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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电影是现代八大艺术中最年轻的成员。 在电影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电影人通过智慧和汗水，为世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
的经典佳作。 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同样也热爱生活。

家住曹家渡的刘小姐（笔名：小火星），十多年前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成归来，目前在
外企从事品牌营销及市场传播管理工作。

平时，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除观摩院线上映的影片和历年的优秀作品外，还极其
关注国内外电影节的各项相关活动和赛事，现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心理咨询师执业
联盟成员。 她希望电影专栏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份欢愉，一份感悟。

作作者者近近照照

极寒里的“温度” 黑夜里的“曙光”
文 小火星

这几年，谍战片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追捧，
但其实从影片类型来说， 它并不属于类型片
的一种，而是警匪片下的一个分支，大多以间
谍活动为主题， 其中穿插着一系列卧底、特
务、情报、悬疑等元素。 早期国内就拍过一些
优秀的谍战片，比如《蓝盾保险箱》《羊城暗
哨》《秘密图纸》《冰山上的来客》等，但当时
较为注重于反映真实事件， 较少在故事设计
上花功夫。而在建党百年之际，张艺谋怀揣着
对于时代的使命感，带着他的最新力作《悬崖
之上》又一次在大银幕上用“红色革命题材”
做了全新的尝试， 也再次证明了自己深厚的
艺术造诣以及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悬崖之上》是由张艺谋执导，张译、于
和伟、秦海璐、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
文等领衔主演的谍战电影， 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该片的背景选择在伪
满洲国统治下的冰城哈尔滨。殖民统治期间，
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于 1934 年
在五常背荫河建立的活体生化武器试验场发
生了越狱事件，有少数十几人成功越狱出逃。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子阳， 他不仅成
功逃出试验场， 并成为最早揭露侵华日军活
体试验暴行的证人之一。 本片讲述了四位曾
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员组成的任务小
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

而执行的就是营救王子阳的任务。
整部影片的节奏极为紧凑， 尤其是开场

处理得特别干净利落， 一边是严刑拷打，鲜
血飞溅的刑场；另一边是从天而降，训练有
素的特工小组。 “蒙太奇”式的电影手法瞬
间建立起了黑白对峙的文本结构，暗示一正
一邪的两路人马即将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
明暗较量。 由于叛徒的出卖，四位特工从跳
伞降落的第一刻起，就已置身于敌人布下的
天罗地网之中，影片的悬疑气氛也随之浓重
了起来，观众虽暂时拥有了“上帝视角”却
产生了更多的“心理好奇”：暴露的特工将
如何脱身，证人能否成功营救……荒芜的东
北原始森林里雪纷纷落下，预示着处于“悬
崖之上”的行动小组正面临着如极寒般的严
峻考验。

老谋子虽迈入七十高龄， 但依然身体力
行， 对于影片元素的叠加与调度一点儿也没
有含糊，《悬崖之上》具备了一部经典谍战片
所需的种种元素：叛徒、追车、枪战、肉搏、关
卡、审讯、毒打、拷问、招供、跟踪、暗号、密码
本、暴露、声东击西、偷天换日等。 但众多的电
影元素竟然有效合成得如此的工整与流畅，
其技巧之娴熟足以成为继《风声》以来国内
谍战片的又一个新巅峰。 另外，国师的电影总
会透露出他独有的光影美学， 整部影片以苍

茫的东北地区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画面
构图的底色， 电影几乎全程在极寒的天气下
拍摄，天寒地冻、白雪皑皑，不仅为影片营造
出一种寒冽肃杀的恐怖气氛， 也进而在生理
上与心理上对观众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压迫
感。 与此同时，通过画帧之间的细枝末节，我
们又能够窥探出包裹在镜头语言里的一份浪
漫的诗意以及沉浸于光影设计中的一份用心
良苦。

一方面，张艺谋运用了简洁冷峻的镜头，
旨在通过不露声色的表演凸显出革命者在非
常特殊时期里克制冷静的专业素养； 另一方
面，在酷刑场上，导演又运用了近乎于“暴力
美学”的艺术风格，让人看了就不寒而栗，背
脊发凉。 冰城的“苍白”、 刑场的“鲜红”；革
命者的克制冷静、特务们的“穷凶极恶”，一
“冷”一“热”、一“静”一“动”，不仅在画面
处理和喻意内涵上呈现出强烈的对照与视觉
反差，也将演员的表演放大到了极致。 例如，
于和伟饰演的周乙， 作为一名长期潜伏在敌
方内部的特殊革命者， 他所有的表演只能通
过间接化的处理来表达， 而老戏骨一个焚毁

情报的手捏镜头就足以把人物复杂纵深的内
心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张译的那段“触
目惊心”的酷刑场景，早在预告片里就已让观
众揪心万分。

纵观全片，所有人物与情节都是为了“乌
特拉”秘密任务而来，但直到影片末尾才通过
一段主角间的对话， 向观众们破解了其暗藏
的喻意。 原来“乌特拉”在俄语里是黎明的意
思， 而身处故事背景里的东北地区被日本殖
民者统治，白色恐怖无处不在，当时的人们对
于黎明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迫切渴望。 毋
庸置疑，本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在尝试
新的类型和题材以及在演绎地下工作者与敌
人的斗智斗勇的同时还融入了带有亲情、爱
情、战友情等故事发展的副线，更为立体地把
抗日志士的侠骨柔情与家国情怀体现得淋漓
尽致， 也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夜里同样感受到
了暗涌的温暖，在“悬崖之上”依然可以看到
了黎明来临前的曙光。

《悬崖之上》 作为张艺谋执导的首部谍
战片，虽在叙事和逻辑上也有些许瑕疵，但影
片的结构之新，元素之多，表演之强，光影之
美，已经是同类电影中的翘楚，难怪早早稳坐
五一档院线的“爆款”，也成为张艺谋导演生
涯里第二部票房破 10亿的电影作品。国师一
贯秉持着持之以恒的坚守，孜孜不倦的探索，
与时俱进的创新，“不忘初心”的热爱，为中
国电影及电影人树立了行业的榜样与时代的
标杆。 所以本片不仅收获了在电影艺术上的
赞誉，也实现了在核心价值上的共鸣。 在物欲
膨胀，人心浮躁的当今社会，回顾过往，铭记
历史， 开创未来正是中华民族向和平与正义
承诺的最强力量。

文 耕农（三和居民区）

对门住着一位绍兴阿姨， 在张家宅食堂
烧饭。 有一天我下班，看见阿姨在门口炒菜，

她问我：“女朋友有了吗？ ”我笑笑，摇摇头，
阿姨安慰说，这事急不起来的，要看缘分，有
机会阿姨帮你介绍哦。

绍兴阿姨真的帮我留心起来， 就像推销

商品一样四处托人介绍， 甚至还想把外甥女
介绍给我。 我一听，不行，原因是小姑娘插队
时有男朋友，现在男朋友仍在外地，我知道这
定是小姑娘父母的主意， 想乘人之危拆散他
们，这种事绝对不能做。这话不知怎么传到她
外甥女耳里，她说有个小姐妹，正想谈恋爱，
是不是可以见一面？

姑娘叫小妹，白天上班，晚上还要读书，
所以约会要等到她放学以后。 人们常说，介绍
人个个都是热心肠，阿姨就是这样的人，那天

她和女方介绍人都有事，让我单独赴会，阿姨不
放心，不停地关照我：“第一次约会不能‘喇叭
腔’”，让我穿戴整齐。 我就像个演员要走上舞
台，阿姨用挑剔的眼光打量我的穿着，然后用导
演的口吻叫我把眼镜摘了， 说戴眼镜太老气。
“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戴个眼镜去约会，人家小
姑娘要叫你爷叔了！”顺着阿姨的意思，我摘下
眼镜，但阿姨又觉得我“行头”不行，要我换一
件，我说这件是最好的，平时还不舍得穿呢，阿
姨“啧啧”嘴巴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

别了，张家宅（五）
家住三和居民区的居民耿心龙笔名耕农，曾在静安区张家宅度过了人生中一段

难忘的日子。 2000 年旧区改造后，张家宅消失了，作者也搬离了这居住许久的地方。
多年后，作者回忆起老房子里发生的邻里趣事、人文风情，颇有感慨，提笔记录旧时
往事。 本报将每期摘选《别了，张家宅》中的内容进行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2021年 5 月 22 日，
中国在哭泣，长沙城泪流成河。
历史将记住这声声呼唤———
袁爷爷，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袁隆平爷爷，
你难舍难离，回眸含笑。
看身后的大地，
山高水长，炊烟袅袅，
仓廪丰满，稻谷又熟了！

袁隆平爷爷，一路走好！
我已满鬓秋霜，不再年少，
为什么也称你“爷爷”？

因为，仰视你的身躯，
我愿做一名小小的学生，
走进你的课堂，聆听你的教导。

学你的爱，学你的情，
学你不忘根本，知恩图报。
是你教我记住我来自何方，
寻根溯源，生命之源头，
都在那写满乡愁的田间小道。

学你的行，学你的礼，
学你纯朴善良的优秀品格。
学你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学你两袖清风、挥汗如雨的最美本色。

无论是做官做文做工做商，
学你的做人，这是我
终生不可懈怠的功课。
是你教我，莫效那
摇耳晃脑的墙头芦苇，
要像颗粒饱满的谷穗，
身躬得越弯，
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荣和收获。

袁爷爷，
一路走好！
此去的旅途鲜花相伴，
因为，你已用你的忠诚，
铺平了一条生命永生的彩虹之桥！

袁爷爷，一路走好
文 杨世运（三和居民区）

沉痛悼念吴院士
文 叶建荣（高荣居民区）

神刀柳叶死生间，无影灯前战鬼阎。
医者仁心肝胆照，以身济世胜壶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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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渡社区的阿姨爷叔们， 如果您

喜欢我们的报纸，平时又有写诗歌散文，
画画和写书法的习惯， 欢迎大家积极踊
跃向《曹家渡社区晨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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