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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芒果 TV 出品，全国妇联、新华社联合出
品的百集人物纪录片《党的女儿》目前正在芒果
TV 播出。该节目共 100 集，每集通过约 6 分钟
的篇幅向大众讲述一位优秀女党员的故事。

黄宝妹是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获得者，
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作为纺织女
工，黄宝妹不曾放弃过在一线劳动生产，即便后来
不断登上杂志封面，并且出演了电影《黄宝妹》，她
仍不忘初心，在周恩来总理赞同其可以转行当专
业演员时，坚定地表示：“我是党培养的一名纺织
女工，我的岗位永远在车间。”如今，90 岁高龄的
她继续发挥余热，仍旧以开直播、上党课的方式传
递着劳模精神。

汪云是中国第一名女专机机长，也是世界上
第一批飞三叉戟飞机的女飞行员。30 多年来，汪
云在祖国蓝天飞行将近 6000 个小时，曾上百次
安全接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视察。

蒙古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
原型。1964 年 2月 9日，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姐
妹俩拼死相护，生产队的 384 只羊只冻死了 3 只，
但龙梅和玉荣却因此被冻成重伤，落下了终身残
疾。她们的英雄事迹被编成连环画，改编成话剧、
电影、京剧、动画片，被谱写成歌曲，被编入小学语
文课本，她们顽强勇敢、舍己为公的精神也鼓舞了
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

另外，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青蒿素
之母屠呦呦，扎根农村的新中国最美奋斗者邢燕
子，全国劳动模范、“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爱
岛尚武的“海霞”原型汪月霞都将在本周与观众见
面。透过纪录片的镜头，观众将了解她们真实的
工作与生活，领略女共产党人的巾帼风采。

7 月 12 日，《长津湖》发布首支预告片和预告
海报。这是博纳影业打造的“中国胜利三部曲”
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其首部作品《中国医生》正在
全国热映。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
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全景式还原了这场史诗战
役。影片以英雄连队“第七穿插连”及其兄弟部队
的行动为主线，讲述志愿军战士在战役中的战斗精
神和感人故事。

新海报展示了战士们正在国内全员集结、准备
坐火车开赴朝鲜战场的场景。画面中，吴京扮演的
伍千里带领着七连战士肃立车厢，神情动作虽各不
相同，但眼神中的坚毅却透露出万众一心的凝聚
力。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站在兄长身边，面容稚
嫩却坚毅。

吴京和易烊千玺饰演的伍千里、伍万里这对兄
弟的对手戏，成为预告片里观众关注的焦点。此
外，段奕宏、朱亚文、李晨、韩东君、胡军等饰演的志
愿军战士也集体亮相。

首支预告片则以史诗级的手法，全景式展现
了长津湖战役的全貌：从美军仁川登陆、悍然越过
三八线进犯中朝边境，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国
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长津湖战役全线爆
发、我志愿军战士重创敌人，到美军兵败后退、撤
出兴南港……

电影《长津湖》由于冬担任出品人及总制片
人，黄建新任总监制及编剧，陈凯歌、徐克、林超
贤担任监制及导演，陈红、施南生、梁凤英担任制
片人，张和平任艺术总监。影片由吴京、易烊千
玺领衔主演，段奕宏特别主演，朱亚文、李晨、韩
东君主演，胡军特邀主演，张涵予友情主演。

出品人于冬表示，制作这部电影可谓“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中国电影人要有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的愿望与决心。《长津湖》这部电影，其制作规
模之大、制作难度之强，都是博纳影业成立以来名
副其实的第一，也必将创下中国战争电影史的很多
纪录。”

片名为《中国医生》，医
护群体以及疫情中的救治
故 事 自 然 就 是 影 片 的 主
线。在硬件上，《中国医生》
几乎已经做到极致。影片
按 1:1 搭 建 出“ 医 疗 级 片
场”，严格按照真实医院的
建造标准打造。小到手套
棉签、大到呼吸机，片中出
现 的 医 疗 设 备 全 都 是 真
的。片场甚至可以当成真
正的医院来使用：拍摄过程
中，李晨扭伤了腰，直接在
片 场 里 给 自 己 拍 了 个 X
光。“他们（医学顾问）看了
之后说没什么事，该工作就
工作、该拍戏就拍戏，不用
去医院。”李晨回忆。

软件方面也不逊色。从
张涵予、袁泉等主要角色，
到可能只有一个特写镜头
的群众演员，在开拍前均接
受了医护人员的培训。片
中，袁泉、朱亚文、李晨、易
烊千玺等演员有大量的插
喉管、上 ECMO、做心肺复
苏等镜头，背后是医护人员
的指导和演员数天的练习。

该片的重症医学指导、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冉晓透露，李晨和
朱亚文是最早进组的一批演

员，“我一般给他们讲两三
遍，再亲自示范一遍，他们就
能把整个过程复述出来。之
后他们动手做，我给纠正细
节。比如 ECMO 这种复杂
的动作，他们练两三天就可
以比较熟练。”

包括钟南山院士、张文
宏院长等专业医护人员都
对《中国医生》的医疗场面
表示了肯定。在广州首映
礼上，钟南山形容《中国医
生》“非常真实地还原了武汉
早期的情况”，他甚至还留意
到，片中的病人在上ECMO
的时候脸色是苍白的，“这很
真实。有些影视作品里，人都
去世了，脸还是红的”。 而在
此前的上海首映礼上，张文宏
也评价《中国医生》“两小时
里没找到任何毛病”。

刘伟强说：“拍一个医
疗题材的电影，要百分百真
实，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一方面是为了给演员创造
出尽量真实的环境，让他们
投入到角色里；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我每一次跟医护
人员谈话都很感动，我要用
最真实的东西来还原他们
的经历，我希望这个电影可
以感动很多人，因为我们都
曾一起面对疫情。”

李晨在《中国医生》中饰演上海驰援武汉的
医生吴晨光，他的性格沉稳、耐心，很多时候担
负起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的工作。片中，他负
责向张子枫饰演的少女说明其父母因新冠肺炎
死亡的消息，并把遗物还给她。这场戏不仅打
动了场外的观众，李晨在拍摄过程中也几乎没
忍住情绪：“我看过剧本，已经知道这场戏的情
节。所以我不敢提前试戏，跟导演说‘你直接拍
吧’。实在没有办法，我看到她（张子枫）就想
哭。我的角色也是这样，以为自己能处理，没想
到整个崩溃。当时我跟人物的情绪交汇在一起
了。”

片中紧接着这场戏的，就是吴晨光和陶峻
两位驰援武汉医生在楼顶喝酒、舒缓内心苦闷
的情节。李晨回忆：“拍摄的时候，这场戏跟子
枫那场戏，中间还隔了一点时间，但我心里仍然
有那种难过的情绪。拍这场戏时，导演跟我都
喝了一点白酒，我也没有试戏，直接拍了。”拍摄
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根据情节
安排，李晨和朱亚文要在天台大喊“武汉加油”，
他们喊了几遍之后，没想到附近建筑里的人也
出来一起喊，“大家也不知道我们在拍戏，他们
听到‘武汉加油’之后也自发一起喊。当时我心
里‘噌’地一下……现场那种感觉，我可能一辈
子都忘不了。”

用真实和细节
触发观众泪点

首周末票房突破3亿元

纪录片《党的女儿》正在热播

致敬巾帼建设者
谁说女子不如男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电影《长津湖》预告海报亮相

吴京易烊千玺
兄弟携手
血战长津湖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预告海报亮相

情绪到位

刘伟强透露，他在2020
年 3月接到总制片人于冬的
电话，得知要开拍抗疫题材
电影。主创团队从4月开始
在北京、武汉等地采风、收
集资料。开拍之后，十余位
医护人员跟组拍摄，随时提
出意见。刘伟强说：“开拍
之后，很多专家在现场看，
拍 出 来 的 东 西 哪 里 有 问
题。每天一收工就开‘批评
大会’，确认哪里拍错，要重
拍。用这个方法，我从10月
拍到 12 月，初期是很难受
的，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
很多人批评你，但后面我们
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拍摄团队和医护团队经
过多次磨合，才在真实性和
戏剧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该片的医学顾问冉晓透露
了一个细节：“比如我们做
一个穿刺、给病人打针，按
照真实的情况可能要十来
分钟，但电影里顶多只有
一两分钟。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东西就要简化，比
如消毒的次数、比如药水

注射的速度等。我们要在
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让
观众知道操作的过程到底
是怎么回事，在新冠肺炎
的治疗过程中起到什么样
的作用。”

电影的拍摄过程，也与
医生平时的操作习惯有诸多
不同，冉晓说：“平时我做
ECMO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
骤来，手边没有纱布就让人拆
一包，没有钳子就让人递一
把。但拍摄过程中，导演要求
画面必须非常流畅，东西要摆
好，拿起来哗哗哗地很快。”

值得一提的是，冉晓等
医学顾问也在片中出镜多
次，为一些医疗场面贡献出
手部特写。冉晓说：“拍摄过
程中，包括手的特写等，不停
被导演喊停，会被说‘冉老师
你的手不太流畅，画面感不
太好’。我是理解的，平时我
们做手术，没有对这方面的
严苛要求。我对电影制作者
非常敬佩，这次让我感受到
导演他们对每个细节的精益
求精。”

医护团队跟组拍摄
医学顾问贡献手部特写

片场可以当医院用
李晨现场拍X光片现场看病

大量细节，勾起观众的共同回忆
演员讲述

冯文娟在《中国医生》中饰演一位麻醉科医
师辛未，她在全片中均身穿严严实实的防护服，
几乎没有露过脸，但她的表现却让人印象深刻。

片中，他与朱亚文饰演的医生陶峻有过两
场冲突，她以一句“麻醉科怎么了？”反驳陶峻的
轻视；后面一场戏里，她又对陶峻说“不光麻醉
科，皮肤科、五官科都来了，你别瞧不起谁！”冯
文娟透露，第一句“麻醉科怎么了？”是剧本中的
台词，她特别喜欢。“这句话体现了辛未在医生
这个职业之外、作为人的个性，她是比较勇往直
前的，眼里容不下沙子，听到什么都得回过去。”
而第二场戏就是她与朱亚文的即兴发挥，“导演
留下了，他可能觉得这个对话也挺好。”

冯文娟坦言，通过这次拍摄，她对麻醉科有
了更深的理解：“原来麻醉科是全能型选手，他
们的工作性质里有很强的抢救元素，插管、上
ECMO 等所有东西，他们都得会。麻醉科医生
有时候一晚上要做十台甚至十多台的急诊手
术，工作量非常大，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冯文娟：对麻醉科医生充满敬意

李晨：忘不了那句“武汉加油”

足够真实

《《中国中国医生医生》》

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不少
观众，看《中国医生》的时候都
忍不住落泪。正如不少观众所
说，哪怕没有电影的艺术加工，
抗击疫情的事件本身就足够令
人动容。而《中国医生》在重现
这段并不遥远的故事时，虽有
遗憾，但仍能较好地重现去年
的氛围，调动观众的情绪：一是
因为影片将许多疫情时期的真
实细节融入其中，二是因为人
物塑造得足够丰满而不扁平。

影片开场以一组群像镜头
展现出暴风雨前夕的平静：武
汉市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外
卖小哥穿梭于大街小巷，医院
门口的小卖部老板如常营业。
但医院里开始陆续出现病因不
明的肺炎病人，医护人员的衣
着逐渐从普通工作服换成全副
武装的防护服。旁白以新闻报
道的形式交代事件背景，把观
众拽入当时的紧张气氛中。

影片在高潮部分，更呈现

出许多让人记忆犹新的细节：
面对防护物资不足的困境，张
涵予饰演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
竞予下令“到高速公路口去抢
防护服，抢也要抢回来！”医护
人员每天长时间工作，脸上被
口罩压出一道道勒痕；小区铁
门挂满了外卖和快递；找不到
防护服的普通民众，穿着雨衣
到医院看病……

片中多位重要的医护角色
都有其现实原型。比如张涵予
饰演的张竞予院长，其原型是

“人民英雄”金银潭医院原院长
张定宇。他本人患有渐冻症，
走路不太方便；其妻子也在疫
情之中不幸感染。这些真实的
情节被搬到电影里：片中有一
幕，张竞予接到电话，得知其妻
子的病情加重，他一不留神就
在楼梯上摔了下来。张涵予透
露，张定宇院长摔倒确有其事，
影片对其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
后，就成了观众看到的这一幕。

张子枫饰演的少女是全片泪点之一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斗争真实事件改编的

电影《中国医生》于7月

9日全国上映，首周末票

房达到 3.48 亿元，稳稳

占据周末三天的票房单

日冠军位置。影片取得

猫眼和淘票票9.5分、豆

瓣6.9分的口碑，证明该

片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中国医生》以去年

武汉疫情的“暴风眼”金

银潭医院为故事中心，呈

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

疫故事。影片在场景和

表演上尽量接近真实，在

故事上也成功触发了观

众对于去年疫情的共同

回忆。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中国医生》在医护人员之
外，还呈现了政府防控小组的
工作、普通民众的生活等方方
面面，全景式再现去年疫情之
下的社会群像。导演刘伟强透
露，他在完成采风之后基本确
定了影片的大背景：“以金银潭
为背景，角色有以张定宇院长
为原型的院长，以桑岭（朱亚文
饰）为原型的广州援鄂医生，李
晨演上海援鄂的医生，袁泉演
金银潭医院 ICU的主任等。外
边还有其他人，比如欧豪演的
外卖员等。就这样逐渐把整个
故事串联起来。”

除了呈现全国上下各行各
业积极抗疫的正面态度之外，
影片也没有过分回避疫情带来
的伤害。朱亚文饰演的广东驰
援武汉医疗队医生陶峻，他带着
满腔的自信奔赴武汉，其锐气却
在病毒面前一度挫败，即使采取

了各种抢救措施，但重症病人仍
然去世，由此折射出疫情的复杂
和危险；医护人员连续数月超负
荷工作，有些人的家属也不幸感
染，忍不住崩溃大哭。

周也和欧豪饰演的外卖员
夫妇、张子枫饰演的少女这几
个普通人的故事，也反映出疫
情对日常生活的重大影响，引
起大部分观众的共情。外卖员
金仔（欧豪饰）主动为封闭在家
的人们送物资却不幸被感染，
被发现发热症状时，他绝望地
瘫倒在地上；而张子枫饰演的
少女更是全片泪点之一：她的
双亲因新冠肺炎而在短时间内
双双去世，张子枫贡献出非常
有层次感的表演。豆瓣网友评
论：“张小枫拿着爸妈的遗物，
对医生说‘没有爸爸妈妈的人
该怎么办？’瞬间破防。很庆
幸，我们都走出了困境。”

不避伤痛，普通人故事引起共鸣

欧豪饰演的外卖员金仔主动为封闭在家的人们送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