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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积极参与抗击疫情 不忘创作抓紧“充电”

田羽生徐磊推荐优秀影片

田羽生导演为大家推荐了《辛德勒

的名单》、《放牛班的春天》。采访当日

恰逢 3 月 8 日妇女节，田羽生导演还特

别为女性观众推荐了《阳光姐妹淘》和

《世界上最美的离别》两部讲述女性情

感与成长的电影。

《辛德勒的名单》

经典影片总是历久弥新，每次看都

能带来不同的收获。《辛德勒的名单》是

人物非常有力量、有光芒的一部电影，

从一开始，主人公只是以营利为目的，

到最后一点点在大时代背景和周围人

的影响下，逐渐变成拯救大家的英雄，

人物非常饱满。好的电影都是这样，总

是能一遍遍带给人感动。

《放牛班的春天》

疫情期间我觉得特别需要看一些

充满希望的、阳光的电影来调和心情。

《放牛班的春天》就特别明媚，从故事到

人物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新的希

望。冬天终将过去，春天也必会到来。

《阳光姐妹淘》

谈到女性题材的电影，《阳光姐妹

淘》就一下子蹦进我的脑海里。这样一

个讲述一群女孩子成长和友谊的电影，

当时真的把我看哭了，我完全没想到自

己会看哭。故事聚焦一群 30 多岁的女

性，既有非常温暖美好的青春记忆，也有

她们当下的现实生活。

《世界上最美的离别》

《阳光姐妹淘》展现的是一群二三

十岁的女性，《世界上最美的离别》则关

注了年纪更大一些的中老年女性，讲述

一个母亲为家庭奉献了一生，非常艰

难，也非常曲折。韩国电影总是很善于

贴近生活，好像就是生活里面发生的故

事。这个故事也是很细碎的东方式的

家长里短，我觉得这种跟生活贴得很近

的东西非常有魅力，让人觉得很揪心，

但又充满了坚韧的生命力量。

有时候一部影片饱含苦难，似乎

把生命的苦难推向极致，但是看的过

程中，观众又会很容易被主人公一次

次勇敢面对苦难的精神所感召，反而

感受到了一种悲悯、感受到了一种阳

光。从这个角度上看，这部影片给人

的感受有点像《阳光普照》。

在讲故事这件事上，田羽生基本

上确定了自己的喜剧方向，“未来还是

会继续做喜剧，一方面确实是我兴趣

所在，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

都挺有喜剧天赋的。”在此次疫情期

间，他与团队构思了多个抗疫故事，喜

剧成为承载这些故事的重要形式。

一条“东北小伙滞留武汉，意外成

为抗疫志愿者”的新闻引发了田羽生

的兴趣，“这个故事里没有大是大非，

有的只是一个小人物在特殊时代大背

景下的命运转折，并且由此折射出他

对身边人的情感变化。这可以是非常

小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田羽生看

到了这个故事背后的喜剧元素，“其实

这个新闻前半段是非常有喜剧效果

的，一个要去长沙的小伙子，阴差阳错

坐进了武汉返乡的车厢，最终被带去

武汉、滞留武汉，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喜剧情境”。

众所周知，喜剧是创作难度最高

的一种电影类型。一直以来，困扰喜

剧电影人的并不是如何使观众发笑，

而是如何能够让观众不为自己的笑声

感到羞耻。而所有喜剧电影创作者的

追求中几乎都包含“笑中带泪”这一

条，田羽生也不例外。

“在那个东北小伙的故事里，有笑

料，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在后半段一定

会有感人的场面。比如他跟医护人员

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与自己照顾过的

病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终于要

离开武汉、离开奋斗的岗位，经过了前

面的笑声，最终一定会回归到一个严

肃的主题上。这是我喜欢的创作方

向。”田羽生说，“汤姆·汉克斯演过一

部电影叫《幸福终点站》，而这个故事

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幸福终点站》，而

且也是真实的”。

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国人共通的情

感体验是田羽生一贯的创作方法，而

讲好中国故事更是他不懈追求的方

向。“在讲述中国故事这件事上，我认

为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优秀的样板，那

就是《我不是药神》”，田羽生用“五体

投地”来形容自己对《我不是药神》的

感受，“这个电影是我喜欢的路子，我

自己都没做到过那么好，它的题材和

人物结合得太自然、太好了，非常典

型。”他将《我不是药神》与《辛德勒的

名单》比较，认为两部影片在人物塑造

上有诸多共通之处，“《辛德勒的名单》

里主人公辛德勒就跟《我不是药神》里

徐峥演的角色一样，一开始冲钱去的，

前者看到犹太人被屠杀，唤醒内心深

处的良知，然后帮助那些犹太人，影片

一点点呈现了人物的变化。《我不是药

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都是这

样，都是一个小人物抱着其他目的进

入故事，逐渐在越走越深，不断摒弃原

本的私欲，慢慢成长为一个英雄，甚至

牺牲个人利益，保护大家。”田羽生直

言，“这是一个非常优秀且典型的中国

故事的模板，学它就够了。”

田羽生推荐：《辛德勒的名单》、《放牛班的春天》、《阳光姐妹淘》、《世界上最美的离别》
我们已经有了中国故事的好榜样

《辛德勒的名单》

编剧：托马斯·肯尼利

斯蒂文·泽里安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主演：连姆·尼森

本·金斯利

拉尔夫·费因斯

《放牛班的春天》

编剧：克里斯托夫·巴拉蒂

导演：克里斯托夫·巴拉蒂

主演：杰拉尔·朱诺

狄迪尔·弗拉蒙

雅克·贝汉

导演徐磊为大家推荐了日本导演

黑泽清执导的《X 圣治》、北野武执导的

《凶暴的男人》，以及一部韩国悬疑电影

《火车》。

《X圣治》

我以前只看过黑泽清导演的《东

京奏鸣曲》，以为他与是枝裕和等导演

一样，都是拍家庭题材的导演，毕竟日

本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但最近看了《X

圣治》才意识到原来黑泽清是一位拍

恐怖片的大师。看完觉得非常好、非

常震撼。可能是由于文化上的亲近

性，我个人还是更喜欢东方电影。这

部电影从故事情节上有一点《七宗罪》

的感觉，警察在侦破一个连环凶杀案，

但是它又让我觉得故事与现实贴得很

近，处处都在营造心理上的恐惧。尤

其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留给我的印象

挺深的，它营造的恐惧感会延伸到日

常生活之中。

《凶暴的男人》

其实北野武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

但他这部处女作反而由于各种原因我

最近才刚看完。我认为这部电影算是

《花火》的前身，从影片中你也会看到北

野武第一次当导演很多东西还没到驾

轻就熟的地步，但越是这种作品越是不

矫饰他的创作意图，这是非常适合做导

演分析的电影。一个导演成熟之后，作

品都太圆熟了，观众再去分析的时候反

而不如这种带有瑕疵的处女作，我们清

晰地看到他在哪些地方使劲儿了、在哪

里没控制住……这对分析一位导演确

实有很大启发。

《火车》

这部电影整体品质虽然不见得非

常突出，但片中女演员金敏喜的表演非

常惊艳，她在这里的表演让我相信了片

中的人物，也突破了观众以往对她的印

象，可以说是惊着我了。这部电影的女

主人公完全不是我们以往见到的女性

角色，也不是洪尚秀式的女主人公，非

常悲剧的女性角色。金敏喜的表演让

我彻底相信了这个角色，并由此愿意相

信这个有点狗血的故事，激起对角色命

运的无限同情。

徐磊的长片处女作《平原上的夏洛

克》以一个乡村侦探故事将他对农村社

会的思考和观察呈现在银幕上，片中呈

现出的人物关系以及农村风貌等都为

观众打开了一扇看向乡土中国的窗

棂。影片上映后，不少观众和影评人都

给出了很高评价，甚至将之称为“中国

故事的典型代表”。这些正向肯定，让

徐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生活是

可以拍成电影的，不要轻视自己的生

活”。

关注自己熟悉的生活，在影片中呈

现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已经成为

徐磊的一种习惯，这也是《平原上的夏

洛克》诞生的驱动力，“以前我一直对父

辈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挺不理解，后来

真的开始去看一些书、去和一些农村有

文化的人聊天，逐渐发现其实有时候事

实与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农村是一

个熟人社会，它的运行法则和生活方式

都与城市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村的社会

结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下的自我监

管机制，这些都非常吸引我。”徐磊说。

在讲述中国乡土故事的基础上，徐

磊有意识地在影像美学方面探索更多

可能，“熟悉的地方如何入画”是徐磊考

虑颇多的一个问题，“北方的农村其实

很难拍，没有像南方的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一进村基本就是大瓦房、大白墙，

进门家里基本都一样，出门也就是平

原，地貌上没有明显的高低起伏，在这

种一览无余的空间下，很难调度，很不

好拍”。

为了将农村空间呈现出具有独特

美学趣味的影像空间，徐磊在创意之初

就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将自己认为最

有趣的农村生活中的空间全部列上，虽

然并不是每一个空间最终都变成了影

像，但是这个过程让徐磊意识到“选取

的拍摄空间至少在画面上要能成立，至

少要是个有质感、可供调度的影像空

间”。恰是这种寻找与故事气质相得益

彰的影像空间的思维，最终造就了影片

中的多个“魔幻”场景——屋内塑料挡

雨布里游动的金鱼、城乡结合处阻挡三

轮车的小土坡、树林掩映下的一块西瓜

地……

这种感受生活、寻找生活真味的态

度，不仅贯穿徐磊的创作，在他的观影

偏好中也可见一斑。相较于西方电影

大师的作品，导演徐磊更加喜欢日本、

伊朗、韩国的电影，“东方电影我能理

解，但西方的一些大师的作品，我反而

会有些看不懂，可能是因为我不在那里

生活、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有时候

会很难去理解他们片中人物的行为动

机。”在采访中，徐磊如数家珍地谈起了

小津、是枝裕和、北野武等日本知名大导

演的作品，“我看过北野武所有的电影，

是枝裕和的电影我比较喜欢《比海更深》

之前的几部，从《比海更深》之后，似乎就

没有那么浓烈了。而对于小津，我反而

很喜欢他早期拍的一些喜剧电影，过一

段时间就会拿出来再看一遍。”

不仅是这些大导演，徐磊也非常关

注日本青年一代导演的创作，冲田修

一、石井裕也等也都在他的喜爱名录之

内，“日本 70 后、80 后的导演们，我非常

欣赏他们的创作状态，我不知道他们国

内的电影行业环境如何，但是从他们的

创作来看，这些人没有艺术家包袱也没

有什么市场包袱，创作状态不拧巴，非

常松弛，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

徐磊说自己从来没有刻意追寻过

“中国故事”，但是诚实地生活、认真地

感受，让他保有着对这片广袤土地的敏

锐触角，“生活中你遇到的喜怒哀乐，你

每天都会遇到的那些东西，对一个中国

人来说是最有共鸣的东西。”

疫情期间，中国电影人在为抗疫发声的同时，也不忘抓紧创作、努力“充电”，从优秀影片中汲取养分，为复工后准备更多优质的电影作品。

本期影人荐片邀请到田羽生（代表作“前任”系列）、徐磊（代表作《平原上的夏洛克》）两位青年导演。他们从各自的兴趣和偏好出发，分享了自己的观影

理念。关注全球优质新片、反复观摩经典电影是两位导演共有的观影习惯。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得超高关注的新片之外，《辛德

勒的名单》、《放牛班的春天》等影片也经常被两位导演反复观看。

在为大家推荐影片的同时，两位导演也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解。田羽生心中早有了“中国故事的好榜样”，徐磊则在生

活中发现了讲述真实故事、中国故事的不二法门。

《阳光姐妹淘》

编剧：姜炯哲

导演：姜炯哲

主演：沈恩敬

姜素拉

柳好贞

《世界上最美的离别》

编剧：闵奎东

导演：闵奎东

主演：裴宗玉

金甲洙

朴荷善

徐磊推荐：《X圣治》、《凶暴的男人》、《火车》
不要轻视自己的生活

《X圣治》

编剧：黑泽清

导演：黑泽清

主演：役所广司

萩原圣人

《火车》

编剧：宫部美雪

边永妵

导演：边永妵

主演：李善均

金敏喜

《凶暴的男人》

编剧：北野武野泽尚

导演：北野武

主演：北野武

川上麻衣子

白龙


