公安题材电视剧开
始起步。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海岩
编剧、讲述年轻警察成长故事的《便
衣警察》。 剧中，胡亚捷饰演了一个
蒙受冤屈却坚持信念的警察， 而宋
春丽饰演的严君是周志明的同事，
默默地暗恋他、支持他。 这部剧也初
步奠定了在刑事案件侦破故事框架
中融入言情路线的“海岩剧”模式，
此后 20 年间，《永不瞑目》《拿什么
拯救你，我的爱人》《玉观音》……警
察事业与情感的复杂性、多面性，通
过海岩的公安剧呈现给观众。

公安题材电视剧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的迅猛发展， 在 21 世纪的
最初几年迎来爆发。海岩的“刑侦 +
爱情系列”、张成功的“黑色系列”，
展开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以及对社会
深层问题的思考。

张成功编剧的《黑冰》《黑洞》
《黑雾》，多数取材自真实案件。 创
作《黑冰》时，张成功把一名化学教
授研制冰毒被捕的案件， 与一起制
贩冰毒特大案件嫁接在一起；《黑
洞》 则取材自一桩公安局局长被诬
陷坐牢的案件。 几部剧中的警察，
形象都刚正不阿：《黑冰》里，蒋雯
丽饰演卧底警察汪静雯， 民警的纪
律性以及打击犯罪的坚决态度，在
她身上得到呈现；《黑洞》里陶泽如
饰演的刑侦大队长， 在面对义弟聂
明宇的犯罪活动时， 选择大义灭
亲，坚决捍卫法制。

这一时期的刑侦剧中，《重案六
组》堪称经典之作。 该剧从 2001 年

开始播出，截止到 2010 年，共推出四
部。《重案六组》 不渲染罪犯作案过
程，而是将镜头对准公安干警，通过
展现他们抽丝剥茧处理案件的过程，
带领观众侦破案件。执导《重案六组》
系列剧的是导演徐庆东，这种瞄准职
业抓细节的创作方法， 被他用到了
2013 年拍摄的《急诊室故事》中，同
样打造出医疗行业剧经典之作。

电影方面， 警察的形象在第六
代导演的作品里变得更加“平民
化”。 陆川执导的《寻枪》中，姜文饰
演的马山是西南小镇的一名普通警
察，他在一场婚礼上丢了佩枪，于是
走上了寻枪之路……这部电影真实
反映了基层民警的形象， 他们可能
不够完美， 但他们有信念感和责任
感。《千钧一发》《押解的故事》等作
品，也都有类似的刻画。

在主旋律影视作品中， 警察形

象也更加丰满，接近普通人，比如电
影版和电视版《任长霞》。 电影版
中， 演员张瑜既展现了任长霞身为
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在工作上运筹帷
幄、指挥若定的风采，也还原了她身
为母亲、女儿、妻子的生活细节。 为
了塑造这位已故警界传奇女强人形
象，张瑜做足功课，实景拍摄时，任
长霞的老同事边看边感慨：“我们的
局长又回来了。 ”

《羊城暗哨》A
取材自真实大案， 获称

“中式希区柯克派”杰作

上世纪 90 年代， 公安题材电
影和电视剧在反映警察破案技能方
面做足文章， 同时也积极寻找警察
的工作与生活的契合点。 1994 年，
《9·18 大案纪实》 开创公安题材
电视剧纪实风格先河， 还原了一
宗文物盗窃大案的破获经过。 随
后，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 《12·1
枪杀大案》《中国刑侦一号案》《济
南 7·9 大案侦破纪实》《黑白大搏
斗》《绝不放过你》 等公安题材电
视剧批量出现， 甚至有真正的刑
警本色出演。 比如在 《黑白大搏
斗》的演员表中，就有一批宝鸡市
公安局的警察， 剧中饰演刑警简
选化的是三级警督张建全， 他是一
位缉毒科长， 曾获得全国十大先进
缉毒个人称号。

说到上世纪 90 年代公安题材
电视剧，不得不提《英雄无悔》。 这
是一部全景式再现改革开放时期，
警察为人民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的电

视剧， 濮存昕饰演的公安局局长高
天，是正义警察优秀品质的集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英雄无悔》 是“广
东制造”———广东电视台聘请了当
时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贺梦凡和邓原
担纲导演、 编剧， 历时 8 个月写成
剧本。 该剧在央视播出时， 全国平
均收视率高达 15.8%， 在北京收视
率更达到 20.8%， 在广州该剧收视
率也达到 12%。

时任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仲
呈祥说：“倡导主旋律， 提倡出精
品，就得真正拿出能引起社会轰动、
能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有说服力的
作品来，《英雄无悔》 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成功的范例。 ” 该剧获得了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剧奖和
第十六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
连续剧一等奖、优秀编剧奖。

同一时期，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

品，由张丰毅、伍宇娟、吕丽萍主演
的剧情片《龙年警官》 也是一部佳
作。 电影讲述了年轻的刑警队长傅
冬同时面对罪犯越狱寻仇和妻子离
婚的难题， 还原一个真实警察的形
象———原来他们除了工作， 也有生
活的烦恼。

B《戴手铐的旅客》
主演自己设计武打场

面，主题曲《驼铃》传唱至今

“广东制造” 精品引发轰
动，全国获得超高收视《英雄无悔》C

从《无形的战线》到《破冰行动》

十年推出四部作品，瞄
准警察破案专业细节《重案六组》D

走出国门展现中国
警察实力，大格局主旋律《湄公河行动》E

屏幕上的
英雄警察

《羊城暗哨》

《重案六组》

《湄公河行动》

《破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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