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天雪地里的拍摄，那些可贵的“敬业与专业”

开机后， 很多人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 “冰天雪

地”。 隆冬季节的北方户外， 老天爷帮忙下了一场大

雪，片场的“山脉”已是银装素裹，非常有利于镜头展

现。 但那层雪底下，不是布景搭建，而是硬邦邦、真正

的石头，大量的登山镜头都要在这里完成，万一演员

有个闪失，谁也负担不起。 为了保护演员安全，摄制

组又人工造雪，将雪层厚度加了十厘米。

即使这样，拍摄过程中，仍有演员意外受伤。 有

位演员进组没多久，吊着威亚反复拍摄，最后累得忘

记收腿，撞伤骨折，一躺就是两个月。

一月底，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的第一

次官方活动，就是来到《攀登者》片场探班。 这时片场

正在拍摄张译一场趴在雪地上爬行的镜头，一拍就是

几个小时，张译就在冰冻的雪地里趴几个小时。

在片场站了一个小时，冷得脚都冻麻了的陈道明

连连表示拍摄不易，演员的敬业精神令他慨叹不已：

“这是真诚的表演，处处都有充满力量的细节！ ”

摄制现场每天都有无法预计的新情况冒出来，需

要及时处理。 任仲伦几乎每周都带着上影团队飞往

天津剧组。 后来，干脆让徐春萍、汪天云、黄霁、陈小

兵、朱婧雅留下，导演江海洋也加盟其中。 上影化妆

师沈东升、 殷丽华和剪辑师陈晓红都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 后方的上影集团各部门全力配合。 上影团队

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协调工作：和摄制组协调、和演员

协调、和地方各个部门的协调……问题不断：遇上国

家大会期间，摄制组需要搭建的寺庙场景，不能施工；

需要拍一场篝火晚会，不能点火。 导演等不起，演员

也等不起，一边稳定军心，一边四处协调。 最关键的

是每天在现场关注拍摄，晚上观摩初剪样片。 汪天云

和江海洋两位资深的电影人提供了许多好想法。 在

此期间， 天津和蓟县等地的领导为剧组提供了许多

帮助。

“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上影团

队一直用类似的“格言”互相鼓励。 其实回头想想，最

直接支撑他们的精神动力和持久感动，是来自于剧组

的一幕幕———

在一场展现在珠峰“第二台阶”的陡坡处，三位登

山队员搭人梯上坡的戏里，张译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挑

战：搭人梯需要踩着其他队员的肩膀向上爬，带着钢

铁冰爪的鞋子没法穿，只能脱了鞋赤脚向上爬，影片

中曲松林这一人物就是因此冻伤了双脚，导致截肢。

温度接近-10℃的拍摄现场， 张译赤脚踩在雪地

里，一双脚冻得通红麻木，他坚持用实景和真实的表

现拍摄完了这部分的全部镜头。 那一刻，张译真的体

会到了一种可能会失去双脚的恐惧感：“我现在终于

知道什么叫冷了，冷就是好像千万根针在扎你，无处

可逃。 ”

吴京不用替身，所有现场的危险戏份，都是他亲

自出演的。 他本来膝盖就有伤，在天寒地冻的拍摄过

程中，伤情一度加剧，几乎无法活动。 为了不耽误拍

摄，吴京特地飞去日本打针后，直接赶回片场继续拍

摄。 医生叮嘱他打针后要休息三周，但影片中有一段

方五洲为了向徐缨表白，在钢铁森林间飞檐走壁攀爬

的镜头，为了不耽误拍摄，他在打针一周后就开始拍

摄这段高危镜头。

上影的演员更是同心同德。刘小锋扮演的是首次

登山的老队长；何琳扮演的是登山队军医；陈龙扮演

的是登顶珠峰的登山队员。 王景春则扮演登山总指

挥。他从柏林获奖回来，立即赶到片场，认真琢磨所塑

造的形象。“赵政委应该有军人气度，我想到的形象是

贺龙元帅。 ”王景春说。

“讲究”二字，不仅是《攀登者》的演员们对于细节

和演技的自我要求，更是融入骨血的一种专业素养。

拍摄期间，胡歌妈妈不幸逝世，这对胡歌而言是

一个重大打击。任仲伦从片场回到上海参加了他母亲

的追悼会。 胡歌很快就赶回了剧组继续拍戏。 大家都

很难受，甚至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但在拍摄中，他给

出的是一如既往的专业态度。

大风口那场戏，是导演李仁港对于登山电影一个

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动作片和武侠风的基底，他设计

了一场 12 个登山队员在狂风暴雪中捆绑在一架梯子

上艰难求生的场景，随着风力的变化，绑着所有人生

命的梯子像惊涛飓浪中的小船那样失控飘摇、旋转。

这是李仁港导演的想象与创造，或许就是影片东

方叙事的一种艺术审美的展现，从文案排演、电脑排

演，到现场排演，李仁港费劲了心思，也做足了准备。

实际拍摄现场中，天寒地冻的深夜，以二十多个工作

人员为一组，在两边巨大照明灯的照耀下左右分别拉

扯着梯子，以制造在风中摇摆的效果，加上人造降雪

和鼓风机吹出的狂风，整整拍了一夜。

“见到这段素材时，我完全被震住了，”任仲伦说。

大家完全没想到李仁港会拿出这样的想象力和视觉

效果。 现在这段镜头成为《攀登者》的“惊艳之笔”。

完成每天的拍摄后，演员可以休息，其他人员可

以休息，但导演还需要和整个摄制组开会，即使已经

拍到半夜，导演仍要筹备第二天的拍摄任务。 《攀登

者》的拍摄过程中，最辛苦的莫过于导演李仁港。 进

度与质量，是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丝毫不敢

松懈。

李仁港的身体并不好，在拍摄过程中因为过度焦

虑和劳累，曾一度恶化到尿血、需要就医的地步。回香

港就医的话，一去就是三天，他耽误不起三天。李仁港

的哥哥特地从美国买了药给他带来，靠吃药临时控制

住了病情。就这么一天天地拍下去，一天天地熬过去，

从冬天拍到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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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汪天云飞赴深圳和李仁港当面交流， 不辱使命

把导演落实了，大家心中的大石头终于稍微落地。而对李仁

港来说，一切却刚刚开始：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是所经历过

时间周期最短的电影之一， 所有时间节点都是他倒推着估

算出来的：“从几时我要剪好这个片子， 我再倒数我需要多

长时间去拍完这个戏，然后我们有多长时间去筹备。倒数到

最后，我发掘实景的拍摄期刚好卡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需

要在二月中旬拍完实景部分。”就这么把紧巴巴的时间线一

捋再捋，李仁港开始了多方面的筹备工作。

时间到了 11 月 。 负责催稿的徐春萍数天没能联系

上编剧阿来 ，陷入了焦虑 。 这已经是剧本需要交稿的最

晚节点 。

直到某天，徐春萍翻看手机，发现有一条短信：已发，阿

来。一个极为奇怪的陌生号码，来自阿尔及尔！阿尔及尔？徐

春萍一时没反应过来。她将信将疑打开邮箱一看，正是她焦

灼等待了多日的电影文学本。

原来阿来带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首都阿尔及尔。 白天访

问，晚上赶稿。 国内手机没法用，最后只能辗转借了当地使

馆同志的手机才发出了短信。后来阿来笑着对徐春萍说，因

为时差，晚上睡不着，都用来写稿了。

“2018 年 10 月 20 日晚 10 时起笔于青藏高原仙乃日、

央迈勇和夏洛多杰三座雪山下，2018 年 11 月 2 日晨 6 时

成稿于阿尔及尔。 ”这个长达四万字的剧本，是阿来以文学

本的形式为“攀登者”精神作出的最好诠释。

登山电影，最重要的是登山戏份。让演员全部在高海拔

地区实拍既不安全，也不现实；若是棚拍，则涉及需要多个

不同角度摄影棚的搭建，耗时耗力。

李仁港导演事后是觉得十分庆幸的。在一番苦寻之后，

他在天津的郊区找到了一处废弃的矿区， 非常适合作为拍

摄地点———裸露在外的山石冬天本就被冰雪覆盖， 经过塑

形和改造，可以满足拍摄多种雪山场景的需要，有着天然的

外形优势，又是在平原地区拍摄，不会碰到高反等高原拍摄

障碍，条件近乎完满。

只是矿区是露天的，电影拍摄期间，室外温度接近-10℃，

演员需要在真实的冰霜风雪中表演，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但彼时，大家所共同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尽快开机。

2019 年 1 月 5 日，《攀登者》正式开机。

近年来，中国影业强大的演技派阵容汇聚 ：吴京 、章

子怡 、张译 、井柏然 、胡歌 、王景春 、何琳 、陈龙 、刘小锋 、

曲尼次仁 、拉旺罗布 、多布杰领衔主演 ，成龙友情出演 。

章子怡进组第一天就跟任仲伦开玩笑 ： 你们真厉害 ，仅

仅一个月 ，就把我们聚集在剧组了 。 其实 ，任仲伦知道 ，

除了个人长期的人脉 ，还有首部登山电影的感召 ，还有

国家电影局领导的鼎力支持 。 演员阵容公布后 ， 《攀登

者 》的关注度一路攀升 。

大家是十分敬业的。一月中旬，许多人从微博上看到吴

京去了岗什卡雪峰尝试高海拔登山，名义是“体验生活”。其

实， 这是吴京为尽快适应角色所做的前期准备———他请了

职业登山家作指导，除了学习专业登山技巧外，也是为了让

自己投身于真实的雪域高原环境以获取一手经验， 从而更

好地为《攀登者》的进组做准备。

在为期半个月的训练时间里，严寒、膝盖伤痛、高原反

应一直困扰着吴京，直到生病加剧了高原反应，不得已才撤

了下去。他所获得的也远远不止经验，而是更高层面上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高原之上，人之渺小和自然之广袤，

让他莫名其妙掉了眼泪。这正是一个真正的登山者的内心：

宽广、孤寂，面对的敌人不是山，而是自己，只有战胜自己，

才能真正站到巅峰。

正式进组后， 同样敬业的章子怡第一时间就将李仁

港、吴京等以及上影团队请到一起 ，把关于自己角色的脉

络认真梳理了一遍，一聊就聊到深夜。 章子怡说：我和观

众的关系是“互虐”的：观众苛求我有突破，我渴望给他们

惊喜。

从 2018 年 11 月阿来所创作的文学剧本， 到开机后能

够正式用于拍摄的剧本，主创团队一直在推敲、修改。 在阿

来改了三稿、导演改了一稿的情况下，上影团队集中力量，

不断地讨论、修改，修改、讨论，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只为

一个细节。 在讨论过程中， 特别对专业性很强的情节和台

词，一点一点地核实对照，特别是对珠峰的地形地貌，大风

口、北坳、冰塔林、冰裂缝、雪崩等等都做了核对，而且请教

了气象专家、地质专家、中国登山协会，还有很多跟攀登有

关的专家来把关。 最后,任仲伦日以继夜修改剧本。 用他自

己的感受说：就是坚韧不拔，每天看着窗帘开始发白。 就这

样，剧本前前后后改了十七八稿，直到 2019 年 2 月 3 日小

年夜，终于定稿。

就这样 ， 在大多数人沉浸在春节的团圆氛围中时 ，

《攀登者 》迎来了主创演员们的团聚 ，一场大戏悄然拉开

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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