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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仪式完成后， 因为

担心天气突变会带来许多安

全隐患，车队赶紧回撤。下山

路上，坐在 1 号车上，看着开

道车上探身在外举着小红旗

为后车引路的工作人员的背

影，徐春萍感慨万千：这也许

是她生命中最艰难、 也最宝

贵的一次体验了。 她记得曾

和任仲伦讨论过， 在和电影

打交道的职业生涯中， 筹拍

一部电影就是几年时光。 像

《攀登者》这样全情投入到一

部电影中的经历，能有几次？

电影的意义自不待言 ，

对他们个人来说， 这段经历

是一次职业理想的彻底 “点

燃”。 就像《哈利·波特》制片

人对任仲伦说的那样， 电影

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脆弱的 ，

它都有可能毁掉一部电影 。

他深深知道，仅以“职业”一

词来对待， 是做不出好电影

的。 电影需要倾尽全部心血

浇灌，才会如花绽放。 “像农

民对庄稼的牵挂和辛勤 ，才

可能有所收获。 ”

6 月 16 日，上海国际电

影节，《攀登者》 剧组出现在

开幕式上。第二天在上影“五

号棚”举办“登峰时刻”发布

会，掀起了又一波高潮。出品

人任仲伦，监制徐克，编剧阿

来，导演兼编剧李仁港，以及演员吴京、章子怡、

张译、井柏然、胡歌等一众主创悉数到场，登山

英雄桑珠、夏伯渝现场亮相，戏里戏外，两代“攀

登者”同台传承攀登精神。

章子怡在发布会上所说的话， 某种程度上

是整个剧组的心声：“也许你一辈子没有爬到过

珠峰山顶，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这座山不

一定那么高，但你永远会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

对上影团队来说，《攀登者》最大的意义，是

通过一部影片， 将我们国家最好的电影力量汇

聚到了一起。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

因为一部电影而聚拢、聚拢后共同拼搏，这是对

影片的信赖，对上影的信赖，当其中也包括对我

的信赖。 我们绝不能辜负，”任仲伦说。

“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看我们？

也许说这是一群不要命的 ‘疯子 ’。 也许说 ，

这是一群付出的巨大代价 ， 无怨无悔的 ‘傻

子’。 但是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告诉他们， 我们

就是共和国的一代人。” 这是剧中的台词， 汪

天云始终记得任仲伦写下的这些台词。 所谓共

和国的一代人 ， 就是新中国的一代人 ， 是在

1949 年到现在 70 年的发展过程中成长 、 成

熟、 成功的一代人。 “这些人秉承着以前的意

志和未来的开拓，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

度过了很多的艰难， 这种艰难有天灾有人祸，

但是没有动摇过。”

“通过 《攀登者》， 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代

代中国人克服万难， 为了达成一个目标的那种

不屈不挠。 整个过程中可能有憋屈、 有磨难、

有牺牲， 为此甚至可能超越极限， 但不言败，

不放弃， 也不后退。” 徐春萍说。

李仁港导演始终在高度压力下工作。 他与

任仲伦每次见面的问候语是： 昨夜睡着吗？ 但

是， 在他看来： 登山者是无畏的， 拍摄登山电

影也应该是无畏的。

致敬登山英雄 ， 致敬新中国不断前行的

70 年中各行各业的攀登者。 一个民族的复兴、

国家的强盛， 需要所有人向着同一目标努力攀

登。

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去攀登珠峰， 但

人的一生， 总会有一个目标， 当我们把这个目

标看做一座山， 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时， 每个

人， 都能攀登到自己人生的最高点。

每个人， 都是攀登者！

（本文收入 《电影 〈攀登者 〉 全记录 》，

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推出）

一场世界海拔最高的关机仪式

低调拍摄了三个月的 《攀登者》，

需要一个能引起高度关注的关机仪

式，将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到这一焦点。

上影团队大胆提出 ：去西藏 ，去珠峰 ，

做一场最高海拔的关机仪式！

4 月 9 日深夜回到上海；10 日，任

仲伦和上影团队一起探讨起这个看起

来有些疯狂的想法。 大胆想象，小心求

证。 任仲伦对徐春萍说：大家能去的则

去，不能去的则不去。 实事求是。

11 日， 徐春萍带着先遣小组直飞

拉萨，开始“探路”。

为了这次活动， 国家电影局专门发

函“保驾护航”。 特别是西藏自治区党委、

给予了大力支持。 所有文件，极速获批。

最后定下来的进藏日期，是 18 日。

珠峰关机的疯狂想法开始付诸实施。

带着一个 150 人的剧组进藏 ，首

要就是安全问题。 先遣小组联系了专

业登山运动的应急保障队伍， 带着所

有的设备、 专业人员和医护人员一起

随队。 他们还准备了双重保障措施，以

及专业登山方面的一些保障，“高压氧

仓，有；救援飞机，也有”，所有的一切，

都在短暂的几天里迅速落实。

在拉萨，先遣小组去了一趟登山博

物馆。 院里没什么人，安静、空旷，桃花

灼灼盛开，屋内的陈列品却是一段壮美

历史的昭告：1960 年和 1975 年两次登

顶时登山运动员用的鞋子、觇标、铝合

金梯，和薄薄的帐篷等实物。 看着这些

物件，大家思绪万千———从文献资料的

阅读、想到拍摄过程中种种情形，一切

的源头就在这里，在这一件件凝结着攀

登者心血、鲜血乃至生命的物品中。

13 日晚上，徐春萍回到上海，开始

正式筹备。150个人的团队，七天的行程，

她和自己所带的团队， 仅仅用了四天就

完成了所有安排工作。吴京、张译一同进

藏，张译之前甚至没有上过高原，年近七

十岁的徐克也表示要一起去， 这些艺术

家的敬业和坚持， 让她备感责任重大。

“在艺术家的称谓之下，他们有一种‘拼

命’、不惜命的精神，如果他们都可以做

到这样，我们更应该如此。 ”

18 和 19 日， 大部队陆续抵达拉

萨。 1975 年胜利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

队队员桑珠也专程来到活动现场 ，在

登山博物馆为大家真情讲述了中国登

山队勇攀珠峰的真实历史。 其中讲到

攀登者的牺牲经过，吴京泪难自抑，在

场许多人也潸然泪下。 张译看到当年

攀登者的手印，他用手掌贴上去，想与

英雄的手相握，感受英雄的力量。

历史自有其证，真实力拔千钧，他

们以电影为媒向登山前辈的致敬 ，将

会把这段几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壮

举和精神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 重新

灌注进中国人的骨血。

从拉萨到日喀则，21 日抵达定日

县城。 这里是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驻

地，第二天清早，他们将驱车赶赴大本

营举行正式的关机仪式。

任仲伦已经是第三次进藏了。 他

表面指挥镇定自若， 其实血压已经飙

升至低压 136，高压超过 180，这是典

型的“高山病”———高原性高血压。 徐

春萍的血压也在逐渐“攀升”。 安全起

见， 不少人建议任仲伦不要去珠峰大

本营了，他一一婉拒。 “那时候，从内心

来讲，我是没有退路的，我一定要去。 ”

其实，他内心是有隐忧的，整个晚上担

心意外出现，静静等待到天亮。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随队医

生会给大家分发提高氧含量的药物 ，

并及时监测血压变化。 有不少人出现

了高原反应，严重的已经送医治疗，有

人呕吐不已，一吐就是几个小时，不少

人出现了血压升高的状况。

每天晚上， 工作组都要开会复盘

每天的情况， 以及筹措落实第二天所

有事项。 有的人刚才还在打点滴，拔了

针就过来开会。 从营销团队到落地保

障团队 、后勤团队 、医护团队 ，以及摄

制团队，有的是西藏本地找的，有的从

北京赶来，有的从上海来，都是天南海

北聚到一起的，彼此之前都不认识，将

他们协调到一起， 共同向着一个方向

努力，本身就非易事。

有人帮他们拍了张奇特的工作

照：桌子上 ，每个人面前有两个瓶 ，一

瓶矿泉水，另一瓶是压缩氧气，轮到说

话的人细声细语地讲， 不说话的赶紧

补几口氧气。

大部队到达定日， 吴京和张译主

动要求去珠峰大本营过夜。 为了确保

他们的人身安全，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局长尼玛次仁派来的两位专业登山教

练起到了重要作用， 陪同和保护他们

一起上山。 吴京和张译准备了酒，在抵

达大本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

斟酒并堆起一个小小的玛尼堆， 祭奠

了所有登山前辈和葬身在这座山中的

英魂。 那一夜，吴京和张译谁也没有睡

着，眼睁睁地等待天明。

第二天早上 8 点，阳光灿烂，40 多

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赴珠峰大

本营。

盘山公路走了许久， 加上缺氧，每

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结果一个转角过

后，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高峰———珠穆

朗玛峰！ 那一瞬间，没有其他言语可以

形容，所有的疲惫、晕眩、身体上的不适

一扫而空，他们终于到了珠峰脚下。

这几乎是上天安排的完美一天 ：

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丝云，珠峰就这

样清清楚楚、 安安静静地在所有人面

前展现全貌。

仪式按计划顺利进行。 国家电影

局副局长李国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胡劲军、西藏宣传部副部长张晓峰等

领导来到现场。徐克指挥了最后一组镜

头的拍摄， 与吴京和张译在珠峰前拥

抱。他连连说：不容易，不容易，“但我们

还是到了这里，这说明再困难的事情有

自信去做的话， 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

的”。 踩在海拔 5200 米的尖利碎石上，

徐克有些激动：“1960 年， 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正是由中国

攀登者完成的。 既然是我们的高山，我

们的脚就要亲自踏上去。 站在山顶，我

们的眼前是多么辽阔、 多么壮观的远

景。 ”话音未落，现场掌声一片。

主持最后的关机仪式时， 任仲伦

看到远远地飘来了一片云， 速度非常

快， 迅速遮盖了大半阳光和蓝天———

没过多久，头顶开始飘雪。 他赶紧调整

方案， 加快速度。 珠峰的气象瞬息万

变。 后来他在影片插曲中写了这样的

词：山在哪里？ 山在这里，勇敢的攀登

者出发在风雪中。

如今大家所看到的剧组成员手拉

横幅在珠峰大本营合影， 已是漫天飞

雪，每个人都因为高原反应脸庞浮肿，

每个人都因为完成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而笑意吟吟。 经过这种体验，让每一个

人心灵得到了洗礼。 徐克对任仲伦说：

我们应该走出大本营去冲顶了。 《攀登

者》的创作就此进入最后冲顶历程。 徐

克导演就此担当起重要责任。

———《攀登者》创下了世界电影史

上海拔最高关机仪式的记录。 那天，关

于《攀登者 》的报道呈爆发性 、直线式

的上升， 仅百度收录的相关内容条目

就超过 5 万条。 中央电视台、《解放日

报 》《文汇报 》《新民晚报 》《中国电影

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记者们，

亲自登上珠峰大本营， 纷纷发出现场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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