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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珠峰那天，天气真好

1960年，内外交困之中，一支由来

自不同行业的 216 人组成的中国珠穆

朗玛峰登山队进入西藏，只从名字就不

难看出，这支队伍的使命只有一个——

登顶珠穆朗玛峰，这座伫立在中国和尼

泊尔边界的世界最高峰，飞鸟绝迹，人

类从未成功在我国境内的珠峰北坡

登顶。

登顶，对 1960 年的珠峰登山队来

说，不是运动，不是挑战，是一项必须完

成的国家任务，只有登上这座高峰，才

能向世界证明，“中国人的脚步足以丈

量属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唯有登顶，

才能对边界领土争端给以有力的回击。

1960 年 5 月 25 日凌晨 4 时 20 分，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在夜色中登顶

珠峰，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珠峰北

坡登顶的壮举，但是由于天气原因，

未能在珠峰山巅留下影像资料，一度

受到质疑。

15年后，1975年 5月 27日，索南罗

布、侯生福、桑珠、大平措、罗则、贡嘎巴

桑、次仁多吉、阿布钦、潘多九位中国登

山队员再次从珠峰北坡完成集体登

顶。这次攀登不仅创造了世界上人数

最多的北坡登顶纪录，使藏族登山队员

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

峰的女性；更用枧标测量出 8848.13 米

的中国高度，此后三十年间（2005年我

国再次修正为8844.43米），全世界都在

使用这一中国高度。

站在山巅，时年 23 岁的桑珠并没

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时刻，

他忙着与队友一起把测量高度的觇标

展开、连接，“以三足鼎立之势架设好，

再用三根尼龙绳向三个方向用冰锥固

定在冰上”。

8800多米，几乎是无氧环境中，每

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要耗费数倍的体力，

“我们花了很久在架枧标，固定、找点。

女登山队员潘多还要在珠峰顶上测量

心率，当时测了好几次都不成功，直到

最后一次才将心电图顺利传回 20公里

外的大本营。”做完这些，桑珠从背包里

掏出他从 6000多米营地一直背上来的

那面国旗，“索南罗布、罗则和我，庄重

地举起了国旗。五星红旗就这样飘扬，

真的特别骄傲，特别激动，特别……”桑

珠用手做了一个旗帜飘扬的动作，眼前

似乎又浮现了40多年前的那一幕。

“登上珠峰山巅那天天气很好”，桑

珠回忆着，时光似乎又回到了 40 多

年前。

7028营地，我好像比平时吃

得更多些

桑珠 17 岁入伍，在海拔 4000 多米

的那曲市比如县当兵，1974年之前，桑

珠并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登山”这么

一项运动。“我们藏族人敬山神，不会去

爬那些神山、圣山，更不知道登山还能

是一项专门的运动。”桑珠说。

1974年 2月，中国登山队到桑珠所

在的部队招募登山队员，在炮兵连当兵

的桑珠被选中了。“我老家在日喀则下

面的一个县城，家周围都是高山，可能

适应得比较好，那些体检测试都一轮轮

过了。”选入登山队的桑珠坐上“解放牌

大卡车”，与剩下的 30多名新入选队员

一起朝拉萨进发。

“我们先在拉萨训练了一段时间，

淘汰了一些人，到了 3 月中旬，还剩下

大概一百来人，大家开始往珠峰大本营

去进行适应训练。”从 5200米的珠峰大

本营一点点向上，最终到达 7028 营

地。“我没什么反应，头也不疼，好像吃

得比平时还多一些。”桑珠回忆起自己

年轻时与珠峰的初遇，发出爽朗的

大笑。

22岁初到珠峰大本营的桑珠从来

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登山而成

为国家英雄。“我当时是修路队的，不是

主力队员，从 6500米开始修路，要拉绳

子，要架金属梯，要运输物资。我们一

直修到8100米，就算完成任务了。”

但是最终，由于突击队冻伤严重，

修路队员们大量补充进冲顶队伍中。

“从大本营到 5400 米一天，6000 米一

天，6500 米一天，7280 米又一天，这样

四天，然后从 7280 米、7900 米、8100 米

到 8600米，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再三

四天，但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往

下撤。”桑珠的回忆井井有条，40多年光

阴不仅没能让关于珠峰的记忆褪色，反

而愈加鲜活。

珠峰，揣俩馒头就能登上去了吧

到达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67 岁

的桑珠再次回到珠峰脚下，他指着不远

处的世界第一高峰说：“你看，珠峰看起

来是不是很近！”珠峰确实看起来近在

咫尺，山峰也并不显得崎岖险峻，用《攀

登者》主演张译的话来说，“我走到珠峰

脚下，感觉像是来到了母亲的怀抱中”。

“庄严与温柔”是珠峰为大家留下

的初印象，第一次在 5200 米的珠峰大

本营仰望时，只有 22岁、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桑珠心里想着“这座山这么近，揣

两个馒头、半天就登上去了”。然而这

条登山的路，400多人的队伍走了数次，

还有不少人牺牲在这条走向世界制高

点的路上。

桑珠回忆起当年副政委邬宗岳的

牺牲，眼中泛起了泪花。“我们在 7600
米找到了邬宗岳政委的遗体，但是我

们带不下来，我们只能从他手上取下

那块罗马手表和一块玻璃罩碎裂的

海拔表。我们没有办法带走遗体，只

能带着这些轻便的物件下山交给他

的家人，带着这个念想，我们也算对

他的家人有个交代。”桑珠回忆往事，

几度哽咽。

倒在登顶路上的无名英雄们让桑

珠充满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我经常回

忆其登珠峰，心里感激大自然没有夺走

我的生命。”那条从 7028 到 8844 的路，

桑珠和他的队友们来来回回走了很多

遍，“有两次，已经到了 8700米，但是天

气突然变得十分恶劣，大风刮得什么也

看不见、也根本站不住，最终只能下

撤。”

时隔 40 多年，再次回想起当年在

珠峰的几次下撤，桑珠声音里充满从容

与释怀，“天气不好就下来，等气候条件

合适再上去，不要着急，山就在那里。”

说着，他又发出一贯爽朗的笑声。

就是以这种“山，就在那里”的从容

之心，桑珠在 1975年攀登珠峰之后，用

14年时间带领、指挥西藏登山队完成了

世界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的攀

登。“我们做到了，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全

世界最高的 14 座山峰上，全世界都会

看到中国登山人的智慧、勇敢、坚韧。”

说话中，桑珠的脸上写满了只属于攀登

者的豪情。

本报讯 正在热映的电影《决胜时

刻》日前发布推广曲《心跳》MV，黄绮珊

惊艳回归，深情献唱，将祝福融于每一

次“心跳”，致敬中华民族崛起路上的每

一位筑梦者。

黄绮珊曾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演唱中国代表团主题歌《骄傲》。此次，她

携《心跳》惊艳归来，沉稳驾驭动人旋律，

用歌声穿透人们的耳膜、渗进心灵深处，

将对祖国的祝福融于每一次“心跳”。黄

绮珊的完美演绎仿佛为《心跳》一曲注入

灵魂，强势助阵电影《决胜时刻》，点亮中

华民族崛起路上的每一个决胜瞬间。

《心跳》MV以香山秀丽的航拍镜头

开篇，引入 1949 年中共中央进驻香山

的画面。70年前，革命先辈们怀抱着对

中华民族与华夏大地的赤子之心，共同

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的辉煌。

《决胜时刻》作为献礼新中国 70华

诞的重磅之作，凝聚了台前幕后无数人

的心血。片中饰演伟人毛泽东的唐国

强在访谈中提到，“拍摄这样一部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除了查找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人物

进行分析、挖掘、艺术创作之外，更要有

一种使命感、责任心。”

秉持着对革命历史的使命感和责

任心，剧组人员全情投入其中。编剧梳

理数百万字史料，历时四个月精心打磨

剧本；剧组为拍摄辗转全国 6 地，并在

修复后的香山双清别墅完成许多重要

戏份；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中不少道

具都是特意寻找的“老物件”，大到汽车

小到收音机全是实打实的“老古董”。

各部门全体人员精雕细琢，力求打造一

部精品之作。 （木夕）

本报讯 经过现代高科技修复的

《开国大典》将以 4K（4096*2160）分

辨率、HFR 60 格/秒高帧率、HDR 高

动态范围、4K DCI 调色、5.1 环绕声

的全新版本，于 10 月 18 日上映。

4K 新版《开国大典》是由长影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李前宽、

肖桂云联合执导，古月、孙飞虎等

主 演 的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影 。

原版在 1989 年 9 月 21 日新中国成

立 40 周 年 之 际 上 映 ，引 起 全 国 观

影热潮。

此次修复版再登大银幕，献礼新中

国 70 华诞，以更震撼的视听体验让更

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铭记历史，弘扬

爱国精神。定档同时，影片发布首支定

档预告和一组体现 70年前经典瞬间的

定档海报，让观众仿佛回到了那个热血

沸腾的历史时刻。

经典电影修复是近年来电影行

业的热点话题。今年北京国际电影

节特别推出了修复单元“镜寻东方”

板块；此前经过技术修复后全国公映

的《东邪西毒》、《泰坦尼克号》等作

品也获得了票房口碑双赢。此次，

《开国大典》通过电影人的匠心修

复，利用现代高科技修复技术以 4K
（4096*2160）分 辨 率 重 现 胶 片 原 生

态；HFR 60 格/秒高帧率让画面更流

畅；HDR 高动态范围让光影层次更

细致；4K DCI 调色让镜头语言更流

畅；以及 5.1 环绕声让声音更立体。

整体达到“四无”效果：无脏点、无划

痕、无抖动、无闪烁。全新的片头、

字幕、录音都让电影焕发新生，画面

和声音的“重生”为全国观众带来全

新的视听体验。

（杜思梦）

经典电影《开国大典》4K修复重生
10月18日献礼新中国70华诞

由沙溢执导，安吉、沙溢领衔主

演，姚晨、赵子琪、朱锐、许龄月、刘

欢、胡可、小鱼儿特邀主演的电影《亲

密旅行》将于10月3日全国上映。影

片正在全国各大城市路演，一路收获

欢笑和好评，日前影片发布了“陪你

长大”版角色海报。

此次发布的角色版海报由两张

色彩艳丽、充满童趣和梦幻的个人海

报组成，巧妙地将影片剧情与沙溢、

安吉父子在戏中的关系展现给观

众。影片《亲密旅行》中，长不大的沈

童（沙溢饰）一路开车将男男（安吉

饰）从北京送到舟山。安吉版角色海

报中一条安全带的设置，将影片的剧

情贯穿其中。而沙溢版角色海报则

藏身男男身后的书包中，将沈童这一

角色虽然成人但却一直憧憬自由、无

拘无束的人物性格展露无遗。

10月3日，《亲密旅行》将带观众

走进一场关于责任和陪伴的亲密旅

行，笑料不断、“嗨翻”假期。

当大男孩碰上小少年

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爸爸的肩膀像大山一样宽厚而

结实，坐在上面能看到蔚蓝的海、湛

蓝的天和远方明亮的灯塔。相信每

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坐在爸爸肩膀上

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对八岁的男男

（安吉饰演）而言却有点难以实现。

妈妈在国外，从小由姨婆带大的男男

最大的心愿是可以坐在爸爸的肩膀

上，和爸爸一起放风筝、去天文馆参

观。没想到男男的愿望却让一个吊

儿郎当的专车司机沈童（沙溢饰演）

实现了。

这个烫着卷发、胡子拉碴、不修

边幅的中年大叔其实内心是一个拒

绝长大的孩子，喜欢打电动、泡夜店、

吃喝玩乐。四十多岁了租房子住，影

片一开头就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房

东撵走，唯一值钱的车，还是问朋友

借钱买的。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追

求自由，随心所欲的大人，在遇到一

个八岁小男孩后，他的人生轨迹彻底

被改变了。

这次旅行，沈童学会了直面自己

的人生，懂得了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

人，同时也解开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

心结。男男这个看似软萌可爱，实则

成熟又缺乏安全感的小男孩，在与

“不靠谱”的沈童朝夕相处多日后，感

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与陪伴，渐渐地打

开了心扉。

新近曝光的角色海报中，沈童、

男男玩起了角色互换。安吉饰演的

男男，化身背带上的小配饰浅笑吟

吟，被沈童背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沙溢饰演的沈童变“小”了，被装进了

男男的书包里，探头大喊，表情欢

脱。奇妙的错位感背后，是男男和沈

童互为彼此的安全带，这一份浓浓的

安全感和爱的羁绊，通过安全带、书

包等典型的符号具象化，被每个看到

海报的人轻易感知。

当导演沙溢碰上主演安吉

“上阵父子兵”用作品说话

“沙溢导演处女作、安吉首次大银

幕主演”作为《亲密旅行》最大的两个

看点，确实“圈粉无数”。但不管多么

有看点，最终还是要用好作品说话。

就目前路演口碑看，提前观影的

观众对《亲密旅行》这部电影非常肯

定，好评连连。现场笑声不断，许多

观众表示一遍根本看不够，等影片正

式上映后会“二刷”。除了票房大卖

等祝福不绝于耳外，还有观众放言这

部电影一定可以拿到国际大奖。

采访中，沙溢表达了对安吉演技

和努力的肯定。电影中的童童走到

哪里都带着自己的宠物狗伽利略，和

狗狗之间感情很深厚，但据沙溢“爆

料”，现实生活中的安吉其实是怕狗

的。不只怕狗，安吉还怕高。有一场

在游乐场拍摄激流勇进的戏，安吉其

实害怕得一直在哭，不敢尝试，还要

寸步不离地带着伽利略。但是为了

配合爸爸的电影，把最好的一面呈现

给观众，私下里安吉做了很多努力，

去克服这些恐惧。

“看到安吉明明很害怕，却要努

力让自己不害怕的样子，我其实是很

心痛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爸

爸，因为另一个身份是电影的导演，

只能高标准、严要求地对待安吉。

对待儿子如此高要求，沙溢对待

自己更是近乎“变态”的严格。熟悉沙

溢的观众知道，他每年必做的事情就

是微博立下Flag，一定要减肥要瘦，但

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又心宽体胖的

沙溢，在减肥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却因

为拍摄《亲密旅行》，50天瘦了10斤，因

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整夜整夜的失

眠，还有高强度的工作与一丝不苟的

要求，终于让沙溢减肥成功了。就是

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死磕”中，《亲密旅

行》这部诚意之作面世了。

据悉，电影《亲密旅行》由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市一二三

视野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红

色果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10 月 3 日，沙溢安吉“带你出

现”，记得来影院“面签”。 （木夕）

专访《攀登者》原型人物之一桑珠：

山，就在那里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亲密旅行》曝角色海报
沙溢安吉“陪你长大”

黄绮珊献唱《决胜时刻》推广曲《心跳》

桑珠（中）与《攀登者》主创

本报讯 9 月 19 日，中国电影资料

馆在小西天艺术影院举行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之修复版《解放

了的中国》重映礼暨电影连环画集《影

画中国》新书发布会。

据介绍，为了记录新中国成立的历

史，1949年 9月到 1950年，苏联派出了

两个摄制组，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一起联

合拍摄了三部彩色纪录片，这是新中国

第一批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就

是其中的一部。

《解放了的中国》记录了新中国诞

生时很多珍贵的镜头，堪称国宝级的珍

贵历史档案。由于我国电影档案保存

体系是上世纪 70 年代才逐步建立的，

早年影片胶片齿孔收缩,彩色褪色十分

严重。为此，中国电影资料馆与百度合

作在“纪录片守护者”计划中共同完成

了《解放了的中国》的修复工作。这部

影片的修复版重映，将是 1951 年此片

公映之后数十年来中国观众第一次在

大银幕上看到恢复了鲜艳色彩的《解放

了的中国》。

同时，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划的

“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电影连环画

集《影画中国》也在当晚举行新书发布

会，编制团队与大家分享了连环画编

辑、创作感受和背后的故事。这套连环

画集共分《今天我休息》、《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五朵金花》、《老兵新传》、《阿

诗玛》、《那山那人那狗》、《真爱》、《十八

洞村》、《大路朝天》、《红海行动》十册，

该电影连环画集于 2019 年 8 月由连环

画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介绍了

《解放了的中国》修复版和《影画中国》画

集的相关情况。《那山那人那狗》导演霍

建起现场表示，4K高清修复版完美还原

了很多拍摄细节，自己的影片能够入选

电影连环画集，感到很荣幸。

据悉，上述活动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策划的“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献礼

系列活动之一。今年 3月起，中国电影

资料馆即特别策划了历时 10 个月的

“礼赞新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放映活动”，设置九个主题单

元，展映影片规模达百余部。

（郑中砥）

《解放了的中国》修复版中国电影资料馆重映发布
电影连环画集《影画中国》新书发布

霍建起（左二）在活动现场发言

6个月前，《攀登者》剧组一行去往珠峰大本营完成最后一镜的拍摄。从拉萨经日喀

则到达定日，从定日驱车去往珠穆朗玛峰的车上，珠峰越来越近，桑珠逐渐显得有些激

动，“快看，珠峰！”忽然间，全车人都随着桑珠的惊呼看向他手指的方向——日光交错间，

珠穆朗玛峰的轮廓清晰可见，珠峰似乎近在眼前。

“我也很多年没有再来珠峰了，年纪大了，身体有些吃不消。”桑珠脸上露出爽朗的笑

容，很难想象，这位平凡朴实的老人，就是1975年从北坡登山珠穆朗玛峰的九位攀登者之

一，全世界沿用30年的8848.13米的中国高度就从他们手中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