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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娱乐

日前，由刘德华监制、彭顺执导的电影《危机航
线》正式宣布于青岛杀青，并发布众主创杀青大合
影。电影由刘德华、张子枫、屈楚萧领衔主演，刘涛、
郭晓东、蒋梦婕特别出演，姜超、高曙光友情出演，王
龙正、周兴哲、张垚、张扬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世界
上最大的三层豪华客机A380首航遭遇劫机惊魂，刘
德华饰演的父亲与张子枫饰演的女儿在万米高空联
手对抗劫匪的故事。

据悉，片方按照1：1实景打造了A380的三层机
舱——上层有头等舱、免税店、餐厅、美容室、按摩
室，中层有商务舱和经济舱，底层有行李舱和备餐区
等，完美还原了有“空中巨无霸”“空中五星级酒店”
之称的豪华客机内景，力求让观众在大银幕前大饱
眼福。残酷的劫杀、千钧一发的对决与机舱的豪华
环境形成反差，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

导演彭顺表示，他在动作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
“很多动作戏都需要在飞机座椅间、走道、厕所、通风
管道、天花板隔层等有限空间里完成，这为拍摄增加
了挑战和风险，但也激发了大家的创造力。”不少演
员都表示，因为在座椅间拍摄动作戏，一入戏难免因
为磕磕绊绊而受伤，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淤青和小
伤口，但为了呈现出来的动作戏份更加利落刺激，也
觉得非常值得。

自开机之初，刘德华和张子枫的首次“父女档”
合作就备受关注，而两人在实际拍摄中的表演配合
更是火花十足。这对“父女”在戏内联手同敌人斗智
斗勇，戏外亦师亦友，互动十分温馨有趣。杀青时谈
及此次合作，刘德华表示：“我、子枫，还有刘涛，我
们三人在片场有很多需要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戏，
长时间磨合下来彼此间已经非常熟悉，真的感觉就
像一家三口。”《危机航线》目前已进入后期制作阶
段，计划于2022年上映。 （胡广欣）

记者：作为一个出品了很多商业
大片的制片人，张苗能否谈一下做这
部纪录片的初衷？

张苗：对于我，这部影片有两个
不同寻常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
一份初心和感动。我跟大家一样，最
早都是在新闻里看到第一书记们的
事迹，当时就被他们的付出深深地打
动了。更大的感动来自于老百姓对
第一书记的那份感恩、那份真实的笑
容和泪水。所以，这份感动就是我要
做这部电影的初心。

第二个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商业
制片人，我过去一直做商业电影，这是
我首次尝试这样的新类型。这部电影
不同于商业类型片，同时也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它是真实新闻和
电影美学的一次融合、一次拥抱。

记者：今天的现场有一个挺有意
思的细节，你们送给观众的礼物是一
颗鸡蛋。这其中有什么寓意？

魏骅：这个鸡蛋来自大凉山，跟
片中的孩子吃的是同款。选这样一
个礼物，其实源自片中胡小明书记说
的一个故事。他们在扶贫的地方建
了一个养鸡场，当煮完第一盆鸡蛋让
孩子们吃的时候，孩子们对着蛋壳就
咬，后来还呛到了，他才明白孩子们
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鸡蛋。胡书记
说，孩子们的眼睛太勾人了，他们让
他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贫困，同时也让
他知道为什么要战胜贫困。

自从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就养成
了一个很小的习惯，那就是吃饭不浪
费。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鸡蛋带来
给大家，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希

望你们跟我一样，能从这个鸡蛋里感
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要
珍惜它。

张苗：我从头到尾参与这部电
影，电影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一
个变化——每天吃早餐的时候，我
都会觉得鸡蛋是甜的。我问过那些
曾经的贫困地区的小朋友，鸡蛋好
不好吃？他们说好吃，因为鸡蛋是
甜的。这是他们面对镜头的一次真
实表达。所以，有甜甜的鸡蛋吃，这
是每天早上对自己的一个奖赏。我
真心觉得，参与这部电影让我感受
到了生活的美好；也让我思考，在这
个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去做什
么？比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和第
一书记们一样，去争做各行各业的
第一？

《危机航线》宣布杀青，
刘德华张子枫默契升温

粤产电影《我的体育老师》
再摘两项大奖

11 月 17 日至 18 日，第三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
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在中国澳门闭幕，来自
全球近 200 名电影人参加了此次盛会。粤产电影
《我的体育老师》摘得两项大奖：香港国际青年电影
节儿童片单元最佳儿童影片奖，以及亚洲华语电影
节最佳导演奖两项大奖。

《我的体育老师》花费两年精心打造，在广州取
材，并百分百在广州取景。影片由周勇执导，新生代
演员孙嘉麟、魏璐领衔主演，20多位老戏骨甘当绿
叶，带领40名素人学生共同演绎。影片讲述的是广
州市南武中学新来的体育老师刘昊辰在其他老师频
频“霸课”的情况下，毅然捍卫高三学生们上体育课
的权利，最后和各科老师一起帮助同学们备战高考
的热血故事。

此前，《我的体育老师》先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
30多场路演，获得了2万多观众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观众认为，影片“超出预期”“非常接地气”“有笑点、有
泪点、有思考，给青少年传达出积极向上的力量”。

在业内人士中间，《我的体育老师》也取得了不俗
的口碑。广东知名电影人赵军表示：“这是我看过的校
园体育题材电影中最好的一部。”《文艺报》艺术评论部
主任高小立认为：“影片摆脱了中学生教育题材中的早
恋、家庭阴影等校园叙事方法，回归到校园真实的生
活。”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张思涛认为：“该片
与《我不是药神》异曲同工，大胆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矛
盾。”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表示：“《我
的体育老师》才是青春片正确的打开方式。”

《我的体育老师》在多个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得殊
荣。继成功入围 2021 年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国际
长片单元，斩获“最佳外语片”“最佳长片”“最佳场
景设计”“外语片最佳原创剧本”“外语片最佳导演”
五项提名后，该片又入围第六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
院线类别“金枫叶”单项奖提名；入围第十八届美国
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角逐第十
七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不久前，《我的体育老
师》荣获第六届“金童象”优秀故事片奖。

此次，《我的体育老师》在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
中再斩获两奖。本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共征集影
片1200余部，作品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评审专家层层筛
选，最终入围影片百余部。此外，本届电影节还举行
了《疫情之后的电影变革和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电
影融合发展论坛》等相关活动。 （李丽）

吃鸡蛋
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有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在

这个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背后，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
干部功不可没。我们更不该遗忘的是，截至 2020 年年底，
1800多人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

近日，展现扶贫攻坚故事的新闻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
记》在广州进行路演。该片出品人兼制片人张苗、制片人魏骅
和导演任杰来到路演现场，与观众分享影片的幕后创作故
事。影片将于11月23日全国上映。

驻村第一书记奋战在一
线，肩负起脱贫攻坚的重要职
责，《我们是第一书记》讲述的
就是这群人的故事。片中，孩
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说出了群
众对第一书记们的信任和爱
戴：“有事找谁？”“第一书记！”

西藏定日县宗措村第一
书记旺青罗布带领村民养殖
珠峰绵羊，他与商家谈判为
村民争利益、为抵抗狼群彻
夜守护小羊、在寒风酷雪中
奔走于高原之上……最终带
领村民集体富裕。四川布拖
县博作村原驻村第一书记胡
小明在结束派驻两年后又回
到了博作村，要与现任第一
书记罗洪并肩作战，共同打
完“最后一仗”，他坚持教育

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并表示“闭上眼睛经常想起
我们村的孩子们，忘不了他
们”。黑龙江拜泉县上升乡
驻村第一书记王路带领村民
们在台风过后抢收粮食、颗
粒归仓，他说：“把粮食扶起
来了，就把老百姓的信心扶
起来了。”贵州望谟县坡头村
第一书记刘恭利带领贫困群
众搬出大山，工作时最敢啃

“硬骨头”的她却在面对家人
时流泪了：“我不是个好女
儿，也不是好母亲。”

更令人泪目的是，影片
最后致敬了多位牺牲在脱贫
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将他
们生前工作的身影重现于银
幕上。

《我们是第一书记》拥有
新闻和电影两种“基因”：该
片由新华社领衔出品，出品
人兼制片人张苗曾出品过
《战狼2》《流浪地球》《你好，
李焕英》《我不是药神》等叫
好又叫座的商业作品，另一
位制片人魏骅则是新华社记
者。新闻的真实感加上电影
的视听语言，为观众带来了
一次洗涤心灵的震撼体验。

在广州路演上，一位教
育工作者看哭了：“当我看到
影片中关于大凉山孩子的那
段故事时，我感触特别深。
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孩
子才是国家的未来，我也想
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到更多孩
子。 ”

多位曾经扎根扶贫攻坚
一线的第一书记也来到路演
现场。观影后，他们积极分
享观影感受。一位观众说：

“我曾是驻村第一书记，影片
拍得特别真实——感情真
实、故事也真实，让我特别感
同身受。”另一位观众说：“我

是 2013 年至 2015 年的驻村
扶贫干部，这部片子里的很
多镜头我都很有感触，感谢
导演能把扶贫干部以这种形
式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
我们的经历。”还有一位观众
动情分享道：“每一个平凡人
都能活成灯塔，照亮身边每
一个人。这部电影给我的最
大启发就是，不管我们身处
何地、经历什么，都能成为自
己和别人的灯塔。”

记者：《我们是第一书记》是新
闻与电影的融合作品，最早源起于
一批新闻报道。当时为何把新闻的
焦点放在这批第一书记身上？

魏骅：2020 年的时候，媒体的
大部分镜头都聚焦在了战疫上，这
种聚焦持续了超过一年。但在那
一年里，我们发现了其实还有一批
很辛苦也很可爱的人，他们一方面
承担着阻击疫情的压力，另一方面
在那些曾经最贫困的角落做着脱
贫攻坚的工作，因为那一年也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这里面有
很多故事被大家忽略了。所以，我
们首先派了一批记者进入各个地
方，把这些故事带回来；后来又派
了一批摄制团队进行拍摄。其实
我们就是为了记录下这个时代，这
是记者的使命。

记者：第一书记们的感人事迹
有很多，这部电影如何选材？

魏骅：我们考虑到，尽量要拍
到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不同方
面，另外“三区三州”（“三区”指西
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
四地州，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省
藏区；“三州”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
的凉山州、云南的怒江州。均为扶
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地方。）也尽量
涉及。最开始我们收到了超过200
个案例，大多是已经牺牲的第一书

记。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不断收到
有第一书记牺牲的消息，大家的心
情都很沉重。最终还有很多故事
没法一一呈现在大银幕上，但会通
过别的方式带给大家。比如我们
的电影团队做了几百个微视频，以
后会放到网上，里面有很多拍摄的
幕后花絮。

张苗：纪录片是没有拍摄脚本
的，它就是真实的一切。但是对我们
电影人来说，这部作品其实有一个剧
本，但这个剧本只能装在我们脑子
里。它非常短，我现在就能读出来：
这是一只只羊的故事，这是一个个孩
子的故事，这是一粒粒粮食的故事，
这是一个个家庭的故事，这是一个个
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是第一书
记》没有脚本，但依然有故事和情感
的逻辑以及电影的韵律感。

记者：从记者的角度出发，魏骅
如何看待新闻和电影结合的效果？

魏骅：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有
50%的基因来自新闻，来自记者在
一线采访的经历。我们先发现了
这些线索，然后把另外50%的工作
交给电影团队，让他们来实现视听
的加工和效果的放大。所以，大家
今天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影片，会
发现它细节非常饱满，画面非常好
看——比我们日常在手机上看到
的新闻画面要好看很多。

记者：跟平时的商业电影拍摄
相比，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有什么
不同？

张苗：这部片子的完成度是非
常高的，而且最大限度地真实再现
了第一书记的事迹。真实到什么程
度？我们知道，纪录影片通常都有
旁白，这个影片里面连一句旁白都
没有，所有的叙事都靠真实的镜头
和真实人物的对白来推动。

魏骅：如果是个商业片，那么我
们可能会加上轨道，会有灯光，导
演会说演员演得不行就再来一次，

总之要把这个镜头拍好。但是这部
片子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轨道和
灯光，这是导演定的要求，因为这
些采访对象和拍摄对象就是普通
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以至于
我们的团队为了不打扰他们，都需
要提前两周去跟他们成为朋友——
因为只有成为朋友，他们才能感觉
不陌生，才能放得下、放轻松。甚
至有时候我们会把摄影机上红色亮
点涂掉，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拍
摄。导演曾打趣说，可能上映后第
一书记们要骂他，因为有的镜头是

他们在哭，但他们当时不知道我们
已经拍下来了。

记者：听说在影片拍摄过程中，
摄影师也受伤了？

魏骅：对，摄制组冒了很大的风
险。有三个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受
伤，包括卷进泥石流、掉进捕兽陷
阱、滚下车道沟等等。其中，我们
一位联合导演在拍摄时被卷入泥石
流，等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三个小
时以后了，他的膝盖骨和鼻梁都已
经骨折。我们当时让他回来，但他

坚持不走，跟我们说：“我好不容易
跟这些第一书记成为朋友了，他们
很认可我了。我要走了，别人来了
又不熟悉情况，又要耽误两周的进
程。”第二天，他不接电话，坐在轮
椅上拍摄，晚上给我和导演打电话
开会时说：“放心，今天的素材在轮
椅上拍，比昨天手持还稳。”其实那
一瞬间，我们在后方是很心酸的。
但就是有了这样一支团队，一支愿
意去给孩子们买鸡蛋的团队，愿意
把自己的工资拿去当地扶贫的团
队，才有了这支片子。

拍完拍完《《我们是第一书记我们是第一书记》，》，

都是甜的

“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

真实新闻和电影美学的一次拥抱

摄影师受伤，坐着轮椅坚持拍摄

“有事找谁？”“第一书记！”

“感情真实，故事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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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航线》刘涛、张子枫、刘德华杀青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